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试时间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教学班组成 考场 校区

材料力学B
土木(建工)1821,土木(建

工)1822
J5 王嘉航 吕静 天平

材料力学B
土木(建工)1823,土木(建

工)1824
J6 钱如洋 李伊群 天平

材料力学B
土木(道桥)1821,土木(道

桥)1822
J7 刘益丰 傅博 天平

工程力学A 给排1821,给排1822 J5 朱园园 葛璐 天平
工程力学A 环工1821,环工1822 J6 刘可卿 石林林 天平

工程力学A 谢小明
建筑与能源1821,建筑与能

源1822
J7 谢小明 袁伟杰 天平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A 劳裕华
土木(建工)1721,土木(建

工)1722
J5 劳裕华 张丁方 天平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A 韦俊
土木(建工)1723,土木(建

工)1724
J6 韦俊 刘艳花 天平

11月6日上午第3-5节9:55-11:55 结构设计原理 蒋嵘、袁鑫
土木(道桥)1722、土木(道

桥)1721
J3 蒋嵘 袁鑫 天平

11月8日 周五晚12-14节18:00-20:00 理论力学B 陈留凤 机械1821,机械1822 J3 陈留凤 阮文筱 天平
10月29日（周二）第7、8节 第二外语(三) 万红梅 日语 C5-304 万红梅 朱珠 石湖
11月1日 周五7-8节随堂 第二外语(三) 张蓉蓉 法语 C4-107 张蓉蓉 蔡隽 石湖

10月31日（周四）第9、10节 第二外语(一) 俞芳 日语 3-303 俞芳 / 天平
11月1日 周五随堂1-2节 第二外语(一) 张蓉蓉 法语 3-305 张蓉蓉 / 天平

10月31日 周四随堂9-10节 第二外语(一) 张蓉蓉 法语 3-305 张蓉蓉 / 天平
11月1日 周五第7、8节 高级日语(三) 范峥 日语1班、日语2班 C5-306 范峥 平松 石湖
11月1日 周五第7、8节 高级日语(一) 顾长江 日语1班、日语2班 C5-208 顾长江 新野雅子 石湖
11月6日 周三12-13节 高级英语A(一) 范丽娟 商务英语1721、翻译1721 C5-304 范丽娟 李一琦 石湖
11月6日 周三12-13节 高级英语A(一) 刘新芳 商务英语1722、英语1721 C5-308 刘新芳 罗欣 石湖

11月1日 周五第1、2节 基础日语(三) 李韬瑾 日语1班、日语2班 天平J5 李韬瑾 马岩 天平

10月30日 周三 第3、4节随堂 基础日语(一) 蒋晓蓉 日语1921 3-205 蒋晓蓉 / 天平

10月30日 周三第3、4节随堂 基础日语(一) 刘凯 日语1922 3-206 刘凯 / 天平

10月31日 周四第1、2节随堂 日语视听说(一) 杨晓嫱 日语1班 C4-404 杨晓嫱 / 石湖

10月31日 周四 第1、2节随堂 日语视听说(一) 顾长江 日语2班 C4-406 顾长江 / 石湖

11月6日 周三晚第12-14节18:00-
20:00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安排

监考老师

10月31日 周四晚12-14节18:00-
20:00

王嘉航

11月8日 周五晚12-14节18:00-20:00
陈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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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周五随堂1-2节 英语(一) 费珺 日语1921,日语1922 3-205 费珺 / 天平

