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试课程 班级 人数 日期 考试时间 地点 主考 监考

1 2013级数学考试 建环31 25 2013-9-14 上午9:00-11:00 中2-1203 理学院 王军

2 2013级数学考试 土木31 25 2013-9-14 上午9:00-11:00 中2-1204 理学院 侯健

3 2013级数学考试 建筑学31 24 2013-9-14 上午9:00-11:00 中2-1211 理学院 金鑫

4 2013级数学考试 建筑学32 24 2013-9-14 上午9:00-11:00 中2-1214 理学院 孙飞鹏

5 2013级数学考试 地环31 17 2013-9-14 上午9:00-11:00 中2-1248 理学院 陈春刚

6 环境系统检测 地环21 16 2013-10-30 下午16:00-18:00 主B-102 程燕 张凡

7 房屋建筑学 土木21、建环11 50 2013-11-15 上午10:00-12:00 主C-404 贾建东 岳焱超

8 建筑设备工程 建筑学91/92、土木01 64 2013-11-12 晚19:00-21:00 主A-303 王赞社 孙飞鹏

9 燃气工程 建环01 20 2013-11-8 晚19:00-21:00 主A-402 严彩球 王新轲

10 高数、线代期中考试 建环31 26 2013-11-10 晚7:00-10:10 中3-3321 数学学院 王沣浩

11 高数、线代期中考试 土木31、地环31 50 2013-11-10 晚7:00-10:10 中3-3323 数学学院 侯健

12 工程造价及概预算 土木11 28 2013-11-10 晚7:00-9:00 中3-3309 岳焱超 薛晓敏

13 工程结构抗震 土木01 24 2013-11-8 下午16:00-18:00 主A-105 马建勋 李杭州

14 环境化学 地环21 16 2013-11-22 上午10:00-12:00 主A-102 程燕 彭友兵

15 土力学 土木11 58 2013-11-22 晚7:00-9:00 主A-102 廖红建 薛晓敏

16 有限元基础 土木01 10 2013-11-15 下午2:30-4:30 主B-402 张立 李杭州

17 给排水工程 建环01 17 2013-11-15 下午2:30-5:00 主B-405 张联英 刘艳华

18 建筑设备自动控制 建环01 20 2013-11-22 下午2:00-4:00 主B-102 王军 孔琼香

19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土木01，建筑学91/92 68 2013-11-14 下午2:00-4:00 中3-3312 董明海 李杭州

20 工程经济与建设项目管理 土木11 28 2013-12-9 上午8：00-10:00 主A-305 杨丽 薛晓敏

21 建筑材料 建筑学21/22 41 2013-12-5 晚7:00-9:00 主C-404 侯健 翟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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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筑环境测试技术 建环11 24 2013-11-23 下午2:30-5:00 主A-102 金立文 刘星

23 建筑经济 建筑学01/02 50 2013-12-10 上午10:00-12:00 主C-304 杨丽 王非

24 流体力学基础 土木11 28 2013-12-7 下午2:30-5:00 主C-305 机械学院 薛晓敏

25 建筑环境学 建环11 21 2013-12-8 上午9:00-11:30 主A-102 刘星 王新轲

26 工程力学 建环21 24 2013-12-28 上午8:30-11:00 主A-302 航天学院 张联英

27 土壤学 地环11 20 2013-12-30 上午9:00-11:30 主B-305 张凡 程燕

28 画法几何 土木31 33 2013-12-18 下午2:00-4:30 主D-206 李杭州 侯健

29 建筑物理 建筑学01/02 48 2013-12-30 下午2:30-5:00 主D-206 王赞社 王非

30 钢结构设计原理 土木11 28 2014-1-15 下午2:30-5:00 主B-405 孙清 薛晓敏

31 电工电子技术1 建环21、地环21 41 2013-12-21 上午8：:00-11:00 主C-404 电气学院 党政

3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建筑学31/32 46 2013-12-22 晚7:00-9:00 主D-106 人文学院 金鑫

3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建环31、地环31 42 2013-12-22 晚7:00-9:00 主D-206 人文学院 陈春刚

3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土木31 31 2013-12-22 晚7:00-9:00 主D-306 人文学院 侯健

