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光电1601课表
其它课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设计(A)●谭树刚(共16周)/1-16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光电1602课表
其它课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设计(A)●谭树刚(共16周)/1-16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光电170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电子线路设计(A)☆
(1-2节)1-8周/西校区

15341(西)/魏功祥/电子线路

设计(A)-0001/光电1701;光

电1702/24/无/4/32/2.0

固体物理☆
(1-2节)9-18周/西校区

15341(西)/刘云燕/固体物理

-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73/无/4/40/2.5

固体物理☆
(1-2节)9-18周/西校区

15341(西)/刘云燕/固体物理

-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73/无/4/40/2.5

2

3 通信原理☆
(3-4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刘晓娟2/通信原

理-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60/无/4/32/2.0

照明技术☆
(3-4节)9-16周/西校区

15340(西)/满忠胜/照明技术

-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62/无/4/32/2.0

光电检测原理与技术

(A)☆
(3-4节)1-12周/西校区

15338(西)/张文飞/光电检测

原理与技术(A)-0001/光电

1701;光电1702/73/无

/4/48/3.0

通信原理☆
(3-4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刘晓娟2/通信原

理-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60/无/4/32/2.0

照明技术☆
(3-4节)9-16周/西校区

15340(西)/满忠胜/照明技术

-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62/无/4/32/2.0

光电检测原理与技术

(A)☆
(3-4节)1-12周/西校区

15338(西)/张文飞/光电检测

原理与技术(A)-0001/光电

1701;光电1702/73/无

/4/48/3.04

下午

5 电子线路设计(A)☆
(5-6节)1-8周/西校区

15341(西)/魏功祥/电子线路

设计(A)-0001/光电1701;光

电1702/24/无/4/32/2.0

大学生就业指导☆
(5-6节)1-4周/西校区 教

3412(西)/张起/大学生就业

指导-0013/光电1701;光电

1702/73/无/2/8/0.5

形势与政策Ⅱ☆
(5-6节)5-8周/西校区 教

3114(西)/岳松/形势与政策

Ⅱ-0022/光电1701;光电

1702;生科1701;生科1702;物

理本1701/187/无/2/8/1.0

6

7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光电专业生产实习●修俊山(共16周)/1-16周;   光电信息技术实验Ⅲ★修俊山(共16周)/1-16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光电1702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电子线路设计(A)☆
(1-2节)1-8周/西校区

