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119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43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细胞生物学-1
7--20周第1-2节

欧阳五庆李新平雷安民
细胞生物学-1
3--4周第1-2节

欧阳五庆李新平雷安民

高级生物信息学-1
11--16周第1-2节
陶士珩马闯

草坪学研究进展-1
12--19周第1-2节
许岳飞

园艺作物生长模型-1
7--12周第1-2节
李建明

园艺作物生长模型-1
3--4周第1-2节
李建明

生物信息学研究进展-1
9--16周第1-2节

马闯

畜禽生态与环境控制-1
12--19周第1-2节
牛竹叶

第3-4节
10:10--12:00

现代蔬菜科学进展（英文
授课）-1

10--16周第3-4节
王晓峰程智慧

现代蔬菜科学进展（英文
授课）-1

8--8周第3-4节
王晓峰程智慧

高级生物信息学-1
11--16周第3-4节
陶士珩马闯

草坪学研究进展-1
12--19周第3-4节
许岳飞

现代蔬菜科学进展（英文
授课）-1

10--17周第3-4节
王晓峰程智慧

园艺作物生长模型-1
7--12周第3-4节
李建明

园艺作物生长模型-1
3--4周第3-4节
李建明

生物信息学研究进展-1
9--16周第3-4节

马闯

畜禽生态与环境控制-1
12--19周第3-4节
牛竹叶

第5-6节
14:00--15:50

水产动物营养饲料学-1
12--19周第5-6节

吉红

细胞生物学研究进展-1
17--17周第5-6节

王存
细胞生物学研究进展-1
10--16周第5-6节

王存

动物育种原理与方法-1
16--19周第5-6节
刘小林张建勤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专题-1
10--11周第5-6节

姚军虎曹阳春杨小军
微生物遗传学-1
12--15周第5-6节

专业文献研读-1
9--16周第5-6节
陈少林

微生物学研究进展-1
8--15周第5-6节

沈锡辉丑敏霞陈红英方浩
韦革宏

第7-8节
16:00--17:50

水产动物营养饲料学-1
12--19周第7-8节

吉红

细胞生物学研究进展-1
17--17周第7-8节

王存
细胞生物学研究进展-1
10--16周第7-8节

王存

动物育种原理与方法-1
16--19周第7-8节
刘小林张建勤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专题-1
10--11周第7-8节

姚军虎曹阳春杨小军
微生物遗传学-1
12--15周第7-8节

微生物学研究进展-1
8--15周第7-8节

沈锡辉丑敏霞陈红英方浩
韦革宏

第9-10节
19:30--21:20

高级生物化学-1
3--3周第9-10节

陈鹏
高级生物化学-1
6--6周第9-10节

陈鹏
高级生物化学-1
7--12周第9-10节

高级生物化学-1
4--4周第9-10节

陈鹏
高级生物化学-1
3--3周第9-10节

陈鹏
高级生物化学-1
7--12周第9-10节

高级生物化学-1
4--4周第9-10节

陈鹏
高级生物化学-1
3--3周第9-10节

陈鹏
高级生物化学-1
6--11周第9-10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209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8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文献检索-1
6--9周第1-2节
钟云志

植物病毒学-1
4--4周第1-2节
吴云锋

免疫组织化学-1
11--15周第1-2节
赵慧英徐永平穆杨

免疫组织化学-1
11--14周第1-2节
赵慧英徐永平穆杨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专题-1
10--11周第1-2节

姚军虎曹阳春杨小军

高级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1
3--4周第1-2节
胡晓辉

高级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1
6--7周第1-2节
胡晓辉

园艺植物育种与良种繁育
学-1

5--12周第1-2节
巩振辉陈儒钢杜羽李大伟

第3-4节
10:10--12:00

博士英语写作-6
11--18周第3-4节

E

植物病毒学-1
6--9周第3-4节
吴云锋

植物病毒学-1
4--4周第3-4节
吴云锋

博士英语写作-7
11--18周第3-4节

E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专题-1
10--11周第3-4节

姚军虎曹阳春杨小军

果树生理生态学-1
8--15周第3-4节
李明军

高级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1
3--4周第3-4节
胡晓辉

高级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

园艺植物育种与良种繁育
学-1

5--12周第3-4节
巩振辉陈儒钢杜羽李大伟

第5-6节
14:00--15:50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与研究-1
3--4周第5-6节
董亮

博士英语写作-5
11--18周第5-6节

E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与研究-

博士英语写作-11
11--18周第5-6节

E

高级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1
8--8周第5-6节
胡晓辉

草业推广理论与实践-1
12--19周第5-6节
何树斌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专题-1

植物病毒学-1
6--10周第5-6节
吴云锋

博士英语写作-12
11--18周第5-6节

E

果树种质资源学-1
4--4周第5-6节
徐凌飞

果树种质资源学-1
6--12周第5-6节
徐凌飞

第7-8节
16:00--17:50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与研究-1
3--4周第7-8节
董亮

博士英语写作-10
11--18周第7-8节

E

高级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1
8--8周第7-8节
胡晓辉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专题-1
10--11周第7-8节

姚军虎曹阳春杨小军
草业推广理论与实践-1

果树种质资源学-1
4--4周第7-8节
徐凌飞

果树种质资源学-1
6--12周第7-8节
徐凌飞

第9-10节
19:30--21:20

免疫学原理与技术-1
7--12周第9-10节

陈德坤穆杨周恩民肖书奇

免疫学原理与技术-1
7--12周第9-10节

陈德坤穆杨周恩民肖书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211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96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博士英语写作-2
6--10周第1-2节

E
硕士英语写作-13
11--18周第1-2节

Ka
博士英语写作-2
2--4周第1-2节

硕士英语写作-1
2--4周第1-2节

E
硕士英语写作-1
6--10周第1-2节

E
硕士英语写作-18
11--18周第1-2节

博士英语写作-8
2--4周第1-2节

E
博士英语写作-8
6--10周第1-2节

E

硕士英语写作-2
6--10周第1-2节

E
硕士英语写作-2
2--4周第1-2节

E

高级草地生态学-1
12--19周第1-2节

陈俊
分子植物病毒学-1
8--11周第1-2节
孙丽英

动物疾病案例分析-1
14--17周第1-2节

王妍

第3-4节
10:10--12:00

动物卫生与兽医法规-1
7--16周第3-4节
张彦明杨增岐

动物卫生与兽医法规-1
7--16周第3-4节
张彦明杨增岐

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1
6--13周第3-4节
张彦明郭抗抗

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1
6--13周第3-4节
张彦明郭抗抗

高级草地生态学-1
12--19周第3-4节

陈俊
分子植物病毒学-1
8--11周第3-4节
孙丽英

动物疾病案例分析-1
14--17周第3-4节

王妍

神经解剖学-1
10--17周第3-4节

徐永平赵慧英陈树林

第5-6节
14:00--15:50

博士英语写作-1
2--4周第5-6节

E
园林植物生物技术专题-1
12--16周第5-6节
李厚华

博士英语写作-1
6--10周第5-6节

博士英语写作-3
6--10周第5-6节

E
博士英语写作-3
2--4周第5-6节

E

博士英语写作-4
2--4周第5-6节

E
博士英语写作-4
6--10周第5-6节

E

硕士英语写作-3
6--10周第5-6节

E
硕士英语写作-12
11--18周第5-6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3
2--4周第5-6节

兽医生物制品研发理论与
实践-2

8--15周第5-6节
陈德坤

动物疾病案例分析-1
14--17周第5-6节

王妍

第7-8节
16:00--17:50

园林植物生物技术专题-1
12--16周第7-8节
李厚华

动物神经科学-1
9--16周第7-8节

陈树林赵善廷赵慧英徐永
平李贤

硕士英语写作-15
11--18周第7-8节

Ka

兽医生物制品研发理论与
实践-2

8--15周第7-8节
陈德坤

动物疾病案例分析-1
14--17周第7-8节

王妍

第9-10节
19:30--21:20

发育生物学-1
6--13周第9-10节
权富生高明清

动物神经科学-1
9--16周第9-10节

陈树林赵善廷赵慧英徐永
平李贤

发育生物学-1
6--13周第9-10节
权富生高明清

神经解剖学-1
10--17周第9-10节
徐永平赵慧英陈树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212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8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博士英语-1
6--18周第1-2节
李希承
博士英语-1
2--4周第1-2节
李希承

科研方法论-1
6--8周第1-2节
霍学喜

科研方法论-1
10--14周第1-2节
霍学喜

博士英语-2
2--4周第1-2节
李希承
博士英语-2
6--18周第1-2节
李希承

博士英语-3
6--18周第1-2节
李希承
博士英语-3
2--4周第1-2节
李希承

高级昆虫生理与生化-1
11--18周第1-2节
吕志强

高级茶叶生物化学-1
9--16周第1-2节
周天山

第3-4节
10:10--12:00

硕士英语写作-14
11--18周第3-4节

Ka

博士英语-5
6--18周第3-4节
李希承
博士英语-5
2--4周第3-4节
李希承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0
4--4周第3-4节
殷延军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0
6--15周第3-4节
殷延军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0
2--2周第3-4节

高级昆虫生理与生化-1
11--18周第3-4节
吕志强

高级茶叶生物化学-1
9--16周第3-4节
周天山

第5-6节
14:00--15:50

区域经济学（II）-1
10--18周第5-6节
李世平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1
6--11周第5-6节
郭风平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1
3--4周第5-6节
郭风平

区域经济学（II）-1
12--18周第5-6节
李世平

金融机构与市场-1
11--18周第5-6节
张永辉

第7-8节
16:00--17:50

博士英语-4
2--4周第7-8节
李希承
博士英语-4
6--18周第7-8节
李希承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1
6--11周第7-8节
郭风平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1
3--4周第7-8节
郭风平

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前沿-1
10--16周第7-8节

姚顺波孔荣余劲姜志德
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前沿-1

8--8周第7-8节
姚顺波孔荣余劲姜志德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219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43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动物生物技术专题-1
12--19周第1-2节

杨公社姜雨孙秀柱吴江维

第3-4节
10:10--12:00

动物生物技术专题-1
12--19周第3-4节

杨公社姜雨孙秀柱吴江维

第5-6节
14:00--15:50

动物胚胎工程技术-1
12--19周第5-6节
李青旺

动物生理调控专题-1
12--19周第5-6节
李青旺

第7-8节
16:00--17:50

动物胚胎工程技术-1
12--19周第7-8节
李青旺

动物生理调控专题-1
12--19周第7-8节
李青旺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301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43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6
6--11周第1-2节
王乔春

动物育种原理与方法-1
16--19周第1-2节
刘小林张建勤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6
6--10周第1-2节
王乔春

现代生物技术与昆虫学研
究进展-1

农业生态学-1
6--12周第1-2节
赵惠燕

渔业政策与管理-1
12--19周第1-2节

吉红

设施园艺工程技术-1
10--17周第1-2节

李建明张勇张智胡晓辉杨
振超孙先鹏

装饰材料与创作☆-1
8--9周第1-2节
张顺

艺术原理-1
13--15周第1-2节
丁砚强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6
6--10周第1-2节
王乔春

蔬菜生理生态学-1
8--15周第1-2节
程智慧

现代蔬菜科学进展-1
8--15周第1-2节
程智慧王晓峰

第3-4节
10:10--12:00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5
6--11周第3-4节
王乔春

动物育种原理与方法-1
16--19周第3-4节
刘小林张建勤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5
6--10周第3-4节
王乔春

现代生物技术与昆虫学研
究进展-1

农业生态学-1
6--12周第3-4节
赵惠燕

渔业政策与管理-1
12--19周第3-4节

吉红

装饰材料与创作☆-1
8--9周第3-4节
张顺

设施园艺工程技术-1
10--17周第3-4节

李建明张勇张智胡晓辉杨
振超孙先鹏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5
6--10周第3-4节
王乔春
艺术原理-1

13--15周第3-4节
丁砚强

蔬菜生理生态学-1
8--15周第3-4节
程智慧

现代蔬菜科学进展-1
8--15周第3-4节
程智慧王晓峰

第5-6节
14:00--15:50

市场营销学-1
4--4周第5-6节
时春喜

市场营销学-1
6--11周第5-6节
时春喜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专题-1
10--11周第5-6节

姚军虎曹阳春杨小军

作物遗传育种专题-1
11--18周第5-6节
奚亚军

现代温室建筑设计原理与
工程工艺-1

14--18周第5-6节
张勇蒋程瑶

高级蔬菜育种学-1
3--4周第5-6节

巩振辉陈儒钢杜羽李大伟
高级蔬菜育种学-1
6--11周第5-6节

巩振辉陈儒钢杜羽李大伟

园艺植物生理与栽培学-1
10--17周第5-6节
程智慧宫海军

第7-8节
16:00--17:50

市场营销学-1
4--4周第7-8节
时春喜

市场营销学-1
6--11周第7-8节
时春喜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专题-1
10--11周第7-8节

姚军虎曹阳春杨小军

应用数理统计-1
4--4周第7-8节
徐钊

应用数理统计-1
6--12周第7-8节

徐钊

现代温室建筑设计原理与
工程工艺-1

14--18周第7-8节
张勇蒋程瑶
应用数理统计-1
6--12周第7-8节

徐钊
应用数理统计-1

现代园艺植物科学进展-1
6--13周第7-8节
王跃进

高级蔬菜育种学-1
6--11周第7-8节

巩振辉陈儒钢杜羽李大伟
高级蔬菜育种学-1
3--4周第7-8节

巩振辉陈儒钢杜羽李大伟

园艺植物生理与栽培学-1
10--17周第7-8节
程智慧宫海军

第9-10节
19:30--21:20

现代生物技术-1
8--13周第9-10节
王跃进

现代生物技术-1
8--13周第9-10节
王跃进

现代果树科学进展-1
8--15周第9-10节
马锋旺

现代果树科学进展-1
8--15周第9-10节
马锋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308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8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博士英语-6
3--4周第1-2节
高莉