10月31日 周四随堂7-8节 综合商务英语(三) 宋敏桢 商务英语1821 语音4 宋敏桢 / 天平

10月31日 周四随堂7-8节 综合商务英语(三) 宋敏桢 商务英语1822 语音4 宋敏桢 / 天平

10月31日 周四随堂1-2节 综合商务英语(一) 孙芸珏 商务英语1921 语音8 孙芸珏 / 天平

10月31日 周四随堂3-4节 综合商务英语(一) 孙芸珏 商务英语1922 语音8 孙芸珏 / 天平

10月31日 周四随堂7-8节 综合英语(三) 杨颖 翻译1821 语音6 杨颖 / 天平

10月31日 周四随堂3-4节 综合英语(三) 杨颖 英语1821 语音6 杨颖 / 天平

11月4日 周一随堂3-4节 综合英语(一) 丁静 英语1921 语音5 丁静 / 天平

11月4日 周一随堂1-2节 综合英语(一) 丁静 翻译1921 语音5 丁静 / 天平

11月4日 周一下午7-8节13:35-15:35 普通化生 给排1921 3-405 宋瑞峰 聂锦宏 天平

11月4日 周一下午7-8节13:35-15:35 普通化生 给排1922 3-406 蒋伟娜 李倩茹 天平

10月30日 周三 上午 3-4节 自动控制原理 任栋 电气1721,电气1722 J12 任栋 武文斌 天平

11月4日 周一 上午 1-2节 电子电路与数字逻辑
李明安、高
风格、黄建

计算机1821,计算机1822 J15 李明安 张婧 天平

11月5日 周二 下午 7-8节 检测技术及过程控制 郭胜辉 电气1621,电气1622 C5-208 郭胜辉 李泽 石湖

11月6日 周三 上午 3-4节 数据结构 华泽 计算机1821,计算机1822 J14 华泽 刘梦平 天平

程序设计基础 张明亮 通信1921,通信1922 J3 张明亮 张飞 天平

程序设计基础 高恩婷 电气1921,电气1922 J2 高恩婷 沈龙 天平

程序设计基础 张宗杰 电子1921,电子1922 J4 张宗杰 刘建琦 天平

模拟电子技术 电子1821,电子1822 J15 孙晓红 伊绵帅 天平

模拟电子技术 通信1821,通信1822 J5 王娇 夏晓明 天平

模拟电子技术 电气1721,电气1722 J6 杨会玲 姚雪 天平

模拟电子技术 电气1821,电气1822 J8 傅朝阳 许晨 天平

11月8日 周五 下午 7-8节 算法与程序设计基础 陆卫忠 计算机1921,计算机1922 J4 陆卫忠 张桃 天平

数字电子技术 电子1821,电子1822 J2 吴婧 茅佳欢 天平

数字电子技术 通信1821,通信1822 J6 任栋 季亚琪 天平

数字电子技术 王军 电气1821,电气1822 J16 王军 怀璐欣 天平

11月13 周三 上午1-2节
吴婧

王玉红

11月6日 周三 下午 7-8节

11月8号 周五  1-2节

孙晓红

杨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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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程序设计
（ACCESS)

工管1721，工管1722单学
号

微机3 金兰芳 姜冠宏 天平

数据库程序设计
（ACCESS)

造价1721，工管1722双学
号

微机5 唐佳佳 孟莹 天平

数据库程序设计
（ACCESS)

造价1722，造价1723单学
号

微机9 陈红蕾 顾跃庭 天平

数据库程序设计
（ACCESS)

造价1724，造价1723双学
号

微机10 汤丽丽 王琳 天平

11月14日 周四 上午 1-2节 计算机网络原理 丁漪杰 计算机1721,计算机1722 微机10 丁漪杰 李晗 天平

10月29日 周二9:50-11:50 环境基础化学(一) 王俊霞 环工1921、1921 J3 王俊霞
赵佳平
（研）

天平

10月30日 周三7：40-9:40 传热学 姚峰 建筑与能源1721 3－307 姚峰 任毅(研) 天平

11月7日 周四19:00-21:00 给排水管道工程 郭永福 给排1721、1722 J5 郭永福 钱琳(研) 天平

11月8月 周五13：30-15:30 自然地理学 张晓芳 人文与城乡1921、1922 J7 张晓芳 周放 天平

11月11日 周一7：40-9:40 环境分析化学 朱英存 环工1821、1822  J8 朱英存 王俊霞 天平

10月29日 下午1:30-3:30 机械设计 黄莺 机械1721、机械1722 J2 黄莺 徐洪洋 天平

10月23日 上午第1、2节 机电一体化技术与系统 李江澜 机械1621、机械1622 J16 李江澜 王中旺 天平

11月4日 下午13:30-15:30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张元晶 机械1721+机械1722+重修 J17 张元晶 （研） 天平

程瑶 给排1921,给排1922 J1 程瑶 刘梦平

电气1921,电气1922 J4 刘珊珊 王晓青

计算机1921,计算机1922 J13 郭艳慧 黄潇

通信1921,通信1922 J5 程新利 计国彦

电子1921,电子1922 J14 宋娟 缪舒舒

天平
刘珊珊

宋娟

11月13日 周三 下午 7-8节
金兰芳
唐佳佳

11月14日
星期四晚上
18:00-20:00

高等数学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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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建工）1921,土木
（建工）1922

J7 丁金凤 赵淼首

土木（建工）1923,土木
（建工）1924

J8 仇杰 贾敏

建筑与能源1921,建筑与能
源1922

J2 张晓渝 孙盛华

机械1921,机械1922 J15 范增明 王雄

土木（道桥）1921,土木
（道桥）1922

J16 孙文卿 卢博川

杜大刚 应化1921 C4-102 杜大刚 张之光 石湖

物流1921 3-101 赵润 杨勇

物流1922 3-102 陈永强 张迪

营销1921 3-103 张加永 李艳

营销1922 3-104 方宇 张行

造价1921 3-105 李阳 陈红蕾

造价1922 3-106 曹召良 邹优敏

造价1923,造价1924 J9 陈高远 汤丽丽

环工1921 3-107 秦长发 孟笑鹏

环工1922 3-201 施积兵 李江澜

人文与城乡1921 3-202 刘永奇 丁乙欣

人文与城乡1922 3-203 范君柳 高子萱

张妍
财务1921,财务1922,财务

1923
J3 张妍 黄承辰

酒店1921,酒店1922 J6 唐运海 黄文军

工管1921 3-204 陈宝华 李向韬

工管1922 3-205 孟健 乔小燕

天平

宋娟

刘珊珊

孟健

注：《高等数学A、B、C（一）》需统一领卷。
     领卷时间：17:30   领卷地点：天平行政楼214

11月14日
星期四晚上
18:00-20:00

高等数学B(一)

丁金凤

天平

范增明

高等数学C(一)

丁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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