15341(西)/魏功祥/电子线路

设计(A)-0001/光电1701;光

电1702/24/无/4/32/2.0

固体物理☆
(1-2节)9-18周/西校区

15341(西)/刘云燕/固体物理

-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73/无/4/40/2.5

固体物理☆
(1-2节)9-18周/西校区

15341(西)/刘云燕/固体物理

-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73/无/4/40/2.5

2

3 通信原理☆
(3-4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刘晓娟2/通信原

理-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60/无/4/32/2.0

照明技术☆
(3-4节)9-16周/西校区

15340(西)/满忠胜/照明技术

-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62/无/4/32/2.0

光电检测原理与技术

(A)☆
(3-4节)1-12周/西校区

15338(西)/张文飞/光电检测

原理与技术(A)-0001/光电

1701;光电1702/73/无

/4/48/3.0

通信原理☆
(3-4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刘晓娟2/通信原

理-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60/无/4/32/2.0

照明技术☆
(3-4节)9-16周/西校区

15340(西)/满忠胜/照明技术

-0001/光电1701;光电

1702/62/无/4/32/2.0

光电检测原理与技术

(A)☆
(3-4节)1-12周/西校区

15338(西)/张文飞/光电检测

原理与技术(A)-0001/光电

1701;光电1702/73/无

/4/48/3.04

下午

5 电子线路设计(A)☆
(5-6节)1-8周/西校区

15341(西)/魏功祥/电子线路

设计(A)-0001/光电1701;光

电1702/24/无/4/32/2.0

大学生就业指导☆
(5-6节)1-4周/西校区 教

3412(西)/张起/大学生就业

指导-0013/光电1701;光电

1702/73/无/2/8/0.5

形势与政策Ⅱ☆
(5-6节)5-8周/西校区 教

3114(西)/岳松/形势与政策

Ⅱ-0022/光电1701;光电

1702;生科1701;生科1702;物

理本1701/187/无/2/8/1.0

6

7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光电专业生产实习●修俊山(共16周)/1-16周;   光电信息技术实验Ⅲ★修俊山(共16周)/1-16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光电180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电磁场与电磁波☆
(1-2节)2-6周,11-17周/西校

区 15340(西)/秦华2/电磁场

与电磁波-0003/光电1801;光

电1802/78/无/4/48/3.0

JAVA语言程序设计

(C)☆
(1-2节)1-12周/西校区

15338(西)/孙学用/JAVA语

言程序设计(C)-0001/光电

1801;光电1802/54/无

/4/48/3.0

电磁场与电磁波☆
(1-2节)2-6周,11-17周/西校

区 15340(西)/秦华2/电磁场

与电磁波-0003/光电1801;光

电1802/78/无/4/48/3.0

JAVA语言程序设计

(C)☆
(1-2节)1-12周/西校区

15338(西)/孙学用/JAVA语

言程序设计(C)-0001/光电

1801;光电1802/54/无

/4/48/3.0

学科英语☆
(1-2节)1-12周/西校区 教

5304(西)/陈丽/学科英语-

0101/光电1801;光电

1802/78/无/4/48/3.02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3316(西)/白云/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0027/光电1801;光

电1802;物教1801;物理本

1801;物理本1802/195/无

/4/64/4.5

物理光学☆
(3-4节)1-6周,9-18周/西校区

15342(西)/韩克祯/物理光学

-0001/光电1801/40/无

/4/64/4.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3316(西)/白云/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0027/光电1801;光

电1802;物教1801;物理本

1801;物理本1802/195/无

/4/64/4.5

物理光学☆
(3-4节)1-6周,9-18周/西校区

15342(西)/韩克祯/物理光学

-0001/光电1801/40/无

/4/64/4.0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3-4节)1-6周,9-14周/西校区

15341(西)/李亮2/数字电路

与逻辑设计-0001/光电

1801;光电1802/78/无

/4/48/3.04

下午

5 大学体育(板块)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5-6节)1-6周,9-14周/西校区

15341(西)/李亮2/数字电路

与逻辑设计-0001/光电

1801;光电1802/78/无

/4/48/3.0

学科英语☆
(5-6节)1-12周/西校区 教

5406(西)/陈丽/学科英语-

0101/光电1801;光电

1802/78/无/4/48/3.0
6

7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电子工艺实训●徐秀美(共2周)/7-8周;   光电信息技术实验Ⅰ★修俊山(共16周)/1-6周,9-18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光电1802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电磁场与电磁波☆
(1-2节)2-6周,11-17周/西校

区 15340(西)/秦华2/电磁场

与电磁波-0003/光电1801;光

电1802/78/无/4/48/3.0

JAVA语言程序设计

(C)☆
(1-2节)1-12周/西校区

15338(西)/孙学用/JAVA语

言程序设计(C)-0001/光电

1801;光电1802/54/无

/4/48/3.0

电磁场与电磁波☆
(1-2节)2-6周,11-17周/西校

区 15340(西)/秦华2/电磁场

与电磁波-0003/光电1801;光

电1802/78/无/4/48/3.0

JAVA语言程序设计

(C)☆
(1-2节)1-12周/西校区

15338(西)/孙学用/JAVA语

言程序设计(C)-0001/光电

1801;光电1802/54/无

/4/48/3.0

学科英语☆
(1-2节)1-12周/西校区 教

5304(西)/陈丽/学科英语-

0101/光电1801;光电

1802/78/无/4/48/3.02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3316(西)/白云/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0027/光电1801;光