35 大学英语口语 01（03）/02（04） 66 2013-12-29 下午3:00-4:00 主D-304 外语学院 雷耀丽

36 大学英语口语 02（05）/02（06） 70 2013-12-29 下午3:00-4:00 主D-305 外语学院 岳焱超

37 大学英语 2701 34 2013-12-29 上午9:00-11:30 中2-1247 外语学院 金立文

38 大学英语 2702 30 2013-12-29 上午9:00-11:30 中2-1251 外语学院 徐怡珊

39 大学英语 2703 31 2013-12-29 上午9:00-11:30 中2-1252 外语学院 陈春刚

40 大学计算机基础48学时 建环31 27 2013-12-28 晚19:00-21:00 计教506 计教中心 严彩球

41 生命科学导论 建环21 30 2013-12-31 上午9:00-11:30 主B-304 刘颖 吴小舟

42 大气物理学基础 地环11 17 2014-1-6 上午10:00-12:00 主A-203 彭友兵 贝耐芳

43 城市规划与建筑法规 建筑学01/02 50 2014-1-5 晚7:00-9:30 主A-302 王兵 王非

44 智能建筑 建环01，土木01，建筑学91/92 40 2014-1-10 下午14:00-16:00 主C-105 王军 周晶

45 无机与分析化学 地环31 16 2014-1-6 08:30-11:00 东校区体育馆-体育馆 高敏 苏军伟



46 大学化学Ⅱ 土木31 30 2014-1-8 08:30-11:00 主楼A-402 徐四龙 岳焱超

47 传热学 建环11 21 2014-1-10 15:00-17:30 宪梓堂-宪梓堂一楼大厅 曾敏 王新轲

48 工程制图1 建环31 26 2014-1-14 15:00-17:30 东校区体育馆-体育馆 李晶 王军

49 高等数学Ⅱ1 土木31、地环31 46 2014-1-18 15:00-17:30 主楼A-404 数学学院 侯健

50 高等数学Ⅱ1 建环31 27 2014-1-18 15:00-17:30 主楼B-102 数学学院 孔琼香

51 高等数学Ⅴ 建筑学31/32 45 2014-1-14 15:00-17:30 主楼D-105 数学学院 徐怡珊

52 线性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III 地环31、土木31 46 2014-1-12 08:30-11:00 主楼C-405 数学学院 陈春刚

53 线性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III 建环31 27 2014-1-12 08:30-11:00 主楼C-406 数学学院 严彩球

5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土木21、建环21 51 2014-1-13 15:00-17:30 主楼A-304 数学学院 岳焱超

55 理论力学 土木21 27 2014-1-9 08:30-11:00 主楼B-205 王飞 岳焱超

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
土木21 26 2014-1-11 08:30-11:00 宪梓堂-宪梓堂一楼大厅 人文学院 侯健

5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
地环21、建环21 41 2014-1-11 08:30-11:00 主楼B-105 人文学院 程燕

5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
建筑学21/22 39 2014-1-11 08:30-11:00 主楼B-205 人文学院 翟斌庆

59 大学物理Ⅱ2 地环21、建环21 41 2014-1-15 15:00-17:30 主楼A-302 理学院 张联英

60 大学物理Ⅱ2 土木21 27 2014-1-15 15:00-17:30 主楼A-405 孙明珠 岳焱超

61 社会学原理 建筑学21/22 39 2014-1-17 15:00-17:30 主楼D-304 悦中山 虞志淳

62 弹性力学 土木11 27 2014-1-6 下午15:00-17:30 主A-302 张硕英 薛晓敏
63 结构力学 土木11 27 2014-1-9 上午9:00-11:30 主A-405 张玲玲 薛晓敏

64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土木11 27 2014-1-12 下午15:00-17:30 主A-405 杨政 薛晓敏

65 大学计算机基础56学时 建筑学31/32、地环31 64 2014-1-6 下午14:30-17:00 中2-3204 计教中心 金鑫

66 建筑力学 建筑学21/22 50 2014-1-15 上午8:30-11:00 主A-304 张立 虞志淳

67 流体力学 地环21 16 2014-1-8 上午8:30-11:00 主C-106 陈春刚 段建中



68 地球信息科学 地环11 18 2014-1-7 晚18:30-20:30 主A-102 张猛 唐龙

69 水资源与水环境 地环11 18 2014-1-12 晚18:30-20:30 主A-102 张猛 唐龙

70 建筑电气 建环11 30 2014-1-6 晚18:30-20:30 主A-102 严彩球 金立文

71 计算机程序设计64学时 地环11 18 2014-1-12 下午14:00-16:30 计教506 计教中心 段建中

72 中国建筑史 建筑学11/12 50 2014-1-18 上午9:00-11:30 主B-305 雷耀丽 李红艳

73 地球系统科学导论 地环21 20 2014-1-9 下午14:00-16:00 主B-305 郭伟 苏军伟

74 建筑结构与选型 建筑学11/12 50 2014-1-15 下午14:30-17:00 主B-305 张之颖 雷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