博士英语-6
6--11周第1-2节

高莉

饲草加工与贮藏案例分析-1
16--19周第1-2节
杨云贵

博士英语-10
3--4周第1-2节
高莉

博士英语-10
6--11周第1-2节

高莉
全球变化生态学-1
13--16周第1-2节

园林植物应用与设计-1
6--12周第1-2节

弓弼
园林植物应用与设计-1
3--3周第1-2节
弓弼

博士英语-6
3--4周第1-2节
高莉

博士英语-6
6--11周第1-2节

高莉

资源环境生物学seminar-1
9--16周第1-2节
和文祥

资源环境生物学进展-1
9--16周第1-2节
和文祥

第3-4节
10:10--12:00

博士英语-9
6--11周第3-4节

高莉
博士英语-9
3--4周第3-4节
高莉

饲草加工与贮藏案例分析-1
16--19周第3-4节
杨云贵

废水处理与利用-1
3--4周第3-4节
呼世斌

废水处理与利用-1

博士英语-9
6--11周第3-4节

高莉
博士英语-9
3--4周第3-4节
高莉

全球变化生态学-1
13--16周第3-4节

园林植物应用与设计-1
6--12周第3-4节

弓弼
园林植物应用与设计-1
3--3周第3-4节
弓弼

博士英语-10
6--11周第3-4节

高莉
博士英语-10
3--4周第3-4节
高莉

资源环境生物学seminar-1
9--16周第3-4节
和文祥

资源环境生物学进展-1
9--16周第3-4节
和文祥

第5-6节
14:00--15:50

饲草加工与贮藏案例分析-1
16--19周第5-6节
杨云贵

资源环境调查技术-1
6--11周第5-6节
齐雁冰

资源环境调查技术-1

微生物生理学-1
6--9周第5-6节
韦小敏

土壤科学进展-1
10--17周第5-6节
王旭东

环境污染化学-2
6--11周第5-6节
李荣华

环境污染化学-2
3--4周第5-6节
李荣华

高级细胞生物学-1
6--10周第5-6节
陈坤明

微生物学研究法-1
6--8周第5-6节
韦小敏

遥感分析原理与方法-1
4--4周第5-6节
常庆瑞

土地资源及其评价-1
3--4周第5-6节
齐雁冰

土地资源及其评价-1
6--15周第5-6节
齐雁冰

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前沿-1
6--13周第5-6节
吕家珑

第7-8节
16:00--17:50

资源环境调查技术-1
3--4周第7-8节
齐雁冰

资源环境调查技术-1
6--11周第7-8节
齐雁冰

饲草加工与贮藏案例分析-1

微生物生理学-1
6--9周第7-8节
韦小敏

土壤科学进展-1
10--17周第7-8节
王旭东

环境污染化学-2
6--11周第7-8节
李荣华

环境污染化学-2
3--4周第7-8节
李荣华

遥感分析原理与方法-1
4--4周第7-8节
常庆瑞

微生物学研究法-1
6--8周第7-8节
韦小敏

土地资源及其评价-1
6--15周第7-8节
齐雁冰

土地资源及其评价-1
3--4周第7-8节
齐雁冰

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前沿-1
6--13周第7-8节
吕家珑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309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8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
2--4周第1-2节
屠明忠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
6--14周第1-2节
屠明忠

博士英语-7
7--14周第1-2节
董会庆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
2--4周第1-2节
屠明忠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
6--14周第1-2节
屠明忠

博士英语-7
7--14周第1-2节
董会庆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3
2--4周第1-2节
屠明忠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3
6--14周第1-2节
屠明忠

园艺学进展-1
3--4周第1-2节
李玉红徐炎何玲
园艺学进展-1
6--11周第1-2节
李玉红徐炎何玲

动物疫病学-1
11--18周第1-2节
杨增岐于三科

第3-4节
10:10--12:00

动物生殖内分泌学-1
12--19周第3-4节

林鹏飞武浩靳亚平刘伟

博士英语-8
7--14周第3-4节
董会庆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3
2--4周第3-4节
屠明忠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3
6--14周第3-4节
屠明忠

动物细胞培养-1
15--18周第3-4节
马保华赵晓娥魏强
博士英语-8
7--14周第3-4节
董会庆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8
2--4周第3-4节
屠明忠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8
6--14周第3-4节
屠明忠

园艺学进展-1
6--11周第3-4节
李玉红徐炎何玲
园艺学进展-1
3--4周第3-4节
李玉红徐炎何玲

动物疫病学-1
11--18周第3-4节
杨增岐于三科

第5-6节
14:00--15:50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1
6--13周第5-6节
陈德坤穆杨

高级细胞生物学-1
15--18周第5-6节
陈坤明

高级细胞生物学-1
6--10周第5-6节
陈坤明

高级细胞生物学-1
2--4周第5-6节

兽医生物技术-1
11--18周第5-6节
马保华

宠物疾病诊疗技术-1
7--14周第5-6节
马新武

高级细胞生物学-1
2--4周第5-6节
陈坤明

动物疾病病理学-1
12--19周第5-6节
杨鸣琦

细胞信号转导与调控-1
6--9周第5-6节
刘伟

第7-8节
16:00--17:50

动物生殖内分泌学-1
12--19周第7-8节

林鹏飞武浩靳亚平刘伟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8
6--14周第7-8节
屠明忠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8
2--4周第7-8节
屠明忠

高级细胞生物学-1
15--18周第7-8节

兽医生物技术-1
11--18周第7-8节
马保华

动物细胞培养-1
15--18周第7-8节
马保华赵晓娥魏强
宠物疾病诊疗技术-1
7--14周第7-8节
马新武

动物疾病病理学-1
12--19周第7-8节
杨鸣琦

细胞信号转导与调控-1
6--9周第7-8节
刘伟

第9-10节
19:30--21:20

兽药制剂-1
11--18周第9-10节

李引乾

兽药制剂-1
11--18周第9-10节

李引乾

兽医药理实验方法学-1
11--18周第9-10节
李引乾张小莺刘晓强

兽医药理实验方法学-1
11--18周第9-10节
李引乾张小莺刘晓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310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84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
6--14周第1-2节
屠明忠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
2--4周第1-2节
屠明忠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
2--4周第1-2节
屠明忠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
6--14周第1-2节
屠明忠

人工草地管理与利用-1
3--4周第1-2节
龙明秀

人工草地管理与利用-1
6--11周第1-2节
龙明秀

养殖业发展规划设计及可
研报告编制-1

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管理-1
6--17周第1-2节
杨祖山

动物生殖生理学-1
12--19周第1-2节

胡建宏江中良孙秀柱

第3-4节
10:10--12:00

博士英语-11
2--4周第3-4节
孙景欣

博士英语-11
6--18周第3-4节
孙景欣

农业科技论文写作-1
6--7周第3-4节
刘杨

博士英语-12
2--4周第3-4节
孙景欣

博士英语-12
6--18周第3-4节
孙景欣

人工草地管理与利用-1
3--4周第3-4节
龙明秀

人工草地管理与利用-1
6--11周第3-4节
龙明秀

养殖业发展规划设计及可
研报告编制-1

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管理-1
6--17周第3-4节
杨祖山

动物生殖生理学-1
12--19周第3-4节

胡建宏江中良孙秀柱

第5-6节
14:00--15:50

风景园林科学进展讨论-1
8--11周第5-6节
张延龙

农业科技论文写作-1
6--7周第5-6节
刘杨

水生动物营养研究进展-1
12--19周第5-6节

牧草种质资源学-1
12--19周第5-6节
何学青

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1
18--19周第5-6节
曾文先

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1
12--14周第5-6节
曾文先

水域环境保护-1
12--19周第5-6节
王在照张国

动物繁殖技术-1
12--19周第5-6节

胡建宏江中良孙秀柱

渔业资源生物学-1
12--19周第5-6节
熊冬梅

养殖水环境监测与调控技
术-1

6--11周第5-6节
刘海侠于海波

养殖水环境监测与调控技

第7-8节
16:00--17:50

风景园林科学进展讨论-1
8--11周第7-8节
张延龙

水生动物营养研究进展-1
12--19周第7-8节
吉红周继术

牧草种质资源学-1
12--19周第7-8节
何学青

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1
18--19周第7-8节
曾文先

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1
12--14周第7-8节
曾文先

兽医病原学-1
6--11周第7-8节

于三科许信刚王爱华张德
礼林青赵光辉
兽医病原学-1
3--4周第7-8节

于三科许信刚王爱华张德
礼林青赵光辉

水域环境保护-1
12--19周第7-8节
王在照张国

动物繁殖技术-1
12--19周第7-8节

胡建宏江中良孙秀柱

渔业资源生物学-1
12--19周第7-8节
熊冬梅

养殖水环境监测与调控技
术-1

6--11周第7-8节
刘海侠于海波

养殖水环境监测与调控技

第9-10节
19:30--21:20

农业科技论文写作-1
6--7周第9-10节

刘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311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96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昆虫病毒学-1
8--15周第1-2节
李朝飞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4
2--4周第1-2节
王笑卿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4
6--14周第1-2节
王笑卿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5
2--4周第1-2节
王笑卿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5
6--14周第1-2节
王笑卿

分子植物病毒学-1
3--3周第1-2节
孙丽英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5
4--4周第1-2节
王笑卿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5
2--2周第1-2节

高级植物病理学-1
9--16周第1-2节
康振生

植物病原物分子生物学-1
9--16周第1-2节
康振生

第3-4节
10:10--12:00

昆虫病毒学-1
8--15周第3-4节
李朝飞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6
2--4周第3-4节
王笑卿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6
6--14周第3-4节
王笑卿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6
2--4周第3-4节
王笑卿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6
6--14周第3-4节
王笑卿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4
6--15周第3-4节
王笑卿

分子植物病毒学-1
3--3周第3-4节
孙丽英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4
4--4周第3-4节

高级植物病理学-1
9--16周第3-4节
康振生

植物病原物分子生物学-1
9--16周第3-4节
康振生

第5-6节
14:00--15:50

植物生物技术概论-1
6--11周第5-6节
韩德俊

博士英语写作-9
11--18周第5-6节

E

农业生态学-1
6--6周第5-6节
赵惠燕

资源昆虫学-1
11--15周第5-6节

王敦

市场营销学-1
6--6周第5-6节
时春喜

第7-8节
16:00--17:50

植物生物技术概论-1
6--11周第7-8节
韩德俊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7
8--15周第7-8节
靖湘峰

农业生态学-1
6--6周第7-8节
赵惠燕

资源昆虫学-1
11--15周第7-8节

王敦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7
8--15周第7-8节
靖湘峰

市场营销学-1
6--6周第7-8节
时春喜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312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8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建筑艺术及设计☆-1
10--11周第1-2节

娄钢
全球变化生态学-1
13--16周第1-2节
顾江新

环境污染化学-1
6--12周第1-2节
黄懿梅

环境污染化学-1
4--4周第1-2节
黄懿梅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9
2--2周第1-2节
殷延军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9
4--4周第1-2节
殷延军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9
6--15周第1-2节

遥感分析原理与方法-1
6--16周第1-2节
常庆瑞

固体废物处置与利用-1
8--15周第1-2节
张增强

环境微生物学-1
10--13周第1-2节
卫亚红

环境监测与评价-1
6--15周第1-2节
梁东丽

第3-4节
10:10--12:00

全球变化生态学-1
13--16周第3-4节
顾江新

建筑艺术及设计☆-1
10--11周第3-4节

娄钢

农业资源与环境技术概论-1
3--4周第3-4节
周建斌

农业资源与环境技术概论-1
6--11周第3-4节
周建斌

遥感分析原理与方法-1
6--16周第3-4节
常庆瑞

固体废物处置与利用-1
8--15周第3-4节
张增强

环境微生物学-1
10--13周第3-4节
卫亚红

环境监测与评价-1
6--15周第3-4节
梁东丽

第5-6节
14:00--15:50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9
2--4周第5-6节
殷延军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9
6--14周第5-6节
殷延军

土壤污染阻控技术-1
6--11周第5-6节
孟昭福

土壤污染阻控技术-1
3--4周第5-6节
孟昭福

西方翻译理论-1
4--4周第5-6节
田志强

西方翻译理论-1
6--12周第5-6节
田志强

工程数学-1
3--4周第5-6节
刘迎洲
工程数学-1
6--11周第5-6节
刘迎洲

污染生态学-1
13--16周第5-6节
顾江新

建筑艺术及设计☆-1
10--11周第5-6节

娄钢

土壤生物化学-1
10--16周第5-6节
和文祥

土壤生物化学-1
18--18周第5-6节
和文祥

农业科技论文写作-1
6--7周第5-6节
刘杨

环境微生物学-1
10--13周第5-6节
卫亚红

第7-8节
16:00--17:50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0
6--14周第7-8节
殷延军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0
2--4周第7-8节
殷延军

土壤污染阻控技术-1
3--4周第7-8节
孟昭福

土壤污染阻控技术-1
6--11周第7-8节
孟昭福

西方翻译理论-1
6--12周第7-8节
田志强

西方翻译理论-1
4--4周第7-8节
田志强

工程数学-1
6--11周第7-8节
刘迎洲
工程数学-1
3--4周第7-8节
刘迎洲

污染生态学-1
13--16周第7-8节
顾江新

建筑艺术及设计☆-1
10--11周第7-8节

娄钢

土壤生物化学-1
18--18周第7-8节
和文祥

土壤生物化学-1
10--16周第7-8节
和文祥

环境微生物学-1
10--13周第7-8节
卫亚红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319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43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草地生态学专题-1
14--17周第1-2节
程积民金晶炜李伟

第3-4节
10:10--12:00

草地生态学专题-1
14--17周第3-4节
程积民金晶炜李伟

第5-6节
14:00--15:50

第7-8节
16:00--17:50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402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6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农业经济学（III）-1
4--4周第1-2节
王征兵