电1802;物教1801;物理本

1801;物理本1802/195/无

/4/64/4.5

物理光学☆
(3-4节)1-6周,9-18周/西校区

15341(西)/魏功祥/物理光学

-0002/光电1802/38/无

/4/64/4.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3316(西)/白云/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0027/光电1801;光

电1802;物教1801;物理本

1801;物理本1802/195/无

/4/64/4.5

物理光学☆
(3-4节)1-6周,9-18周/西校区

15341(西)/魏功祥/物理光学

-0002/光电1802/38/无

/4/64/4.0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3-4节)1-6周,9-14周/西校区

15341(西)/李亮2/数字电路

与逻辑设计-0001/光电

1801;光电1802/78/无

/4/48/3.04

下午

5 大学体育(板块)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5-6节)1-6周,9-14周/西校区

15341(西)/李亮2/数字电路

与逻辑设计-0001/光电

1801;光电1802/78/无

/4/48/3.0

学科英语☆
(5-6节)1-12周/西校区 教

5406(西)/陈丽/学科英语-

0101/光电1801;光电

1802/78/无/4/48/3.0
6

7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电子工艺实训●徐秀美(共2周)/7-8周;   光电信息技术实验Ⅰ★修俊山(共16周)/1-6周,9-18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光电190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普通物理(A)☆
(1-2节)1-12周/西校区

15341(西)/葛筱璐/普通物理

(A)-0001/光电1901/40/无

/4/48/3.0

高等数学(A)Ⅱ☆
(1-2节)1-16周/西校区 教

5106(西)/刘玉锦/高等数学

(A)Ⅱ-0031/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5/80/5.0

普通物理(A)☆
(1-2节)1-12周/西校区

15341(西)/葛筱璐/普通物理

(A)-0001/光电1901/40/无

/4/48/3.0

高等数学(A)Ⅱ☆
(1-2节)1-15周(单)/西校区

教5106(西)/刘玉锦/高等数

学(A)Ⅱ-0031/光电1901;光

电1902/80/无/5/80/5.0

大学英语听说 II(板块)

2

3 高等数学(A)Ⅱ☆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5106(西)/刘玉锦/高等数学

(A)Ⅱ-0031/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5/80/5.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1-10周/西校区 教

3303(西)/谭霞1/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0013/光电1901;光电

1902;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60/无/4/40/2.5

大学体育(板块)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3-4节)14-17周/西校区 教

3410(西)/张起/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0047/光电1901;光

电1902/78/无/1/4/0.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1-10周/西校区 教

3303(西)/谭霞1/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0013/光电1901;光电

1902;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60/无/4/40/2.5

4

下午

5 大学英语读写 II(板块) 电路原理☆
(5-6节)1-12周/西校区

15342(西)/王本义/电路原理

-0001/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4/48/3.0

中国传统文化☆
(5-6节)1-12周/西校区 教

3308(西)/毛墉/中国传统文

化-0016/光电1901;光电

1902/78/无/2/24/2.0

C语言☆
(5-6节)1-16周/西校区 教

3101(西)/巨同升/C语言-

0005/光电1901;光电1902;物

教1901/120/无/4/64/3.25

6

7 C语言☆
(7-8节)1-16周/西校区 教

3101(西)/巨同升/C语言-

0005/光电1901;光电1902;物

教1901/120/无/4/64/3.25

文献检索☆
(7-8节)1-6周/西校区 教

3203(西)/董坤/文献检索-

0059/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4/24/1.0

电路原理☆
(7-8节)1-12周/西校区

15341(西)/王本义/电路原理

-0001/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4/48/3.0

文献检索☆
(7-8节)1-6周/西校区 教

3311(西)/董坤/文献检索-

0059/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4/24/1.0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师(共9周)/7-15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光电1902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普通物理(A)☆
(1-2节)1-12周/西校区

15342(西)/刘云燕/普通物理

(A)-0002/光电1902/40/无

/4/48/3.0

高等数学(A)Ⅱ☆
(1-2节)1-16周/西校区 教

5106(西)/刘玉锦/高等数学

(A)Ⅱ-0031/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5/80/5.0

普通物理(A)☆
(1-2节)1-12周/西校区

15342(西)/刘云燕/普通物理

(A)-0002/光电1902/40/无

/4/48/3.0

高等数学(A)Ⅱ☆
(1-2节)1-15周(单)/西校区

教5106(西)/刘玉锦/高等数

学(A)Ⅱ-0031/光电1901;光

电1902/80/无/5/80/5.0

大学英语听说 II(板块)

2

3 高等数学(A)Ⅱ☆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5106(西)/刘玉锦/高等数学

(A)Ⅱ-0031/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5/80/5.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1-10周/西校区 教

3303(西)/谭霞1/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0013/光电1901;光电

1902;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60/无/4/40/2.5

大学体育(板块)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3-4节)14-17周/西校区 教

3410(西)/张起/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0047/光电1901;光

电1902/78/无/1/4/0.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1-10周/西校区 教

3303(西)/谭霞1/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0013/光电1901;光电

1902;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60/无/4/40/2.5

4

下午

5 大学英语读写 II(板块) 电路原理☆
(5-6节)1-12周/西校区

15342(西)/王本义/电路原理

-0001/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4/48/3.0

中国传统文化☆
(5-6节)1-12周/西校区 教

3308(西)/毛墉/中国传统文

化-0016/光电1901;光电

1902/78/无/2/24/2.0

C语言☆
(5-6节)1-16周/西校区 教

3101(西)/巨同升/C语言-

0005/光电1901;光电1902;物

教1901/120/无/4/64/3.25

6

7 C语言☆
(7-8节)1-16周/西校区 教

3101(西)/巨同升/C语言-

0005/光电1901;光电1902;物

教1901/120/无/4/64/3.25

文献检索☆
(7-8节)1-6周/西校区 教

3203(西)/董坤/文献检索-

0059/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4/24/1.0

电路原理☆
(7-8节)1-12周/西校区

15341(西)/王本义/电路原理

-0001/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4/48/3.0

文献检索☆
(7-8节)1-6周/西校区 教

3311(西)/董坤/文献检索-

0059/光电1901;光电

1902/80/无/4/24/1.0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师(共9周)/7-15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物教180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1-2节)1-14周/西校区

15342(西)/常强/热力学与统

计物理-0001/物教

1801/40/无/4/56/3.5

量子力学(D)☆
(1-2节)1-18周/西校区

15203(西)/冯东太/量子力学

(D)-0002/物教1801/40/无

/6/72/4.5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1-2节)1-14周/西校区

15342(西)/常强/热力学与统

计物理-0001/物教

1801/40/无/4/56/3.5

量子力学(D)☆
(1-2节)1-18周/西校区

15203(西)/冯东太/量子力学

(D)-0002/物教1801/40/无

/6/72/4.5

2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3316(西)/白云/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0027/光电1801;光

电1802;物教1801;物理本

1801;物理本1802/195/无

/4/64/4.5

学科英语☆
(3-4节)1-12周/西校区 教

5206(西)/李玉军/学科英语-

0103/物教1801/40/无

/4/48/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3316(西)/白云/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0027/光电1801;光