农业经济学（III）-1
6--10周第1-2节
王征兵

新农药创制原理与方法-1
6--13周第1-2节

吴华

应用化学研究进展-1
3--3周第1-2节
马希汉

应用化学研究进展-1
6--11周第1-2节
马希汉

现代设施园艺工程科学进
展-1

6--13周第1-2节
邹志荣

第3-4节
10:10--12:00

农业经济学（III）-1
4--4周第3-4节
王征兵

农业经济学（III）-1
6--10周第3-4节
王征兵

生态学原理-1
3--4周第3-4节
党坤良

生态学原理-1
6--11周第3-4节
党坤良

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前沿-1
10--16周第3-4节

姚顺波孔荣余劲姜志德
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前沿-1

8--8周第3-4节
姚顺波孔荣余劲姜志德

新农药创制原理与方法-1
6--13周第3-4节

吴华

应用化学研究进展-1
3--3周第3-4节
马希汉

应用化学研究进展-1
6--11周第3-4节
马希汉

现代设施园艺工程科学进
展-1

6--13周第3-4节
邹志荣

第5-6节
14:00--15:50

植物显微技术-1
4--4周第5-6节
苗芳

植物显微技术-1
6--6周第5-6节
苗芳

生态学原理-1
6--11周第5-6节
党坤良

生态学原理-1
3--4周第5-6节
党坤良

硕士英语写作-16
11--18周第5-6节

Ka

第7-8节
16:00--17:50

植物显微技术-1
4--4周第7-8节
苗芳

农业经济学（III）-1
11--11周第7-8节
王征兵

硕士英语写作-17
11--18周第7-8节

Ka
农业经济学（III）-1
8--8周第7-8节
王征兵

第9-10节
19:30--21:20

农业经济学（III）-1
8--8周第9-10节
王征兵

农业经济学（III）-1
8--8周第9-10节
王征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403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6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硕士英语写作-6
2--4周第1-2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6
6--10周第1-2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4
2--4周第1-2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4
6--10周第1-2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9
6--10周第1-2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9
2--4周第1-2节

Ka

兽医生物制品研发理论与
实践-1

8--15周第1-2节
陈德坤穆杨肖书奇

植物营养研究进展-1
6--13周第1-2节
田霄鸿

第3-4节
10:10--12:00

硕士英语写作-7
2--4周第3-4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7
6--10周第3-4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5
2--4周第3-4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5
6--10周第3-4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8
6--10周第3-4节

Ka
硕士英语写作-8
2--4周第3-4节

Ka

兽医生物制品研发理论与
实践-1

8--15周第3-4节
陈德坤穆杨肖书奇

植物营养研究进展-1
6--13周第3-4节
田霄鸿

第5-6节
14:00--15:50

废水处理与利用-1
6--11周第5-6节
呼世斌
中药化学-3

14--17周第5-6节
段琦梅

废水处理与利用-1
3--4周第5-6节

土壤发生与分类学-1
3--4周第5-6节
李新平

土壤发生与分类学-1
6--11周第5-6节
李新平

中药化学-3
14--17周第5-6节
段琦梅

应用化学研究进展-1
12--12周第5-6节
马希汉

硕士英语写作-10
6--10周第5-6节

Ka
中药化学-3

14--17周第5-6节
段琦梅

硕士英语写作-10
2--4周第5-6节

环境生物工程-1
6--6周第5-6节
曲东

环境生物工程-1
8--13周第5-6节

曲东
环境生物工程-1
3--4周第5-6节

现代地图学-1
3--4周第5-6节
刘梦云

现代地图学-1
6--13周第5-6节
刘梦云

现代地图学-1
15--16周第5-6节

第7-8节
16:00--17:50

中药化学-3
14--17周第7-8节
段琦梅

土壤发生与分类学-1
3--4周第7-8节
李新平

土壤发生与分类学-1
6--11周第7-8节
李新平

中药化学-3
14--17周第7-8节
段琦梅

应用化学研究进展-1
12--12周第7-8节
马希汉

硕士英语写作-11
6--10周第7-8节

Ka
中药化学-3

14--17周第7-8节
段琦梅

硕士英语写作-11
2--4周第7-8节

环境生物工程-1
3--4周第7-8节
曲东

环境生物工程-1
8--12周第7-8节

曲东

现代地图学-1
3--4周第7-8节
刘梦云

现代地图学-1
15--16周第7-8节
刘梦云

现代地图学-1
18--18周第7-8节

第9-10节
19:30--21:20

生物数学-1
4--4周第9-10节

赵斌
生物数学-1

6--16周第9-10节
赵斌

生物数学-1
4--4周第9-10节

赵斌
生物数学-1

6--16周第9-10节
赵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404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7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葡萄与葡萄酒研究进展-1
8--15周第1-2节

惠竹梅陶永胜刘旭秦义袁
春龙张予林杨继红李甲贵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1
12--14周第1-2节
曾文先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1
18--19周第1-2节
曾文先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1
6--13周第1-2节

华进联王华岩刘伟张翊华
雷安民彭莎魏强张仕强

第3-4节
10:10--12:00

葡萄与葡萄酒研究进展-1
8--15周第3-4节

惠竹梅陶永胜刘旭秦义袁
春龙张予林杨继红李甲贵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7
6--15周第3-4节

任峥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7
3--4周第3-4节
任峥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7
3--4周第3-4节
任峥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7
6--15周第3-4节

任峥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1
12--14周第3-4节
曾文先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1
18--19周第3-4节
曾文先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1
6--13周第3-4节

华进联王华岩刘伟张翊华
雷安民彭莎魏强张仕强

葡萄酒工程学进展-1
9--16周第3-4节
杨继红李华来疆文

第5-6节
14:00--15:50

同位素应用-1
6--15周第5-6节
吕金印

同位素应用-1
4--4周第5-6节
吕金印

同位素应用-1
2--2周第5-6节

园林花卉草坪学-1
8--13周第5-6节
吉文丽

牧草种子生理学-1
12--19周第5-6节
王佺珍

细胞分子遗传学-1
9--17周第5-6节
张改生

第7-8节
16:00--17:50

细胞分子遗传学-1
9--17周第7-8节
张改生

园林花卉草坪学-1
8--13周第7-8节
吉文丽

牧草种子生理学-1
12--19周第7-8节
王佺珍

第9-10节
19:30--21:20

葡萄酒工程学进展-1
9--16周第9-10节
杨继红李华来疆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405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6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作物科学研究进展-1
11--16周第1-2节
廖允成

农业区域发展与规划-1
3--10周第1-2节
杨改河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2
2--4周第1-2节
徐巧维

循环农业原理与技术-1
17--18周第1-2节
冯永忠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2
6--14周第1-2节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1
2--4周第1-2节
徐巧维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1
6--14周第1-2节
徐巧维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3
6--14周第1-2节
徐巧维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3
2--4周第1-2节
徐巧维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2
2--4周第1-2节
徐巧维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2
6--14周第1-2节
徐巧维

农业区域开发的理论与实
践-1

11--18周第1-2节
海江波

精确农业技术-1
3--10周第1-2节

李军

农业生态系统与生态农业
工程-1

11--18周第1-2节
廖允成

作物基因工程与基因组学-1
7--10周第1-2节
胡银岗

第3-4节
10:10--12:00

作物科学研究进展-1
11--16周第3-4节
廖允成

农业区域发展与规划-1
3--10周第3-4节
杨改河

循环农业原理与技术-1
17--18周第3-4节
冯永忠

作物基因工程与基因组学-1
8--11周第3-4节
胡银岗

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1
10--17周第3-4节
李得孝

作物基因工程与基因组学-1
6--9周第3-4节
胡银岗

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1
10--17周第3-4节
李得孝

精确农业技术-1
3--10周第3-4节

李军
农业区域开发的理论与实

践-1
11--18周第3-4节
海江波

农业生态系统与生态农业
工程-1

11--18周第3-4节
廖允成

第5-6节
14:00--15:50

作物基因工程与基因组学-1
8--13周第5-6节
胡银岗

作物遗传育种专题-1
11--18周第5-6节
奚亚军

作物科学研究进展-1
11--16周第5-6节
廖允成

作物遗传育种专题-1
11--18周第5-6节
奚亚军

现代作物生产理论与技术-1
6--9周第5-6节
韩清芳

循环农业原理与技术-1
13--18周第5-6节
冯永忠

作物杂种优势理论与技术-1
9--12周第5-6节
胡胜武

作物杂种优势理论与技术-1
9--12周第5-6节
胡胜武

第7-8节
16:00--17:50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1
2--4周第7-8节
徐巧维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1
6--14周第7-8节
徐巧维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3
6--14周第7-8节
徐巧维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3
2--4周第7-8节
徐巧维

作物科学研究进展-1
11--16周第7-8节
廖允成

现代作物生产理论与技术-1
6--9周第7-8节
韩清芳

循环农业原理与技术-1
13--18周第7-8节
冯永忠

作物杂种优势理论与技术-1
9--12周第7-8节
胡胜武

作物杂种优势理论与技术-1
9--12周第7-8节
胡胜武

第9-10节
19:30--21:20

作物逆境生物学-1
12--18周第9-10节

许盛宝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题-1

7--11周第9-10节
贾志宽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题-1
7--11周第9-10节
贾志宽

作物逆境生物学-1
12--13周第9-10节

许盛宝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题-1
7--11周第9-10节
贾志宽

作物逆境生物学-1
12--18周第9-10节

许盛宝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题-1
7--11周第9-10节
贾志宽

种子生物学-1
11--18周第9-10节

马守才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题-1

7--10周第9-10节
贾志宽

种子生物学-1
11--18周第9-10节

马守才

作物生物信息学及应用-1
9--16周第9-10节
王中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407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6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4
6--16周第1-2节

顾荣

兽医分子微生物学-1
6--13周第1-2节
张彦明许信刚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5
6--16周第1-2节

顾荣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4
3--4周第1-2节
顾荣

兽医分子微生物学-1
6--13周第1-2节
张彦明许信刚

动物病理学专题-1
12--19周第1-2节

童德文黄勇赵晓民常玲玲

第3-4节
10:10--12:00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5
6--16周第3-4节

顾荣

生殖生物学专题-1
10--17周第3-4节
靳亚平张涌马保华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4
6--16周第3-4节

顾荣

生殖生物学专题-1
10--17周第3-4节
靳亚平张涌马保华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5
3--4周第3-4节
顾荣

动物病理学专题-1
12--19周第3-4节

童德文黄勇赵晓民常玲玲

第5-6节
14:00--15:50

动物普通病学-1
12--19周第5-6节
赵宝玉

兽医生物制品-1
10--17周第5-6节
王晶钰齐雪峰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1
6--13周第5-6节
陈德坤穆杨

细胞与分子毒理学专题-1
12--19周第5-6节

赵宝玉李勤凡董强路浩吴
晨晨王建国
园艺产业案例-1
6--11周第5-6节
邹志荣

园艺产业案例-1

兽医学专题-1
11--18周第5-6节

周恩民赵善廷王晶钰南雨
辰肖书奇

第7-8节
16:00--17:50

兽医病原学-1
3--4周第7-8节

于三科许信刚王爱华张德
礼林青赵光辉
兽医病原学-1
6--11周第7-8节

于三科许信刚王爱华张德
礼林青赵光辉

兽医生物制品-1
10--17周第7-8节
王晶钰齐雪峰

动物组织学进展-1
9--12周第7-8节
卿素珠殷玉鹏张琪

细胞与分子毒理学专题-1
12--19周第7-8节

赵宝玉李勤凡董强路浩吴
晨晨王建国
园艺产业案例-1
6--11周第7-8节
邹志荣

园艺产业案例-1

动物组织学进展-1
9--12周第7-8节
卿素珠殷玉鹏张琪

兽医学专题-1
11--18周第7-8节

周恩民赵善廷王晶钰南雨
辰肖书奇

第9-10节
19:30--21:20

动物克隆与转基因技术-1
6--13周第9-10节

雷安民华进联王勇胜刘军
张涌

动物克隆与转基因技术-1
6--13周第9-10节

雷安民华进联王勇胜刘军
张涌

动物生物学专题-1
6--13周第9-10节

张涌赵善廷郭泽坤王华岩
华进联刘军华松郑月茂

动物生物学专题-1
6--13周第9-10节

张涌赵善廷郭泽坤王华岩
华进联刘军华松郑月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409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96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高级水生生物学专题-1
12--19周第1-2节

王在照吉红刘小林王高学
张国

水产动物病害及其诊治技
术-1

3--4周第1-2节
朱斌王高学凌飞
动物细胞遗传学-1
8--19周第1-2节

雷初朝蓝贤勇黄永震
水产动物病害及其诊治技

高级水生生物学及实验技
术-1

12--16周第1-2节
王高学凌飞朱斌
动物安全生产-1
6--11周第1-2节
高玉鹏

动物安全生产-1

牧草逆境生物学-1
18--19周第1-2节

杨培志呼天明席杰军
动物安全生产-1
17--17周第1-2节
高玉鹏

牧草逆境生物学-1
18--19周第1-2节

杨培志呼天明席杰军

第3-4节
10:10--12:00

高级水生生物学专题-1
12--19周第3-4节

王在照吉红刘小林王高学
张国

动物细胞遗传学-1
8--19周第3-4节

雷初朝蓝贤勇黄永震
水产动物病害及其诊治技

术-1
6--7周第3-4节
朱斌王高学凌飞

水产动物病害及其诊治技

高级水生生物学及实验技
术-1

12--16周第3-4节
王高学凌飞朱斌
动物安全生产-1
4--4周第3-4节
高玉鹏

动物安全生产-1

牧草逆境生物学-1
18--19周第3-4节

杨培志呼天明席杰军
动物安全生产-1
17--17周第3-4节
高玉鹏

牧草逆境生物学-1
18--19周第3-4节

杨培志呼天明席杰军

第5-6节
14:00--15:50

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1
7--10周第5-6节
孙小琴杨欣

动物遗传育种进展-1
12--19周第5-6节

陈玉林胡建宏姜雨王小龙

动物学研究进展-1
12--19周第5-6节

昝林森成功李安宁贾存灵

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1
7--10周第5-6节
孙小琴杨欣

动物营养与饲养学-1
12--19周第5-6节
杨小军

草业科学导论-1
16--19周第5-6节
呼天明杨培志

特种动物资源及养殖技术-1
3--4周第5-6节
任战军

特种动物资源及养殖技术-

草业科学导论-1
16--19周第5-6节
呼天明杨培志

第7-8节
16:00--17:50

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1
7--10周第7-8节
孙小琴杨欣

动物遗传育种进展-1
12--19周第7-8节

陈玉林胡建宏姜雨王小龙

动物学研究进展-1
12--19周第7-8节

昝林森成功李安宁贾存灵

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1
7--10周第7-8节
孙小琴杨欣

动物营养与饲养学-1
12--19周第7-8节
杨小军

草业科学导论-1
16--19周第7-8节
呼天明杨培志

特种动物资源及养殖技术-1
3--4周第7-8节
任战军

特种动物资源及养殖技术-

草业科学导论-1
16--19周第7-8节
呼天明杨培志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411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96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土壤物理学-1
8--19周第1-2节
张建国