电1802;物教1801;物理本

1801;物理本1802/195/无

/4/64/4.5

电工技术(A)☆
(3-4节)1-12周/西校区 教

3411(西)/耿雪,李钊1/电工

技术(A)-0004/物教

1801/40/无/4/48/3.0

模拟电路☆
(3-4节)5-18周/西校区

15338(西)/汪俊/模拟电路-

0001/物教1801/40/无

/4/56/3.5

4

下午

5 大学体育(板块) 电工技术(A)☆
(5-6节)1-12周/西校区 教

3411(西)/耿雪,李钊1/电工

技术(A)-0004/物教

1801/40/无/4/48/3.0

模拟电路☆
(5-6节)5-18周/西校区

15338(西)/汪俊/模拟电路-

0001/物教1801/40/无

/4/56/3.5

原子物理学(B)☆
(5-6节)1-12周/西校区

15342(西)/王小梅/原子物理

学(B)-0001/物教1801/40/无

/4/48/3.0

6

7 原子物理学(B)☆
(7-8节)1-12周/西校区

15342(西)/王小梅/原子物理

学(B)-0001/物教1801/40/无

/4/48/3.0

学科英语☆
(7-8节)1-12周/西校区 教

5206(西)/李玉军/学科英语-

0103/物教1801/40/无

/4/48/3.0

8

晚上
9

10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物教190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热学(B)☆
(1-2节)1-12周/西校区

15341(西)/孙美玲/热学(B)-

0001/物教1901/40/无

/4/48/3.0

教师口语☆
(1-2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杨金芳/教师口语

-0001/物教1901/40/无/2/16/1

高等数学(A)Ⅱ☆
(1-2节)1-16周/西校区 教

5103(西)/刘丙状/高等数学

(A)Ⅱ-0032/物教1901;物理

本1901;物理本1902/120/无

/5/80/5.0

信息处理技术及应用☆
(1-2节)1-14周/西校区

15340(西)/李增祥/信息处理

技术及应用-0001/物教

1901/40/无/4/56/2.5

高等数学(A)Ⅱ☆
(1-2节)1-15周(单)/西校区

教5103(西)/刘丙状/高等数

学(A)Ⅱ-0032/物教1901;物

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20/无/5/80/5.0

大学英语听说 II(板块)

2

3 高等数学(A)Ⅱ☆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5103(西)/刘丙状/高等数学

(A)Ⅱ-0032/物教1901;物理

本1901;物理本1902/120/无

/5/80/5.0

中国传统文化☆
(3-4节)1-12周/西校区 教

3313(西)/崔立军/中国传统

文化-0015/物教190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118/无

/2/24/2.0

文献检索☆
(3-4节)14-19周/西校区 教

3404(西)/李永明/文献检索-

0060/物教190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120/无

/4/24/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1-10周/西校区 教

3306(西)/李红玲/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0010/电网1901;电

网1902;物教1901/119/无

/4/40/2.5

大学体育(板块)

文献检索☆
(3-4节)14-19周/西校区 教

3104(西)/李永明/文献检索-

0060/物教190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120/无

/4/24/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1-10周/西校区 教

3306(西)/李红玲/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0010/电网1901;电

网1902;物教1901/119/无

/4/40/2.5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3-4节)14-17周/西校区 教

3308(西)/亓鹏/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0046/物教

1901/39/无/1/4/0.5

4

下午

5 大学英语读写 II(板块) 信息处理技术及应用☆
(5-6节)1-14周/西校区

15340(西)/李增祥/信息处理

技术及应用-0001/物教

1901/40/无/4/56/2.5

电磁学(A)☆
(5-6节)1-16周/西校区

15341(西)/郝好月/电磁学

(A)-0002/物教1901/40/无

/4/64/4.0

C语言☆
(5-6节)1-16周/西校区 教

3101(西)/巨同升/C语言-

0005/光电1901;光电1902;物

教1901/120/无/4/64/3.25

6

7 电磁学(A)☆
(7-8节)1-16周/西校区

15341(西)/郝好月/电磁学

(A)-0002/物教1901/40/无

/4/64/4.0

C语言☆
(7-8节)1-16周/西校区 教

3101(西)/巨同升/C语言-

0005/光电1901;光电1902;物

教1901/120/无/4/64/3.25

热学(B)☆
(7-8节)1-12周/西校区

15341(西)/孙美玲/热学(B)-

0001/物教1901/40/无

/4/48/3.0

8

晚上

9 教师书写☆
(9-10节)2-11周/西校区

15339(西)/巩绪发/教师书写

-0001/物教1901/40/排课请

尽量4节连排，整个上午或

整个下午。/4/40/2

教师书写☆
(9-10节)2-11周/西校区

15339(西)/巩绪发/教师书写

-0001/物教1901/40/排课请

尽量4节连排，整个上午或

整个下午。/4/40/2

10

其它课程：普通物理实验(A)Ⅰ★贾福超(共10周)/1-10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物理1601课表
其它课程：物理学专业毕业设计(论文)(A)●王操(共16周)/1-16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物理本1601课表
其它课程：物理学专业毕业设计(论文)(A)●物理聘1(共16周)/1-16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物理本170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2

3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基础

☆
(3-10节)1-7周(单)/西校区

15338(西)/物理聘1/集成电

路版图设计基础-0001/物理

本1701/41/无/12/48/3.0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基础

☆
(3-6节)1-7周(单)/西校区

15203(西)/物理聘1/集成电

路版图设计基础-0001/物理

本1701/41/无/12/48/3.0

4

下午

5 形势与政策Ⅱ☆
(5-6节)5-8周/西校区 教

3114(西)/岳松/形势与政策

Ⅱ-0022/光电1701;光电

1702;生科1701;生科1702;物

理本1701/187/无/2/8/1.0

6

7 大学生就业指导☆
(7-8节)1-4周/西校区 教

3312(西)/亓鹏/大学生就业

指导-0012/物理本

1701/41/无/2/8/0.5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CMOS电路与布局☆物理聘1(共16周)/1-16周;   全定制模拟电路版图设计☆物理聘1(共16周)/1-16周;   数模混合电路版图设计实训●物理聘1(共16周)/1-16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物理本180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量子力学(D)☆
(1-2节)1-18周/西校区

15203(西)/冯东太/量子力学

(D)-0001/物理本1801;物理

本1802/77/无/6/72/4.5

量子力学(D)☆
(1-2节)1-18周/西校区

15203(西)/冯东太/量子力学

(D)-0001/物理本1801;物理

本1802/77/无/6/72/4.5

2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3316(西)/白云/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0027/光电1801;光

电1802;物教1801;物理本

1801;物理本1802/195/无

/4/64/4.5

统计物理☆
(3-4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周通/统计物理-

0001/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32/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3316(西)/白云/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0027/光电1801;光

电1802;物教1801;物理本

1801;物理本1802/195/无

/4/64/4.5

统计物理☆
(3-4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周通/统计物理-

0001/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32/2.0

学科英语☆
(3-4节)1-12周/西校区 教

5304(西)/陈丽/学科英语-

0102/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48/3.0

4

下午

5 大学体育(板块) 电子电路原理Ⅰ☆
(5-6节)5-18周/西校区

15338(西)/汪俊/电子电路原

理Ⅰ-0001/物理本1801;物理

本1802/77/无/4/56/3.0

原子物理学☆
(5-6节)1-8周/西校区

15342(西)/王小梅/原子物理

学-0001/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32/2.0

电子电路原理Ⅰ☆
(5-6节)5-18周/西校区

15338(西)/汪俊/电子电路原

理Ⅰ-0001/物理本1801;物理

本1802/77/无/4/56/3.0

6

7 学科英语☆
(7-8节)1-12周/西校区 教

5406(西)/陈丽/学科英语-

0102/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48/3.0

原子物理学☆
(7-8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王小梅/原子物理

学-0001/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32/2.0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近代物理实验(A)Ⅱ★类成新(共16周)/1-16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物理本1802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量子力学(D)☆
(1-2节)1-18周/西校区