作物栽培理论与实践-1
11--18周第1-2节
张保军

生态学研究进展-1
12--19周第1-2节
赵惠燕

植物次生代谢-1
3--10周第1-2节
董娟娥

现代农作制度理论与技术-1
6--6周第1-2节
温晓霞

作物栽培理论与实践-1
11--18周第1-2节
张保军

现代生物分离工程（含实
验）-1

6--12周第1-2节
秦宝福

现代生物分离工程（含实
验）-1

4--4周第1-2节
秦宝福

植物逆境分子生物学-1
9--16周第1-2节
慕自新

第3-4节
10:10--12:00

土壤物理学-1
8--19周第3-4节
张建国

生态学研究进展-1
12--19周第3-4节
赵惠燕

植物次生代谢-1
3--10周第3-4节
董娟娥

现代生物分离工程（含实
验）-1

6--12周第3-4节
秦宝福

现代生物分离工程（含实
验）-1

4--4周第3-4节
秦宝福

植物逆境分子生物学-1
9--16周第3-4节
慕自新

第5-6节
14:00--15:50

微生物遗传学-1
12--15周第5-6节

丑敏霞张磊卫亚红李哲斐

分子生物学-1
11--15周第5-6节
张林生

工业微生物育种学-1
13--16周第5-6节
贾志华

微生物生理学-1
6--8周第5-6节
贾良辉

微生物生理学-1
3--3周第5-6节
贾良辉

微生物生理学-1
6--8周第5-6节
贾良辉

微生物生理学-1
3--3周第5-6节
贾良辉

第7-8节
16:00--17:50

分子生物学-1
11--16周第7-8节
张林生

现代农作制度理论与技术-1
6--10周第7-8节
温晓霞

微生物遗传学-1
12--15周第7-8节

丑敏霞张磊卫亚红李哲斐

现代园艺植物科学进展-1
6--13周第7-8节
王跃进

工业微生物育种学-1
13--16周第7-8节
贾志华

分子生物学-1
11--15周第7-8节
张林生

微生物生理学-1
6--8周第7-8节
贾良辉

微生物生理学-1
3--3周第7-8节
贾良辉

微生物生理学-1
6--8周第7-8节
贾良辉

微生物生理学-1
3--3周第7-8节
贾良辉

第9-10节
19:30--21:20

种子生产理论与技术-1
11--18周第9-10节

马守才

种子生产理论与技术-1
11--18周第9-10节

马守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02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8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外语教学研究统计方法-1
6--12周第1-2节

王波
外语教学研究统计方法-1

4--4周第1-2节
王波

英语（风景园林）-1
6--17周第1-2节
殷延军

语料库与翻译-1
6--11周第1-2节
邹宇锋

语料库与翻译-1
3--4周第1-2节
邹宇锋

心理语言学-1
11--18周第1-2节
王晶晶

应用语言学-1
3--10周第1-2节
李丽霞

第3-4节
10:10--12:00

外语教学研究统计方法-1
6--12周第3-4节

王波
外语教学研究统计方法-1

4--4周第3-4节
王波

英语（风景园林）-1
6--17周第3-4节
殷延军

语料库与翻译-1
6--11周第3-4节
邹宇锋

语料库与翻译-1
3--4周第3-4节
邹宇锋

心理语言学-1
11--18周第3-4节
王晶晶

应用语言学-1
3--10周第3-4节
李丽霞

第5-6节
14:00--15:50

译学原典选读-1
19--19周第5-6节

张凌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1
10--14周第5-6节
宋岳礼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1
6--8周第5-6节
宋岳礼

第7-8节
16:00--17:50

英语语言测试学-1
6--12周第7-8节
郑艾萍

英语语言测试学-1
4--4周第7-8节
郑艾萍

译学原典选读-1
4--4周第7-8节
张凌

译学原典选读-1
6--19周第7-8节

张凌

英语语言测试学-1
6--11周第7-8节
郑艾萍

英语语言测试学-1
3--4周第7-8节
郑艾萍

第9-10节
19:30--21:20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1
10--14周第9-10节

宋岳礼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1
6--8周第9-10节
宋岳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03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15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养分资源综合管理-1
7--14周第1-2节
翟丙年

微生物资源与生态-1
6--11周第1-2节
来航线

环境污染化学-1
6--12周第1-2节
黄懿梅

环境污染化学-1
4--4周第1-2节
黄懿梅

农业资源利用概论（含案
例分析）-1
6--15周第1-2节
陈竹君

农业资源利用概论（含案
例分析）-1
3--4周第1-2节
陈竹君

第3-4节
10:10--12:00

养分资源综合管理-1
7--14周第3-4节
翟丙年

微生物资源与生态-1
6--11周第3-4节
来航线

农业资源利用概论（含案
例分析）-1
6--15周第3-4节
陈竹君

农业资源利用概论（含案
例分析）-1
3--4周第3-4节
陈竹君

第5-6节
14:00--15:50

土壤化学-1
4--4周第5-6节
王旭东
土壤化学-1
6--16周第5-6节
王旭东

污染生态学-1
13--16周第5-6节
顾江新

农业资源与环境技术概论-1
6--12周第5-6节
周建斌

农业资源与环境技术概论-

高级植物营养学-1
10--17周第5-6节
王林权

环境科学与工程进展-1
6--13周第5-6节

李志

第7-8节
16:00--17:50

土壤化学-1
6--16周第7-8节
王旭东
土壤化学-1
4--4周第7-8节
王旭东

现代种业概论-1
10--17周第7-8节
闵东红

污染生态学-1
13--16周第7-8节
顾江新

高级植物营养学-1
10--17周第7-8节
王林权

环境科学与工程进展-1
6--13周第7-8节

李志

现代种业概论-1
10--17周第7-8节
闵东红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04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7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清洁生产理论与实践-1
8--15周第1-2节
张增强

土壤物理及研究方法-1
4--4周第1-2节
陈竹君

土壤物理及研究方法-1
6--10周第1-2节
陈竹君

作物基因工程与基因组学-1
6--9周第1-2节
胡银岗

森林水文学-1
11--18周第1-2节
刘增文

现代作物生产理论与技术-1
6--9周第1-2节
韩清芳

茶叶加工理论-1
9--14周第1-2节
余有本

第3-4节
10:10--12:00

清洁生产理论与实践-1
8--15周第3-4节
张增强

土壤物理及研究方法-1
4--4周第3-4节
陈竹君

土壤物理及研究方法-1
6--10周第3-4节
陈竹君

生物防治工程技术-1
11--17周第3-4节

森林水文学-1
11--18周第3-4节
刘增文

生物防治工程技术-1
11--16周第3-4节
李光录

现代作物生产理论与技术-1
6--9周第3-4节
韩清芳

茶叶加工理论-1
9--14周第3-4节
余有本

第5-6节
14:00--15:50

土壤侵蚀预报原理与技术-1
4--4周第5-6节
郑粉莉

土壤侵蚀预报原理与技术-1
6--8周第5-6节
郑粉莉

流域水文学-1
6--11周第5-6节

王健
流域水文学-1
3--4周第5-6节
王健

土壤物理及研究方法-1
11--12周第5-6节
陈竹君

土壤侵蚀预报原理与技术-1
3--4周第5-6节
郑粉莉

流域管理学-1
6--13周第5-6节
许明祥

土壤侵蚀预报原理与技术-1
3--4周第5-6节
郑粉莉

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研
究动态-1

6--13周第5-6节
廖超英

化学生物学-1
6--12周第5-6节
王进义

第7-8节
16:00--17:50

土壤侵蚀预报原理与技术-1
4--4周第7-8节
郑粉莉

土壤侵蚀预报原理与技术-1
6--8周第7-8节
郑粉莉

流域水文学-1
6--11周第7-8节

王健
流域水文学-1
3--4周第7-8节
王健

土壤物理及研究方法-1
11--12周第7-8节
陈竹君

流域管理学-1
6--13周第7-8节
许明祥

土壤侵蚀预报原理与技术-1
3--4周第7-8节
郑粉莉

土壤侵蚀预报原理与技术-1
3--4周第7-8节
郑粉莉

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研
究动态-1

6--13周第7-8节
廖超英

化学生物学-1
6--12周第7-8节
王进义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05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6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金融理论与政策-1
6--17周第1-2节
杨立社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1-2节
姜志德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案例-1
11--18周第1-2节
吕德宏

科研方法论-1
6--8周第1-2节
霍学喜

科研方法论-1
10--14周第1-2节
霍学喜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1-2节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1-2节
姜志德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1-2节
姜志德

第3-4节
10:10--12:00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3-4节
姜志德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8--8周第3-4节
姜志德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3-4节
姜志德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3-4节
姜志德

第5-6节
14:00--15:50

高级统计学-1
11--17周第5-6节
刘天军
投资学-1

4--4周第5-6节
王静杨虎锋
投资学-1

6--10周第5-6节

投资学-1
6--10周第5-6节
王静杨虎锋
投资学-1

4--4周第5-6节
王静杨虎锋

高级统计学-1
10--18周第5-6节
刘天军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5-6节
姜志德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5-6节
姜志德

微观经济学（III）-1
8--8周第5-6节
赵敏娟

微观经济学（III）-1
10--16周第5-6节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5-6节
姜志德

微观经济学（III）-1
8--8周第5-6节
赵敏娟

微观经济学（III）-1
10--16周第5-6节

葡萄酒学进展-1
11--16周第5-6节
刘树文

第7-8节
16:00--17:50

投资学-1
6--10周第7-8节
王静杨虎锋
投资学-1

4--4周第7-8节
王静杨虎锋

投资学-1
6--10周第7-8节
王静杨虎锋
投资学-1

4--4周第7-8节
王静杨虎锋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7-8节
姜志德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7-8节
姜志德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案例-1
11--18周第7-8节
吕德宏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7-8节
姜志德

葡萄酒学进展-1
11--15周第7-8节
刘树文

第9-10节
19:30--21:20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9周第9-10节
姜志德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13周第9-10节
姜志德

农林经济管理专题-1
9--12周第9-10节
姜志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07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8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作物育种理论与技术-1
10--15周第1-2节

陈越

农药应用学-1
3--4周第1-2节
师宝君

农药应用学-1
9--11周第1-2节
师宝君

环境化学与污染控制-1
6--11周第1-2节
孟昭福

环境化学与污染控制-1
3--4周第1-2节
孟昭福

林木遗传育种研究法-1
9--16周第1-2节
李周岐

天然产物化学-1
11--16周第1-2节
张存莉

林业试验设计-1
6--11周第1-2节
刘建军

第3-4节
10:10--12:00

农药应用学-1
9--11周第3-4节
师宝君

林业生物技术-1
12--19周第3-4节
张存旭

林业生物技术-1
12--19周第3-4节
张存旭

环境化学与污染控制-1
3--4周第3-4节
孟昭福

环境化学与污染控制-1
6--11周第3-4节

林木遗传育种研究法-1
9--16周第3-4节
李周岐

天然产物化学-1
11--16周第3-4节
张存莉

林业试验设计-1
6--11周第3-4节
刘建军

第5-6节
14:00--15:50

金融机构与市场-1
11--18周第5-6节
张永辉

森林昆虫研究技术-1
7--10周第5-6节
唐光辉

作物育种理论与技术-1
12--16周第5-6节

陈越

现代森保技术-1
10--15周第5-6节

贺虹

第7-8节
16:00--17:50

金融机构与市场-1
11--18周第7-8节
张永辉

森林昆虫研究技术-1
7--10周第7-8节
唐光辉

数字林业-1
3--4周第7-8节
赵鹏祥
数字林业-1
6--9周第7-8节
赵鹏祥

作物育种理论与技术-1
12--16周第7-8节

陈越

农药应用学-1
6--8周第7-8节
师宝君

风景园林美学理论-1
9--16周第7-8节
段渊古

现代森保技术-1
10--15周第7-8节

贺虹

第9-10节
19:30--21:20

风景园林美学理论-1
9--16周第9-10节
段渊古

数字林业-1
3--4周第9-10节
赵鹏祥
数字林业-1
6--9周第9-10节
赵鹏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08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8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园艺商品学-1
6--11周第1-2节

饶景萍任小林周会玲
园艺商品学-1
3--4周第1-2节

饶景萍任小林周会玲

园艺产品安全生产-1
6--11周第1-2节

陈书霞张朝红何玲周天山
园艺产品安全生产-1
3--4周第1-2节

陈书霞张朝红何玲周天山

现代农作制度理论与技术-1
6--11周第1-2节
温晓霞

金融理论与政策-1
6--17周第1-2节
杨立社

作物生物信息学及应用-1
14--14周第1-2节
王中华

茶树生理生态学-1
6--13周第1-2节

肖斌

高级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1
9--11周第1-2节
胡晓辉

园艺采后生理学-1
12--19周第1-2节

饶景萍任小林何玲周会玲
吕燕荣

第3-4节
10:10--12:00

园艺商品学-1
6--11周第3-4节

饶景萍任小林周会玲
园艺商品学-1
3--4周第3-4节

饶景萍任小林周会玲

园艺产品安全生产-1
6--11周第3-4节

陈书霞张朝红何玲周天山
园艺产品安全生产-1
3--4周第3-4节

陈书霞张朝红何玲周天山

茶树生理生态学-1
6--13周第3-4节

肖斌

高级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1
9--11周第3-4节
胡晓辉

园艺采后生理学-1
12--19周第3-4节

饶景萍任小林何玲周会玲
吕燕荣

第5-6节
14:00--15:50

细胞生物学研究技术-1
6--11周第5-6节
陈坤明

细胞生物学研究技术-1
3--4周第5-6节
陈坤明

现代统计模型与算法-1
4--15周第5-6节

徐钊

细胞生物学研究技术-1
6--11周第5-6节
陈坤明

细胞生物学研究技术-1
3--4周第5-6节
陈坤明

农药科学新进展-1
11--18周第5-6节

徐晖

现代统计模型与算法-1
4--15周第5-6节

徐钊

第7-8节
16:00--17:50

生命科学研究进展-1
6--13周第7-8节
赵天永

农药科学新进展-1
11--18周第7-8节

徐晖

生命科学研究进展-1
6--13周第7-8节
赵天永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09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8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生态学专题-1
11--18周第1-2节
刘建军

风景园林美学与文化-1
12--13周第1-2节

曹宁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与研究-1

4--4周第1-2节
董亮

设计专题研究☆-1
8--8周第1-2节
史承勇

生态学专题-1
11--18周第1-2节
刘建军

艺术原理-1
13--15周第1-2节
丁砚强

装饰材料与创作☆-1
8--9周第1-2节
张顺

天然产物化学-1
11--16周第1-2节
张存莉

第3-4节
10:10--12:00

风景园林美学与文化-1
12--13周第3-4节

曹宁

设计专题研究☆-1
8--8周第3-4节
史承勇

艺术原理-1
13--15周第3-4节
丁砚强

装饰材料与创作☆-1
8--9周第3-4节
张顺

天然产物化学-1
11--16周第3-4节
张存莉

第5-6节
14:00--15:50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题-1
4--4周第5-6节
王开

艺术原理-1
13--14周第5-6节
丁砚强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题-1
6--10周第5-6节

园林植物种质资源与应用
专题-1

3--4周第5-6节
牛立新

园林植物种质资源与应用
专题-1

6--15周第5-6节
牛立新

艺术创作方法-1
14--17周第5-6节
武冬梅

艺术创作方法-1
14--17周第5-6节
武冬梅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题-1
4--4周第5-6节
王开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题-1
6--10周第5-6节

外国近现代园林发展-1
6--13周第5-6节

洪波
风景园林美学与文化-1
17--17周第5-6节

曹宁

园林植物应用与技术-1
3--4周第5-6节
弓弼

园林植物应用与技术-1
6--15周第5-6节

弓弼

第7-8节
16:00--17:50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题-1
6--10周第7-8节

王开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题-1

4--4周第7-8节
王开

艺术原理-1
13--14周第7-8节

园林植物种质资源与应用
专题-1

3--4周第7-8节
牛立新

园林植物种质资源与应用
专题-1

6--15周第7-8节
牛立新

艺术创作方法-1
14--17周第7-8节
武冬梅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题-1
4--4周第7-8节
王开

艺术创作方法-1
14--17周第7-8节
武冬梅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题-1
6--10周第7-8节

风景园林美学与文化-1
17--17周第7-8节

曹宁
外国近现代园林发展-1
6--13周第7-8节

洪波

园林植物应用与技术-1
3--4周第7-8节
弓弼

园林植物应用与技术-1
6--15周第7-8节

弓弼

第9-10节
19:30--21:20

园林美学-1
9--16周第9-10节
段渊古

园林美学-1
9--16周第9-10节
段渊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10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84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真菌学-1
6--8周第1-2节
孙广宇
真菌学-1

10--10周第1-2节
孙广宇

植物抗虫性原理和应用-1
11--18周第1-2节
赵惠燕

景观生态学-1
6--10周第1-2节

王开
真菌分类学-1
11--14周第1-2节
孙广宇

高级农药学-1
8--15周第1-2节
胡兆农

昆虫生理学-1
11--15周第1-2节

王敦
真菌学-1

10--10周第1-2节
孙广宇
真菌学-1

6--8周第1-2节

高级害虫综合治理-1
3--5周第1-2节
仵均祥

生物源农药-1
18--19周第1-2节
韩立荣

生物源农药-1
15--16周第1-2节

生物源农药-1
18--19周第1-2节
韩立荣

生物源农药-1
15--16周第1-2节
韩立荣

第3-4节
10:10--12:00

真菌学-1
10--10周第3-4节
孙广宇
真菌学-1

6--8周第3-4节
孙广宇

植物抗虫性原理和应用-1
11--18周第3-4节
赵惠燕

景观生态学-1
6--10周第3-4节

王开
真菌分类学-1
11--14周第3-4节
孙广宇

高级农药学-1
8--15周第3-4节
胡兆农

昆虫生理学-1
11--15周第3-4节

王敦
真菌学-1

10--10周第3-4节
孙广宇
真菌学-1

6--8周第3-4节

高级害虫综合治理-1
3--5周第3-4节
仵均祥

生物源农药-1
18--19周第3-4节
韩立荣

生物源农药-1
15--16周第3-4节

生物源农药-1
18--19周第3-4节
韩立荣

生物源农药-1
15--16周第3-4节
韩立荣

第5-6节
14:00--15:50

植物病害流行学-1
19--19周第5-6节
胡小平

植物病害流行学-1
11--17周第5-6节
胡小平

农药学原理-1
8--15周第5-6节
胡兆农

植物病害流行学-1
12--19周第5-6节
胡小平

第7-8节
16:00--17:50

植物病害流行学-1
11--17周第7-8节
胡小平

植物病害流行学-1
19--19周第7-8节
胡小平

农药学原理-1
8--15周第7-8节
胡兆农

植物病害流行学-1
12--19周第7-8节
胡小平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11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84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中药药理学-1
6--11周第1-2节
杨维霞

生物质能源与化学品-1
12--19周第1-2节
郑冀鲁

植物生物技术概论-1
6--6周第1-2节
韩德俊

景观生态学-1
14--17周第1-2节

邱玲

植物化学-1
3--3周第1-2节
马希汉
植物化学-1
6--16周第1-2节
马希汉

真菌分类学-1
11--14周第1-2节
孙广宇

景观生态学-1
14--17周第1-2节

邱玲
现代生态学进展-1
6--13周第1-2节

杜盛

第3-4节
10:10--12:00

中药药理学-1
6--11周第3-4节
杨维霞

生物质能源与化学品-1
12--19周第3-4节
郑冀鲁

植物生物技术概论-1
6--6周第3-4节
韩德俊

景观生态学-1
14--17周第3-4节

邱玲

植物化学-1
3--3周第3-4节
马希汉
植物化学-1
6--16周第3-4节
马希汉

真菌分类学-1
11--14周第3-4节
孙广宇

现代生态学进展-1
6--13周第3-4节

杜盛
景观生态学-1
14--17周第3-4节

邱玲

第5-6节
14:00--15:50

高级生态学-1
11--18周第5-6节

侯琳
植物生物技术概论-1
3--4周第5-6节
韩德俊

生态学研究方法-1
12--15周第5-6节
朱求安

高等木质材料学-1
3--4周第5-6节
冯德君

高等木质材料学-1
6--11周第5-6节

林业工程学科进展-1
6--13周第5-6节
樊金拴

中药药理学-1
6--11周第5-6节
杨维霞

生物地理学-1
10--17周第5-6节
康永祥

现代分离技术-1
8--15周第5-6节
王冬梅

种群生态学-1
10--17周第5-6节
张文辉

第7-8节
16:00--17:50

植物生物技术概论-1
3--4周第7-8节
韩德俊

高级生态学-1
11--18周第7-8节

侯琳

生态学研究方法-1
12--15周第7-8节
朱求安

高等木质材料学-1
6--11周第7-8节
冯德君

高等木质材料学-1
3--4周第7-8节

林业工程学科进展-1
6--13周第7-8节
樊金拴

中药药理学-1
6--11周第7-8节
杨维霞

生物地理学-1
10--17周第7-8节
康永祥

现代分离技术-1
8--15周第7-8节
王冬梅

种群生态学-1
10--17周第7-8节
张文辉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12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8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中药产业发展概论-1
14--17周第1-2节
段琦梅

中药产业发展概论-1
15--17周第1-2节
段琦梅

植物抗病遗传学-1
6--13周第1-2节

赵杰

现代农作制度理论与技术-1
6--8周第1-2节
温晓霞

中药产业发展概论-1
14--14周第1-2节
段琦梅

职业道德教育专题-1
6--13周第1-2节
舒志明

化学与生物分析方法-1
3--4周第1-2节
王进义

第3-4节
10:10--12:00

中药产业发展概论-1
14--17周第3-4节
段琦梅

中药产业发展概论-1
15--17周第3-4节
段琦梅

植物抗病遗传学-1
6--13周第3-4节

赵杰

中医药学概论-1
6--13周第3-4节
杨维霞

中药产业发展概论-1
14--14周第3-4节
段琦梅

职业道德教育专题-1
6--13周第3-4节
舒志明

化学与生物分析方法-1
6--11周第3-4节
王进义

第5-6节
14:00--15:50

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1
4--4周第5-6节
周乐

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1
6--16周第5-6节

周乐

高等有机化学-1
4--4周第5-6节
谢剑波

高等有机化学-1
6--17周第5-6节
谢剑波

中药品质评价与质量标准
建立-1

3--4周第5-6节
张存莉

中药品质评价与质量标准
建立-1

6--11周第5-6节
张存莉

金属有机化学-1
6--13周第5-6节
陈淑伟

生药学研究技术-1
9--16周第5-6节
舒志明

景观生态学-1
6--8周第5-6节
王开

中药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1
6--13周第5-6节
舒志明

第7-8节
16:00--17:50

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1
4--4周第7-8节
周乐

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1
6--16周第7-8节

周乐

高等有机化学-1
4--4周第7-8节
谢剑波

高等有机化学-1
6--17周第7-8节
谢剑波

中药品质评价与质量标准
建立-1

3--4周第7-8节
张存莉

中药品质评价与质量标准
建立-1

6--11周第7-8节
张存莉

金属有机化学-1
6--13周第7-8节
陈淑伟

生药学研究技术-1
9--16周第7-8节
舒志明

景观生态学-1
6--8周第7-8节
王开

中药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1
6--13周第7-8节
舒志明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513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6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食品分子生物学进展-1
8--15周第1-2节

吕欣

昆虫学研究方法-1
7--14周第1-2节
花保祯

植物保护研究技术-1
8--19周第1-2节
黄丽丽

食品分子生物学进展-1
8--15周第1-2节

吕欣

第3-4节
10:10--12:00

食品与生物工程技术装备-1
19--19周第3-4节
王云阳

食品与生物工程技术装备-1
11--17周第3-4节
王云阳

昆虫学研究方法-1
7--14周第3-4节
花保祯

植物保护研究技术-1
8--19周第3-4节
黄丽丽

食品工程理论与新技术-1
6--18周第3-4节
岳田利

第5-6节
14:00--15:50

中医药学概论-1
6--13周第5-6节
杨维霞

食品与生物工程技术装备-1
12--19周第5-6节
王云阳

第7-8节
16:00--17:50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4
6--13周第7-8节
樊明涛

食品工程理论与新技术-1
19--19周第7-8节
岳田利

食品工程理论与新技术-1
16--17周第7-8节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4
6--13周第7-8节
樊明涛

第9-10节
19:30--21:20

食品工程技术开发与工艺
设计案例分析-1
3--4周第9-10节
葛武鹏

食品工程技术开发与工艺
设计案例分析-1
6--19周第9-10节
葛武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611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84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食品保藏与物流-1
8--17周第1-2节
罗安伟雷宏杰

第3-4节
10:10--12:00

第5-6节
14:00--15:50

食品贮运与保鲜新技术-1
6--13周第5-6节
徐怀德

食品贮运与保鲜新技术-1
6--13周第5-6节
徐怀德

第7-8节
16:00--17:50

知识产权-1
11--13周第7-8节
于修烛

食品保藏与物流-1
9--16周第7-8节
罗安伟雷宏杰

知识产权-1
11--15周第7-8节
于修烛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613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7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淀粉科学与技术-1
11--18周第1-2节
张国权

专业外语-1
9--12周第1-2节
夏效东

植物蛋白开发与利用-1
10--14周第1-2节
栾广忠

食品安全与加工技术专题-1
3--4周第1-2节
高振鹏

食品安全与加工技术专题-1
6--11周第1-2节
高振鹏

第3-4节
10:10--12:00

农产品加工与贮藏研究进
展-1

6--17周第3-4节
岳田利

农产品加工与贮藏研究进
展-1

19--19周第3-4节
岳田利

淀粉科学与技术-1
11--18周第3-4节
张国权

植物蛋白开发与利用-1
10--14周第3-4节
栾广忠

食品科学研究方向专题-1
7--19周第3-4节
岳田利

食品安全与加工技术专题-1
3--4周第3-4节
高振鹏

食品安全与加工技术专题-1
6--11周第3-4节
高振鹏

第5-6节
14:00--15:50

食品现代分析技术-1
6--11周第5-6节
樊明涛

食品现代分析技术-1
3--4周第5-6节
樊明涛

食品工程新技术-1
6--19周第5-6节
岳田利

食品品质分析与快速检测
技术-1

12--18周第5-6节
张国权

第7-8节
16:00--17:50

食品工程新技术-1
14--15周第7-8节
岳田利
专业外语-1
9--12周第7-8节
夏效东

食品现代分析技术-1
6--11周第7-8节
樊明涛

食品现代分析技术-1
3--4周第7-8节
樊明涛

农产品加工与贮藏研究进
展-1

14--16周第7-8节
岳田利

食品科学研究方向专题-1
17--19周第7-8节
岳田利

食品品质分析与快速检测
技术-1

12--17周第7-8节
张国权

第9-10节
19:30--21:20

谷物科学-1
10--17周第9-10节

李文浩

食品化学与营养学专题-1
6--13周第9-10节
刘学波

谷物科学-1
10--17周第9-10节

李文浩

食品化学与营养学专题-1
6--13周第9-10节
刘学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T21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30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生物信息学-1
3--4周第1-2节
庞红侠

生物信息学-1
6--9周第1-2节
庞红侠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1
6--11周第1-2节

张磊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1

2--4周第1-2节
张磊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
2--4周第1-2节
张磊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
6--11周第1-2节