15203(西)/冯东太/量子力学

(D)-0001/物理本1801;物理

本1802/77/无/6/72/4.5

量子力学(D)☆
(1-2节)1-18周/西校区

15203(西)/冯东太/量子力学

(D)-0001/物理本1801;物理

本1802/77/无/6/72/4.5

2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3316(西)/白云/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0027/光电1801;光

电1802;物教1801;物理本

1801;物理本1802/195/无

/4/64/4.5

统计物理☆
(3-4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周通/统计物理-

0001/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32/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3316(西)/白云/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0027/光电1801;光

电1802;物教1801;物理本

1801;物理本1802/195/无

/4/64/4.5

统计物理☆
(3-4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周通/统计物理-

0001/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32/2.0

学科英语☆
(3-4节)1-12周/西校区 教

5304(西)/陈丽/学科英语-

0102/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48/3.0

4

下午

5 大学体育(板块) 电子电路原理Ⅰ☆
(5-6节)5-18周/西校区

15338(西)/汪俊/电子电路原

理Ⅰ-0001/物理本1801;物理

本1802/77/无/4/56/3.0

原子物理学☆
(5-6节)1-8周/西校区

15342(西)/王小梅/原子物理

学-0001/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32/2.0

电子电路原理Ⅰ☆
(5-6节)5-18周/西校区

15338(西)/汪俊/电子电路原

理Ⅰ-0001/物理本1801;物理

本1802/77/无/4/56/3.0

6

7 学科英语☆
(7-8节)1-12周/西校区 教

5406(西)/陈丽/学科英语-

0102/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48/3.0

原子物理学☆
(7-8节)1-8周/西校区

15340(西)/王小梅/原子物理

学-0001/物理本1801;物理本

1802/77/无/4/32/2.0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近代物理实验(A)Ⅱ★类成新(共16周)/1-16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物理本1901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热学☆
(1-2节)1-8周/西校区

15338(西)/高培波/热学-

0001/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80/无/4/32/2.0

大学英语读写(B)Ⅱ☆
(1-2节)1-16周/西校区 教

3412(西)/房莉/大学英语读

写(B)Ⅱ-0088/物理本

1901/40/无/2/32/2.0

高等数学(A)Ⅱ☆
(1-2节)1-16周/西校区 教

5103(西)/刘丙状/高等数学

(A)Ⅱ-0032/物教1901;物理

本1901;物理本1902/120/无

/5/80/5.0

热学☆
(1-2节)1-8周/西校区

15203(西)/高培波/热学-

0001/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80/无/4/32/2.0

高等数学(A)Ⅱ☆
(1-2节)1-15周(单)/西校区

教5103(西)/刘丙状/高等数

学(A)Ⅱ-0032/物教1901;物

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20/无/5/80/5.0

大学英语听说(A)Ⅱ☆
(1-2节)2-16周(双)/西校区

教8506(西)/胡静/大学英语

听说(A)Ⅱ-004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79/无

/2/16/1.0

2

3 高等数学(A)Ⅱ☆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5103(西)/刘丙状/高等数学

(A)Ⅱ-0032/物教1901;物理

本1901;物理本1902/120/无

/5/80/5.0

中国传统文化☆
(3-4节)1-12周/西校区 教

3313(西)/崔立军/中国传统

文化-0015/物教190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118/无

/2/24/2.0

文献检索☆
(3-4节)14-19周/西校区 教

3404(西)/李永明/文献检索-

0060/物教190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120/无

/4/24/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1-10周/西校区 教

3303(西)/谭霞1/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0013/光电1901;光电

1902;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60/无/4/40/2.5

大学体育(板块)

文献检索☆
(3-4节)14-19周/西校区 教

3104(西)/李永明/文献检索-

0060/物教190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120/无

/4/24/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1-10周/西校区 教

3303(西)/谭霞1/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0013/光电1901;光电

1902;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60/无/4/40/2.5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3-4节)14-17周/西校区 教

3107(西)/王芳3/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0048/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79/无