张磊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2
12--15周第1-2节
王鹏科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1
9--16周第1-2节
郭亚军

第3-4节
10:10--12:00

生物信息学-1
3--4周第3-4节
庞红侠

生物信息学-1
6--9周第3-4节
庞红侠

农业推广典型案例分析-1
12--19周第3-4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1
2--4周第3-4节
张磊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1
6--11周第3-4节

张磊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
2--4周第3-4节
张磊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
6--11周第3-4节

张磊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2
12--15周第3-4节
王鹏科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1
9--16周第3-4节
郭亚军

第5-6节
14:00--15:50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1
12--15周第5-6节
王鹏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4
7--10周第5-6节
杨学军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4
7--11周第5-6节
杨学军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2
12--15周第5-6节
王鹏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3
7--11周第5-6节
杨学军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1
12--15周第5-6节
王鹏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3
7--10周第5-6节
杨学军

农业推广理论与方法-2
6--11周第5-6节
刘光哲

农业推广理论与方法-2
3--4周第5-6节
刘光哲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2
9--16周第5-6节
郭亚军

第7-8节
16:00--17:50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1
12--15周第7-8节
王鹏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4
7--10周第7-8节
杨学军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4
7--11周第7-8节
杨学军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2
12--15周第7-8节
王鹏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3
7--11周第7-8节
杨学军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1
12--15周第7-8节
王鹏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3
7--10周第7-8节
杨学军

农业推广理论与方法-1
6--11周第7-8节
刘光哲

农业推广理论与方法-1
3--4周第7-8节
刘光哲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2
9--16周第7-8节
郭亚军

第9-10节
19:30--21:20

农业推广理论与方法-1
6--11周第9-10节
刘光哲

农业推广典型案例分析-1
12--19周第9-10节

张保军
农业推广理论与方法-1
3--4周第9-10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T22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26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1
2--4周第1-2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1
9--9周第1-2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3
6--10周第1-2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3
3--3周第1-2节
方建斌

微观经济学（II）-1
10--11周第1-2节
汪红梅张兴

微观经济学（II）-1
6--8周第1-2节
汪红梅张兴

自然辩证法概论-1
12--15周第1-2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1
8--8周第1-2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1

10--10周第1-2节
方建斌

微观经济学（II）-1
18--18周第1-2节
汪红梅张兴

微观经济学（II）-1
16--16周第1-2节
汪红梅张兴

第3-4节
10:10--12:00

显微技术-1
10--12周第3-4节
张宏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1
6--7周第3-4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1
9--9周第3-4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3
6--10周第3-4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3
3--3周第3-4节
方建斌

显微技术-1
10--11周第3-4节
张宏昌

自然辩证法概论-1
12--16周第3-4节
郭洪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1

10--10周第3-4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1
8--8周第3-4节
方建斌

微观经济学（II）-1
18--18周第3-4节
汪红梅张兴

微观经济学（II）-1
16--16周第3-4节
汪红梅张兴

第5-6节
14:00--15:5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2
3--4周第5-6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2
7--7周第5-6节
方建斌

自然辩证法-6
6--11周第5-6节
齐文涛

自然辩证法-6
3--4周第5-6节
齐文涛

农业推广理论与方法-2
6--11周第5-6节
刘光哲

农业推广理论与方法-2
3--4周第5-6节
刘光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5
2--4周第5-6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5
7--10周第5-6节
方建斌

食品质量与安全性控制-1
6--11周第5-6节
张建新

食品质量与安全性控制-1
3--3周第5-6节
张建新

第7-8节
16:00--17:50

自然辩证法-6
6--11周第7-8节
齐文涛

自然辩证法-6
3--4周第7-8节
齐文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6
6--6周第7-8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5
2--3周第7-8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5
6--10周第7-8节
方建斌

食品质量与安全性控制-1
6--11周第7-8节
张建新

食品质量与安全性控制-1
3--3周第7-8节
张建新

第9-10节
19:30--21: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2
3--3周第9-10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2
7--7周第9-10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5
4--4周第9-10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2

8--10周第9-10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5
6--6周第9-10节
方建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T31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26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高级植物生理学-2
6--15周第1-2节
胡景江

高级植物生理学-2
3--4周第1-2节
胡景江

高级植物生理学-1
6--15周第1-2节
胡景江

高级植物生理学-1
3--4周第1-2节
胡景江

高级植物生理学-1
6--15周第1-2节
胡景江

高级植物生理学-1
3--4周第1-2节
胡景江

高级植物生理学-2
6--15周第1-2节
胡景江

高级植物生理学-2
3--4周第1-2节
胡景江

中文科技论文写作-1
7--14周第1-2节
花保祯

第3-4节
10:10--12:00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1
6--7周第3-4节
霍学喜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1
2--2周第3-4节
霍学喜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1
4--4周第3-4节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1
2--2周第3-4节
霍学喜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1
6--7周第3-4节
霍学喜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1
4--4周第3-4节

中文科技论文写作-1
7--14周第3-4节
花保祯

第5-6节
14:00--15:50

高级生物化学-1
6--10周第5-6节
张林生

高级生物化学-1
2--4周第5-6节
张林生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1
2--4周第5-6节
霍学喜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1
6--7周第5-6节
霍学喜

第7-8节
16:00--17:50

高级生物化学-1
2--4周第7-8节
张林生

高级生物化学-1
6--10周第7-8节
张林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2
8--10周第7-8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2
6--6周第7-8节
方建斌

高级生物化学-1
2--4周第7-8节
张林生

高级生物化学-1
6--10周第7-8节
张林生

第9-10节
19:30--21:20

高级生物化学-2
6--10周第9-10节
武永军

高级生物化学-2
2--4周第9-10节
武永军

高级生物化学-2
6--10周第9-10节
武永军

高级生物化学-2
2--4周第9-10节
武永军

高级生物化学-2
6--10周第9-10节
武永军

高级生物化学-2
2--4周第9-10节
武永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T32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26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自然辩证法-5
12--19周第1-2节
殷旭辉

保健食品原理与功能评价-1
6--10周第1-2节
徐怀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6
2--4周第1-2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6
6--10周第1-2节
方建斌

第3-4节
10:10--12:00

保健食品原理与功能评价-1
6--10周第3-4节
徐怀德

自然辩证法-5
12--19周第3-4节
殷旭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6
2--4周第3-4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6
7--10周第3-4节
方建斌

第5-6节
14:00--15:50

自然辩证法-1
6--6周第5-6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1
2--4周第5-6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2
6--6周第5-6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2
2--4周第5-6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1
6--6周第5-6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1
2--4周第5-6节
杨学军

食品质量与安全性控制-1
8--8周第5-6节

自然辩证法-2
2--4周第5-6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2
6--6周第5-6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4
12--19周第5-6节
殷旭辉

第7-8节
16:00--17:50

自然辩证法-1
6--6周第7-8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1
2--4周第7-8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2
6--6周第7-8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2
2--4周第7-8节
杨学军

食品质量与安全性控制-1
8--8周第7-8节
张建新

自然辩证法-1
6--6周第7-8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1
2--4周第7-8节

自然辩证法-2
6--6周第7-8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2
2--4周第7-8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4
12--19周第7-8节
殷旭辉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T41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31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土壤退化修复与重建-1
8--15周第1-2节
贾汉忠

第3-4节
10:10--12:00

土壤退化修复与重建-1
8--15周第3-4节
贾汉忠

高级动物生物化学-1
9--18周第3-4节

孙超

第5-6节
14:00--15:50

高级食品化学-1
6--15周第5-6节
李巨秀

高级动物生物化学-1
9--15周第5-6节

孙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4
4--4周第5-6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4
8--10周第5-6节
方建斌

高级食品化学-1
10--15周第5-6节
李巨秀

应用生态学-1
12--19周第5-6节

蔡靖
动物营养学研究进展-1
10--11周第5-6节
曹阳春杨欣蔡传江

动物营养学研究进展-1
9--11周第5-6节
曹阳春杨欣蔡传江

动物营养学研究进展-1
9--11周第5-6节
曹阳春杨欣蔡传江

第7-8节
16:00--17:50

高级动物生物化学-1
9--15周第7-8节

孙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4
2--2周第7-8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4
4--4周第7-8节
方建斌

动物营养学研究进展-1
10--11周第7-8节
曹阳春杨欣蔡传江
应用生态学-1
12--19周第7-8节

蔡靖

动物营养学研究进展-1
9--11周第7-8节
曹阳春杨欣蔡传江

动物营养学研究进展-1
9--11周第7-8节
曹阳春杨欣蔡传江

第9-10节
19:30--21:20

植物保护研究方法-1
6--15周第9-10节
孙广宇

植物保护研究方法-1
3--4周第9-10节
孙广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S3T42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26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食品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1
6--7周第1-2节
杜双奎

食品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1
3--4周第1-2节
杜双奎

管理学（II）-1
10--13周第1-2节
张晓慧朱郭奇

保健食品原理与功能评价-1
3--4周第1-2节
徐怀德

管理学（II）-1
10--13周第1-2节
张晓慧朱郭奇

微观经济学（II）-1
4--4周第1-2节
汪红梅张兴

第3-4节
10:10--12:00

食品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1
6--7周第3-4节
杜双奎

食品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1
3--4周第3-4节
杜双奎

计量经济学（II）-1
6--16周第3-4节
郑少锋朱玉春

计量经济学（II）-1
4--4周第3-4节
郑少锋朱玉春

保健食品原理与功能评价-1
3--4周第3-4节
徐怀德

计量经济学（II）-1
4--4周第3-4节
郑少锋朱玉春

计量经济学（II）-1
6--16周第3-4节
郑少锋朱玉春

第5-6节
14:00--15:50

微观经济学（II）-1
10--11周第5-6节
汪红梅张兴

微观经济学（II）-1
6--8周第5-6节
汪红梅张兴

微观经济学（II）-1
4--4周第5-6节

宏观经济学（II）-1
10--17周第5-6节
姜雅莉张晓宁

宏观经济学（II）-1
6--8周第5-6节
姜雅莉张晓宁

宏观经济学（II）-1
4--4周第5-6节

第7-8节
16:00--17:50

管理学（II）-1
10--13周第7-8节
张晓慧朱郭奇

宏观经济学（II）-1
6--8周第7-8节
姜雅莉张晓宁

宏观经济学（II）-1
10--17周第7-8节
姜雅莉张晓宁

宏观经济学（II）-1
4--4周第7-8节

植物保护研究方法-1
6--15周第7-8节
孙广宇

植物保护研究方法-1
3--4周第7-8节
孙广宇

第9-10节
19:30--21:20

管理学（II）-1
6--8周第9-10节
张晓慧朱郭奇
管理学（II）-1
4--4周第9-10节
张晓慧朱郭奇

食品微生物学进展-1
3--4周第9-10节
樊明涛

食品微生物学进展-1
6--11周第9-10节
樊明涛

管理学（II）-1
6--8周第9-10节
张晓慧朱郭奇
管理学（II）-1
4--4周第9-10节
张晓慧朱郭奇

食品微生物学进展-1
6--13周第9-10节
樊明涛

管理学（II）-1
6--8周第9-10节
张晓慧朱郭奇
管理学（II）-1
4--4周第9-10节
张晓慧朱郭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北校动科院水产实验室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水产动物病害及其诊治技
术-1

8--11周第1-2节
朱斌王高学凌飞

高级水生生物学及实验技
术-1

17--19周第1-2节
王高学凌飞朱斌

第3-4节
10:10--12:00

水产动物病害及其诊治技
术-1

8--11周第3-4节
朱斌王高学凌飞

高级水生生物学及实验技
术-1

17--19周第3-4节
王高学凌飞朱斌

第5-6节
14:00--15:50

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1
15--17周第5-6节
曾文先

第7-8节
16:00--17:50

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1
15--17周第7-8节
曾文先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实验室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20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建筑艺术及设计☆-1
12--15周第1-2节

娄钢
微生物资源与生态-1
12--12周第1-2节
来航线

现代生物技术与昆虫学研
究进展-1

16--18周第1-2节
王敦

植物病毒学-1
6--10周第1-2节
吴云锋

微生物资源与生态-1
12--12周第1-2节
来航线

现代设计艺术-1
14--17周第1-2节
张瑞超

作物生物信息学及应用-1
12--13周第1-2节

装饰材料与创作☆-1
10--11周第1-2节

张顺
高级生物信息学-1
11--16周第1-2节
陶士珩马闯

作物生物信息学及应用-1
12--13周第1-2节
王中华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1
15--17周第1-2节
曾文先

分子植物病毒学-1
4--4周第1-2节

茶叶加工理论-1
15--16周第1-2节
余有本

现代生物分离工程（含实
验）-1

10--11周第1-2节
秦宝福

免疫组织化学-1

有机合成-1
16--17周第1-2节

徐晖
葡萄酒学进展-1
3--4周第1-2节
刘树文

第3-4节
10:10--12:00

建筑艺术及设计☆-1
12--15周第3-4节

娄钢
生物能源工程与技术-1
12--13周第3-4节

邱凌
微生物资源与生态-1
12--12周第3-4节

现代生物技术与昆虫学研
究进展-1

16--18周第3-4节
王敦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与研究-1
6--8周第3-4节
董亮

微生物资源与生态-1
12--12周第3-4节
来航线

现代设计艺术-1
14--17周第3-4节
张瑞超

人工神经网络与应用-1
8--14周第3-4节

装饰材料与创作☆-1
10--11周第3-4节

张顺
高级生物信息学-1
11--16周第3-4节
陶士珩马闯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1
15--17周第3-4节
曾文先

昆虫生理学-1
16--18周第3-4节

王敦
分子植物病毒学-1
4--4周第3-4节

茶叶加工理论-1
15--16周第3-4节
余有本

免疫组织化学-1
18--18周第3-4节
赵慧英徐永平穆杨

现代生物分离工程（含实
验）-1

有机合成-1
16--17周第3-4节

徐晖
葡萄酒学进展-1
3--4周第3-4节
刘树文

第5-6节
14:00--15:50

植物显微技术-1
7--12周第5-6节

苗芳
农业水土环境分析-1
18--18周第5-6节
胡田田

农业水土环境分析-1
15--15周第5-6节

动物组织学进展-1
13--16周第5-6节
卿素珠殷玉鹏张琪
现代设计艺术-1
14--17周第5-6节
张瑞超

微生物生理学-1
10--13周第5-6节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与研究-1
6--9周第5-6节
董亮

版式设计与表达☆-1
8--13周第5-6节
张瑞超

设计专题研究☆-1
8--13周第5-6节
史承勇

资源昆虫学-1
16--18周第5-6节

王敦
生物防治工程技术-1
17--18周第5-6节

建筑艺术及设计☆-1
12--15周第5-6节

娄钢
风景园林美学与文化-1
12--16周第5-6节

曹宁
动物细胞培养-1
16--19周第5-6节

现代生物技术-1
13--18周第5-6节
王跃进

生物信息学-1
6--9周第5-6节
庞红侠

食品品质分析与快速检测
技术-1

有机合成-1
16--17周第5-6节

徐晖
机械振动学-1
15--16周第5-6节

王威
免疫组织化学-1
18--18周第5-6节

第7-8节
16:00--17:50

园林植物生物技术专题-1
17--19周第7-8节
李厚华

植物显微技术-1
7--11周第7-8节

苗芳
农业水土环境分析-1
18--18周第7-8节

现代设计艺术-1
14--17周第7-8节
张瑞超

微生物生理学-1
10--13周第7-8节
韦小敏

现代工程测试技术-1
11--11周第7-8节

动物组织学进展-1
13--16周第7-8节
卿素珠殷玉鹏张琪
版式设计与表达☆-1
8--13周第7-8节
张瑞超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与研究-1

生物防治工程技术-1
17--18周第7-8节
李光录

资源昆虫学-1
16--18周第7-8节

王敦
设计专题研究☆-1
8--13周第7-8节

风景园林美学与文化-1
12--16周第7-8节

曹宁
建筑艺术及设计☆-1
12--15周第7-8节

娄钢

生物信息学-1
3--4周第7-8节
庞红侠

食品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1
8--11周第7-8节
杜双奎

食品品质分析与快速检测

机械振动学-1
15--16周第7-8节

王威
免疫组织化学-1
18--18周第7-8节
赵慧英徐永平穆杨
有机合成-1

16--17周第7-8节

第9-10节
19:30--21:20

农业物联网技术与应用-1
11--12周第9-10节

张海辉

现代工程测试技术-1
10--11周第9-10节

李敏通

动物细胞培养-1
16--19周第9-10节
马保华赵晓娥魏强

葡萄酒学进展-1
3--3周第9-10节
刘树文

免疫组织化学-1
18--18周第9-10节
赵慧英徐永平穆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室外实践 教学楼名称: 3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6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1-2节
曹宁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1-2节
曹宁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1-2节
曹宁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1-2节
曹宁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1-2节
曹宁

第3-4节
10:10--12:00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3-4节
曹宁

农药应用学-1
3--4周第3-4节
师宝君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3-4节
曹宁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3-4节
曹宁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3-4节
曹宁

第5-6节
14:00--15:50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5-6节
曹宁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5-6节
曹宁

风景写生训练☆-1
3--4周第5-6节
曹宁

农药应用学-1
6--8周第5-6节
师宝君

现代温室建筑设计原理与
工程工艺-1

18--20周第5-6节
张勇蒋程瑶

园林花卉草坪学-1
9--10周第5-6节
吉文丽

第7-8节
16:00--17:50

现代温室建筑设计原理与
工程工艺-1

18--20周第7-8节
张勇蒋程瑶

园林花卉草坪学-1
9--10周第7-8节
吉文丽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6B41 教学楼名称: 6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35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生态文化学专题-1
12--19周第1-2节
郭风平吕军利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
13--16周第1-2节

张磊

自然辩证法-8
6--10周第1-2节

张磊
西方哲学专题-1
11--18周第1-2节
杨学军

自然辩证法-8
2--4周第1-2节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1

3--4周第1-2节
殷旭辉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1

6--7周第1-2节
殷旭辉

第3-4节
10:10--12:00

生态文化学专题-1
12--19周第3-4节
郭风平吕军利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
13--16周第3-4节

张磊

自然辩证法-8
6--10周第3-4节

张磊
自然辩证法-8
2--4周第3-4节
张磊

西方哲学专题-1
11--18周第3-4节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1

3--4周第3-4节
殷旭辉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1

6--8周第3-4节
殷旭辉

第5-6节
14:00--15:50

自然辩证法-7
6--11周第5-6节
齐文涛

自然辩证法-7
3--4周第5-6节
齐文涛

农业历史地理-1
11--18周第5-6节

卫丽

土地制度史-1
3--4周第5-6节
樊志民

土地制度史-1
6--11周第5-6节
樊志民

现代天然产物化学-1
6--13周第5-6节
高锦明

第7-8节
16:00--17:50

自然辩证法-7
6--11周第7-8节
齐文涛

自然辩证法-7
3--4周第7-8节
齐文涛

农业历史地理-1
11--18周第7-8节

卫丽

土地制度史-1
6--11周第7-8节
樊志民

土地制度史-1
3--4周第7-8节
樊志民

现代天然产物化学-1
6--13周第7-8节
高锦明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6B42 教学楼名称: 6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7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专题-1
13--13周第1-2节

周婷
社区社会工作专题-1
3--4周第1-2节
李松柏

社区社会工作专题-1

中外德育比较-1
12--15周第1-2节
丁艳红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专题-1
10--12周第1-2节

周婷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1
4--11周第1-2节
胡尊让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1
12--15周第1-2节
吕军利

第3-4节
10:10--12:00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专题-1
13--13周第3-4节

周婷

中外德育比较-1
12--15周第3-4节
丁艳红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专题-1
10--12周第3-4节

周婷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1
4--11周第3-4节
胡尊让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1
12--15周第3-4节
吕军利

第5-6节
14:00--15:50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1
8--19周第5-6节
郭洪水张坤王建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1
8--15周第5-6节
李晓娥

职业教育政策与法规-1
10--15周第5-6节
赵延安

第7-8节
16:00--17:50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1
8--19周第7-8节
郭洪水张坤王建辉

社区社会工作专题-1
3--4周第7-8节
李松柏

社区社会工作专题-1
6--11周第7-8节
李松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1
8--15周第7-8节
李晓娥

职业教育政策与法规-1
10--15周第7-8节
赵延安

第9-10节
19:30--21:20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1
6--14周第9-10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1
2--4周第9-10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1
2--4周第9-10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1
6--14周第9-10节
郑艾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6B43 教学楼名称: 6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7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自然资源法A-1
11--18周第1-2节
王志彬

高级物权法-1
6--9周第1-2节
郝晓红

环境公益诉讼专题-1
6--7周第1-2节
董红

环境公益诉讼专题-1
3--4周第1-2节
董红

社会工作伦理-1
10--17周第1-2节

自然资源法A-1
11--18周第1-2节
王志彬

法律经济学-1
6--8周第1-2节
王育才

法律经济学-1
3--3周第1-2节

经典著作选读-1
8--15周第1-2节
郭洪水

第3-4节
10:10--12:00

高级物权法-1
6--9周第3-4节
郝晓红

环境公益诉讼专题-1
6--7周第3-4节
董红

环境公益诉讼专题-1
3--4周第3-4节
董红

社会工作伦理-1
10--17周第3-4节

法律经济学-1
6--8周第3-4节
王育才

法律经济学-1
3--3周第3-4节
王育才

经典著作选读-1
8--15周第3-4节
郭洪水

第5-6节
14:00--15:50

法学名著导读-1
14--18周第5-6节
张忠潮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概论-1
3--4周第5-6节
王兵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概论-

生态保护法A-1
10--17周第5-6节
万志琴

法律经济学-1
3--3周第5-6节
王育才

法律经济学-1
6--8周第5-6节
王育才

法学名著导读-1
14--18周第5-6节
张忠潮

环境法理论前沿-1
6--13周第5-6节
张忠潮

法学名著导读-1
3--4周第5-6节

第7-8节
16:00--17:50

法学名著导读-1
14--18周第7-8节
张忠潮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概论-1
3--4周第7-8节
王兵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概论-

生态保护法A-1
10--17周第7-8节
万志琴

法律经济学-1
3--3周第7-8节
王育才

法律经济学-1
6--8周第7-8节
王育才

法学名著导读-1
3--4周第7-8节
张忠潮

环境法理论前沿-1
6--13周第7-8节
张忠潮

法学名著导读-1
14--18周第7-8节

第9-10节
19:30--21:20

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1
6--11周第9-10节

张磊
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1
3--4周第9-10节

张磊

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1
3--4周第9-10节

张磊
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1
6--11周第9-10节

张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6B44 教学楼名称: 6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7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农村社会学研究-1
6--11周第1-2节

张红
农村社会学研究-1
3--4周第1-2节
张红

人口研究专题-1
10--17周第1-2节
李松柏

中国农业经济史-1
3--4周第1-2节
杨乙丹

中国农业经济史-1
6--11周第1-2节
杨乙丹

教育研究专题-1
3--4周第1-2节
张红

教育研究专题-1
6--11周第1-2节

张红
高等流体力学-1
12--19周第1-2节

第3-4节
10:10--12:00

农村社会学研究-1
3--4周第3-4节
张红

农村社会学研究-1
6--11周第3-4节

张红

人口研究专题-1
10--17周第3-4节
李松柏

中国农业经济史-1
6--11周第3-4节
杨乙丹

中国农业经济史-1
3--4周第3-4节
杨乙丹

高等流体力学-1
12--19周第3-4节
张新燕

教育研究专题-1
6--11周第3-4节

张红
教育研究专题-1
3--4周第3-4节

第5-6节
14:00--15:50

法学研究方法-1
6--6周第5-6节
徐春成

法学研究方法-1
8--10周第5-6节
徐春成

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1
11--14周第5-6节

课程与教学论-1
15--18周第5-6节

赵丹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1
3--4周第5-6节
司汉武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1
6--11周第5-6节

农村社会工作-1
11--18周第5-6节
郭占锋

乡村治理研究-1
6--9周第5-6节
张世勇

课程与教学论-1
15--18周第5-6节

赵丹

第7-8节
16:00--17:50

法学研究方法-1
6--6周第7-8节
徐春成

法学研究方法-1
8--10周第7-8节
徐春成

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1
11--14周第7-8节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1
6--11周第7-8节
司汉武

课程与教学论-1
15--18周第7-8节

赵丹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1
3--4周第7-8节

农村社会工作-1
11--18周第7-8节
郭占锋

乡村治理研究-1
6--9周第7-8节
张世勇

课程与教学论-1
15--18周第7-8节

赵丹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6B45 教学楼名称: 6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9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现代天然产物化学-1
6--13周第1-2节
田均勉尹霞韩文博

中国园林史-1
10--17周第1-2节
李荣华

第3-4节
10:10--12:00

现代天然产物化学-1
6--13周第3-4节
田均勉尹霞韩文博

中国园林史-1
10--17周第3-4节
李荣华

第5-6节
14:00--15:50

社会政策-1
3--4周第5-6节
张忠潮
社会政策-1
6--11周第5-6节
张忠潮

第7-8节
16:00--17:50

社会政策-1
3--4周第7-8节
张忠潮
社会政策-1
6--11周第7-8节
张忠潮

高等流体力学-1
12--19周第7-8节
张新燕

第9-10节
19:30--21:20

凸分析-1
6--15周第9-10节
周建军
凸分析-1

3--4周第9-10节
周建军

凸分析-1
6--15周第9-10节
周建军
凸分析-1

3--4周第9-10节
周建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6B51 教学楼名称: 6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35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天然产物化学进展-1
10--14周第1-2节

高锦明耿会玲马希汉张继
文刘玲丽

功能高分子材料合成及应
用-1

11--14周第1-2节
王林

功能高分子材料合成及应
用-1

12--15周第1-2节
王林

机械工程研究进展-1
8--17周第1-2节
朱新华

第3-4节
10:10--12:00

天然产物化学进展-1
10--15周第3-4节

高锦明耿会玲马希汉张继
文刘玲丽

天然产物化学进展-1
10--14周第3-4节

高锦明耿会玲马希汉张继
文刘玲丽

功能高分子材料合成及应
用-1

11--14周第3-4节
王林

功能高分子材料合成及应
用-1

12--15周第3-4节
王林

机械工程研究进展-1
8--17周第3-4节
朱新华

第5-6节
14:00--15:5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1
6--13周第5-6节
杜俊莉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1
3--4周第5-6节
杜俊莉

云计算-1
11--18周第5-6节

刘斌

信息技术研究进展-1
15--18周第5-6节

王美丽蔡骋张宏鸣宁纪锋
不对称合成-1
7--14周第5-6节
常明欣

有机化合物现代分离提取
技术-1

7--14周第5-6节
周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1
6--13周第5-6节
杜俊莉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1
3--4周第5-6节
杜俊莉

有机合成-1
11--14周第5-6节

徐晖

第7-8节
16:00--17:50

云计算-1
11--12周第7-8节

刘斌
现代工程测试技术-1
6--10周第7-8节
李敏通

现代工程测试技术-1
3--4周第7-8节

不对称合成-1
7--14周第7-8节
常明欣

信息技术研究进展-1
15--18周第7-8节

王美丽蔡骋张宏鸣宁纪锋

有机化合物现代分离提取
技术-1

7--14周第7-8节
周乐

有机合成-1
11--14周第7-8节

徐晖

第9-10节
19:30--21:20

水利工程数值分析B-1
10--17周第9-10节

刘韩生

现代工程测试技术-1
3--4周第9-10节
李敏通

现代工程测试技术-1
6--9周第9-10节
李敏通

水利工程数值分析B-1
10--17周第9-10节

刘韩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6B53 教学楼名称: 6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7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生物物理研究进展-1
7--18周第1-2节
王国栋