/1/4/0.5

4

下午

5 电磁学(A)☆
(5-6节)1-16周/西校区

15340(西)/霍培培/电磁学

(A)-0001/物理本1901;物理

本1902/80/无/4/64/4.0

电磁学(A)☆
(5-6节)1-16周/西校区

15340(西)/霍培培/电磁学

(A)-0001/物理本1901;物理

本1902/80/无/4/64/4.0

C语言☆
(5-6节)1-16周/西校区 教

5302(西)/陈波/C语言-

0006/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自动1904/120/无

/4/64/3.25

6

7 C语言☆
(7-8节)1-16周/西校区 教

4103(西)/陈波/C语言-

0006/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自动1904/120/无

/4/64/3.25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师(共9周)/7-15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2019-2020学年第2学期 物理本1902课表1

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1 热学☆
(1-2节)1-8周/西校区

15338(西)/高培波/热学-

0001/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80/无/4/32/2.0

大学英语读写(B)Ⅱ☆
(1-2节)1-16周/西校区 教

3410(西)/马爱凤/大学英语

读写(B)Ⅱ-0089/物理本

1902/39/无/2/32/2.0

高等数学(A)Ⅱ☆
(1-2节)1-16周/西校区 教

5103(西)/刘丙状/高等数学

(A)Ⅱ-0032/物教1901;物理

本1901;物理本1902/120/无

/5/80/5.0

热学☆
(1-2节)1-8周/西校区

15203(西)/高培波/热学-

0001/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80/无/4/32/2.0

高等数学(A)Ⅱ☆
(1-2节)1-15周(单)/西校区

教5103(西)/刘丙状/高等数

学(A)Ⅱ-0032/物教1901;物

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20/无/5/80/5.0

大学英语听说(A)Ⅱ☆
(1-2节)2-16周(双)/西校区

教8506(西)/胡静/大学英语

听说(A)Ⅱ-004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79/无

/2/16/1.0

2

3 高等数学(A)Ⅱ☆
(3-4节)1-16周/西校区 教

5103(西)/刘丙状/高等数学

(A)Ⅱ-0032/物教1901;物理

本1901;物理本1902/120/无

/5/80/5.0

中国传统文化☆
(3-4节)1-12周/西校区 教

3313(西)/崔立军/中国传统

文化-0015/物教190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118/无

/2/24/2.0

文献检索☆
(3-4节)14-19周/西校区 教

3404(西)/李永明/文献检索-

0060/物教190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120/无

/4/24/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1-10周/西校区 教

3303(西)/谭霞1/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0013/光电1901;光电

1902;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60/无/4/40/2.5

大学体育(板块)

文献检索☆
(3-4节)14-19周/西校区 教

3104(西)/李永明/文献检索-

0060/物教1901;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120/无

/4/24/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4节)1-10周/西校区 教

3303(西)/谭霞1/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0013/光电1901;光电

1902;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160/无/4/40/2.5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3-4节)14-17周/西校区 教

3107(西)/王芳3/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0048/物理本

1901;物理本1902/79/无

/1/4/0.5

4

下午

5 电磁学(A)☆
(5-6节)1-16周/西校区

15340(西)/霍培培/电磁学

(A)-0001/物理本1901;物理

本1902/80/无/4/64/4.0

电磁学(A)☆
(5-6节)1-16周/西校区

15340(西)/霍培培/电磁学

(A)-0001/物理本1901;物理

本1902/80/无/4/64/4.0

C语言☆
(5-6节)1-16周/西校区 教

5302(西)/陈波/C语言-

0006/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自动1904/120/无

/4/64/3.25

6

7 C语言☆
(7-8节)1-16周/西校区 教

4103(西)/陈波/C语言-

0006/物理本1901;物理本

1902;自动1904/120/无

/4/64/3.25

8

晚上
9

10
其它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师(共9周)/7-15周;



☆: 讲课 ★: 实验 ○: 上机 ●: 实践 打印时间:2020-0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