第3-4节
10:10--12:00

生物物理研究进展-1
7--18周第3-4节
王国栋

生物物理学-1
6--17周第3-4节
杜光源

生物物理学-1
6--17周第3-4节
杜光源

第5-6节
14:00--15:50

测度论-1
6--15周第5-6节
郭翠萍

测度论-1
3--4周第5-6节
郭翠萍

智能计算与应用-1
11--18周第5-6节
吴养会

第7-8节
16:00--17:50

测度论-1
6--15周第7-8节
郭翠萍

测度论-1
3--4周第7-8节
郭翠萍

智能计算与应用-1
11--18周第7-8节
吴养会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6B54 教学楼名称: 6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7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生物能源工程与技术-1
6--13周第1-2节

邱凌

社会工作理论-1
6--11周第1-2节
司汉武

社会工作理论-1
3--4周第1-2节
司汉武

第3-4节
10:10--12:00

生物能源工程与技术-1
6--11周第3-4节

邱凌

教育科学发展专题-1
8--15周第3-4节
陈遇春

社会工作理论-1
3--4周第3-4节
司汉武

社会工作理论-1
6--11周第3-4节
司汉武

第5-6节
14:00--15:50

生态环境史-1
6--11周第5-6节
李荣华

生态环境史-1
3--4周第5-6节
李荣华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1
6--13周第5-6节
张忠潮

第7-8节
16:00--17:50

生态环境史-1
6--11周第7-8节
李荣华

生态环境史-1
3--4周第7-8节
李荣华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1
6--13周第7-8节
张忠潮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6B55 教学楼名称: 6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9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高等土力学-1
11--18周第1-2节
党进谦

计算流体力学-1
7--10周第1-2节
王文娥

高等土力学-1
11--18周第1-2节
党进谦

结构动力学-1
4--9周第1-2节
刘志明

计算流体力学-1
4--4周第1-2节
王文娥

计算流体力学-1
6--10周第1-2节
王文娥

第3-4节
10:10--12:00

材料力学行为-1
9--17周第3-4节
张卫国

高等土力学-1
11--18周第3-4节
党进谦

材料力学行为-1
11--17周第3-4节
张卫国

结构动力学-1
4--9周第3-4节
刘志明

计算流体力学-1
6--10周第3-4节
王文娥

计算流体力学-1
4--4周第3-4节
王文娥

第5-6节
14:00--15:50

第7-8节
16:00--17:50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6B64 教学楼名称: 6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69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第3-4节
10:10--12:00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1
8--15周第3-4节
陈遇春

第5-6节
14:00--15:50

第7-8节
16:00--17:50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8311 教学楼名称: 8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7
6--14周第1-2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7
2--4周第1-2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8
2--4周第1-2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8
6--14周第1-2节
郑艾萍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3
6--18周第1-2节
王绍金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3
2--4周第1-2节
王绍金

随机过程-1
3--4周第1-2节
周建军
随机过程-1
6--15周第1-2节
周建军

农业工程研究进展-1
6--11周第1-2节
王绍金

农业工程研究进展-1
3--4周第1-2节
王绍金

第3-4节
10:10--12:00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6
6--14周第3-4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6
2--4周第3-4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7
6--14周第3-4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7
2--4周第3-4节
郑艾萍

随机过程-1
3--4周第3-4节
周建军
随机过程-1
6--15周第3-4节
周建军

农业工程概论-1
9--16周第3-4节
郭康权

农业工程研究进展-1
3--4周第3-4节
王绍金

农业工程研究进展-1
6--11周第3-4节
王绍金

第5-6节
14:00--15:50

农业工程概论-1
9--16周第5-6节
郭康权

机械振动学-1
6--6周第5-6节
王威

试验优化技术-1
9--18周第5-6节
闫小丽郭晓慧

博士英语写作-13
11--18周第5-6节

E

农业工程专论-1
7--14周第5-6节
何东健

机械振动学-1
6--6周第5-6节
王威

机械振动学-1
7--14周第5-6节

王威

第7-8节
16:00--17:50

农业物联网技术与应用-1
6--10周第7-8节
张海辉

农业物联网技术与应用-1
4--4周第7-8节
张海辉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6
6--14周第7-8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6
2--4周第7-8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8
2--4周第7-8节
郑艾萍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8
6--14周第7-8节
郑艾萍

试验优化技术-1
9--18周第7-8节
闫小丽郭晓慧
机械振动学-1
6--6周第7-8节
王威

生物环境工程与技术-1
7--14周第7-8节
邱凌郭晓慧

农业工程专论-1
7--14周第7-8节
何东健

机械振动学-1
6--6周第7-8节
王威

机械振动学-1
7--14周第7-8节

王威

第9-10节
19:30--21:20

农业物联网技术与应用-1
6--10周第9-10节
张海辉

农业物联网技术与应用-1
4--4周第9-10节
张海辉

农业机电一体化技术-1
10--15周第9-10节

陈军

农业机电一体化技术-1
10--15周第9-10节

陈军

生物环境工程与技术-1
7--14周第9-10节
邱凌郭晓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8312 教学楼名称: 8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结构稳定理论-1
3--10周第1-2节
王正中
土动力学-1

11--18周第1-2节
骆亚生

土壤水分溶质动力学-1
6--10周第1-2节
张富仓

土壤水分溶质动力学-1
3--3周第1-2节
张富仓

节水灌溉工程新技术-1
12--17周第1-2节

非线性科学理论与应用-1
14--18周第1-2节
宋松柏
水文遥感-1
7--11周第1-2节
张智韬
水文遥感-1
3--4周第1-2节

随机水文过程-1
11--18周第1-2节
宋小燕

材料物理与化学-1
3--10周第1-2节

亢阳

第3-4节
10:10--12:00

结构稳定理论-1
3--10周第3-4节
王正中
土动力学-1

11--18周第3-4节
骆亚生

土壤水分溶质动力学-1
3--3周第3-4节
张富仓

土壤水分溶质动力学-1
6--10周第3-4节
张富仓

节水灌溉工程新技术-1
12--17周第3-4节

非线性科学理论与应用-1
14--18周第3-4节
宋松柏
水文遥感-1
7--11周第3-4节
张智韬
水文遥感-1
3--4周第3-4节

博士英语-13
6--18周第3-4节
孙景欣

博士英语-13
2--4周第3-4节
孙景欣

随机水文过程-1
11--18周第3-4节
宋小燕

材料物理与化学-1
3--10周第3-4节

亢阳

第5-6节
14:00--15:50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2
4--4周第5-6节
何建强

农业水土环境分析-1
12--14周第5-6节
胡田田

农业水土环境分析-1
19--19周第5-6节

LINUX程序设计-1
6--10周第5-6节
于建涛

LINUX程序设计-1
2--4周第5-6节
于建涛

SPAC系统的运转与调控-1
14--19周第5-6节
蔡焕杰

相似理论与量测技术-1
3--10周第5-6节
尹进步

结构有限元分析-1
11--18周第5-6节

张博

水文遥感-1
7--7周第5-6节
张智韬

第7-8节
16:00--17:50

农业水土环境分析-1
19--19周第7-8节
胡田田

农业水土环境分析-1
12--14周第7-8节
胡田田

农业水土环境分析-1
16--17周第7-8节

SPAC系统的运转与调控-1
14--19周第7-8节
蔡焕杰

结构有限元分析-1
11--18周第7-8节

张博
相似理论与量测技术-1
3--10周第7-8节
尹进步

水文遥感-1
7--7周第7-8节
张智韬

第9-10节
19:30--21:20

农业工程专论-1
4--4周第9-10节
胡笑涛

农业工程专论-1
7--12周第9-10节
胡笑涛

水利工程专论-1
4--4周第9-10节
朱德兰

水利工程专论-1
7--12周第9-10节
朱德兰

农业工程专论-1
4--4周第9-10节
胡笑涛

农业工程专论-1
6--12周第9-10节
胡笑涛

农业工程专论-1
6--6周第9-10节
胡笑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8313 教学楼名称: 8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高等混凝土结构学-1
11--18周第1-2节

张宁

紊流力学-1
11--18周第1-2节
王文娥

非线性科学理论与应用-1
11--13周第1-2节
宋松柏

水足迹与虚拟水概论-1
6--9周第1-2节
孙世坤

土壤水分溶质动力学-1
11--12周第1-2节
张富仓

第3-4节
10:10--12:00

高等混凝土结构学-1
15--18周第3-4节

张宁

高等混凝土结构学-1
15--18周第3-4节

张宁

紊流力学-1
11--18周第3-4节
王文娥

非线性科学理论与应用-1
11--13周第3-4节
宋松柏

水足迹与虚拟水概论-1
6--9周第3-4节
孙世坤

土壤水分溶质动力学-1
11--12周第3-4节
张富仓

第5-6节
14:00--15:50

水利工程数值分析C-1
12--19周第5-6节
李宗利

计算土力学-1
14--19周第5-6节
张爱军

第7-8节
16:00--17:50

水利工程数值分析C-1
12--19周第7-8节
李宗利

计算土力学-1
14--19周第7-8节
张爱军

第9-10节
19:30--21:20

土木工程进展-1
6--9周第9-10节
党进谦

土木工程进展-1
6--9周第9-10节
党进谦

水利工程专论-1
6--12周第9-10节
朱德兰

水利工程专论-1
4--4周第9-10节
朱德兰

水利工程专论-1
6--6周第9-10节
朱德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8314 教学楼名称: 8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10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1
7--14周第1-2节
李宏利刘全中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9
6--15周第1-2节

任峥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9
3--4周第1-2节
任峥

最优化技术与数学建模-1
11--18周第1-2节
何进荣
机器学习-1
6--10周第1-2节
何进荣
机器学习-1
2--4周第1-2节

算法分析与设计-1
11--18周第1-2节
梁春泉

嵌入式系统设计方法-1
2--4周第1-2节
杨斌徐杨

嵌入式系统设计方法-1
6--10周第1-2节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9
3--4周第1-2节
任峥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19
6--15周第1-2节

任峥

农业信息化进展-1
6--8周第1-2节
来智勇

农业信息化进展-1
2--4周第1-2节
来智勇

农业信息化进展-1
9--10周第1-2节
来智勇

第3-4节
10:10--12:00

人工神经网络与应用-1
6--15周第3-4节
何东健

面向对象软件分析与设计-1
3--4周第3-4节
赵建邦

面向对象软件分析与设计-1
6--11周第3-4节
赵建邦

最优化技术与数学建模-1
11--14周第3-4节
何进荣

人工神经网络与应用-1
6--7周第3-4节
何东健

人工神经网络与应用-1
15--15周第3-4节

算法分析与设计-1
11--18周第3-4节
梁春泉

农业信息化进展-1
6--8周第3-4节
来智勇

农业信息化进展-1
2--4周第3-4节
来智勇

农业信息化进展-1
9--10周第3-4节
来智勇

第5-6节
14:00--15:50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2
6--12周第5-6节
何建强

计算土力学-1
14--19周第5-6节
张爱军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0
3--4周第5-6节
任峥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0
6--15周第5-6节

任峥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0
3--4周第5-6节
任峥

专业学位硕士英语-20
6--15周第5-6节

任峥

第7-8节
16:00--17:50

计算土力学-1
14--19周第7-8节
张爱军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2
6--12周第7-8节
何建强

第9-10节
19:30--21:20

组合数学-1
13--18周第9-10节

耿耀君
软件体系结构-1
6--11周第9-10节
聂艳明

软件体系结构-1
3--4周第9-10节

组合数学-1
13--17周第9-10节

耿耀君

组合数学-1
13--17周第9-10节

耿耀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N8T10 教学楼名称: 8号教学楼 教室容量: 24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7
4--4周第1-2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7
2--2周第1-2节
方建斌

第3-4节
10:10--12: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7
2--2周第3-4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7
4--4周第3-4节
方建斌

第5-6节
14:00--15:50

积分变换与数理方程-1
12--19周第5-6节
王经民

场论与复变函数-1
2--4周第5-6节
王经民

场论与复变函数-1
6--10周第5-6节

数值分析-1
2--4周第5-6节
郭佳

数值分析-1
6--10周第5-6节

郭佳

积分变换与数理方程-1
12--19周第5-6节
王经民

场论与复变函数-1
6--10周第5-6节
王经民

场论与复变函数-1
2--4周第5-6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8
2--4周第5-6节
方建斌

工程计算程序设计-1
12--17周第5-6节
马孝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7
6--7周第5-6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7
3--3周第5-6节
方建斌

第7-8节
16:00--17:50

数值分析-1
2--4周第7-8节
郭佳

数值分析-1
6--10周第7-8节

郭佳

积分变换与数理方程-1
12--19周第7-8节
王经民

场论与复变函数-1
6--10周第7-8节
王经民

场论与复变函数-1
2--4周第7-8节

工程计算程序设计-1
12--17周第7-8节
马孝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8
2--4周第7-8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7
3--3周第7-8节
方建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7
6--7周第7-8节
方建斌

第9-10节
19:30--21: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信息学院机房 教学楼名称: 信息学院 教室容量: 25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第3-4节
10:10--12:00

机器学习-1
6--10周第3-4节
何进荣

最优化技术与数学建模-1
15--18周第3-4节
何进荣
机器学习-1
2--4周第3-4节

嵌入式系统设计方法-1
2--4周第3-4节
杨斌徐杨

嵌入式系统设计方法-1
6--10周第3-4节
杨斌徐杨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1
12--14周第3-4节
李宏利刘全中

第5-6节
14:00--15:50

面向对象软件分析与设计-1
3--4周第5-6节
赵建邦

面向对象软件分析与设计-1
6--11周第5-6节
赵建邦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1
7--11周第5-6节
李宏利刘全中

第7-8节
16:00--17:50

云计算-1
13--18周第7-8节

刘斌
LINUX程序设计-1
6--10周第7-8节
于建涛

LINUX程序设计-1
2--4周第7-8节

第9-10节
19:30--21:20

软件体系结构-1
6--11周第9-10节
聂艳明

软件体系结构-1
3--4周第9-10节
聂艳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年度秋季学期课表
教室名称: 图书馆机房 教学楼名称: 图书馆 教室容量: 100

星期一
节次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1-2节
08:00--09:50

第3-4节
10:10--12:00

第5-6节
14:00--15:50

文献检索-1
6--9周第5-6节
钟云志

第7-8节
16:00--17:50

第9-10节
19:30--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