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屯溪路校区硕士研究生课程表(2022.08-2023.01)

   星 期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
午

1  
2

032班 英语 主教301 原驰

020班、053班 英语 主教EPC 黄文娇
001班-012班 数理统计 西二108 刘源

042班-052班 矩阵理论 西二102 朱辉辉

013班-019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8 时军

012班 英语 西二108 凤群                                                                   

020班、053班 英语 主教EPC 黄文娇                                                                

017班-019班、032班-042班 数理统计 西二308 焦贤发                                            

043班-052班 数理统计 西二504 凌能祥                        

006班-011班 矩阵理论 西二102 倪郁东                   

042班-046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2 刘植

006班 英语 主教EPC 黄文娇                                

013班-016班 数理统计 西二102 刘源                                          

042班-052班 矩阵理论 西二108 朱辉辉                     

032班-036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8 时军

013班 英语 西二108 王海珍                                

014班 英语 西二303 李家玉                                                                                 
017班-019班、032班-042班 数理统计 西二410 焦贤发                                         

006班-011班 矩阵理论 西二102 倪郁东                   

042班-046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8 刘植

001班 英语 西二203 凤群                                       

002班 英语 西二205 李家玉                                  

005班 英语 西二509 张新生                                   

010班 英语 西二406 王海珍                                 

017班 英语 西二501 肖杨                                  

042班 英语 西二510 邹立新                                                                                             

043班-052班 数理统计 西二410 凌能祥                    

009班-012班 数值分析 西二508 时军

3  
4

033班 英语 主教EPC 黄文娇

013班-016班 数理统计 西二108 刘源

009班-012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8 时军

033班 英语 主教EPC 黄文娇                            

034班 英语 西二108 凤群                                                                  

035班 英语 西二410 原驰                                                                                                           

001班-005班 矩阵理论 西二102 倪郁东                  

047班-052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2 刘植                                 
037班-041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8 朱晓临

050班 英语 主教EPC 黄文娇                                  

001班-012班 数理统计 西二102 刘源                         

032-036班 矩阵理论 西二108 易戈                             

013班-019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8 时军

015班 英语 西二308 李家玉                           

043班 英语 西二108 王海珍                                                                                                               

001班-005班 矩阵理论 西二102 倪郁东                        

047班-052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8 刘植

009班 英语 西二403 凤群                                        

011班 英语 西二410 李家玉                                 

013班 英语 西二407 王海珍                                 

037班 英语 西二501 肖杨                                  

048班 英语 西二509 张新生                                

052班 英语 西二510 邹立新                                                                                   

032班-036班 矩阵理论 西二208 易戈                      

032班-036班 数值分析 西二508 时军                               

037班-041班 数值分析 西二208 朱晓临

下
午

5   
6

001班 英语 西二104 凤群

002班 英语 西二307 李家玉

003班 英语 主教313 肖杨

004班 英语 主教316 邹立新
005班 英语 主教424 张新生

006班 英语 主教EPC 黄文娇

007班 英语 西二406 原驰

008班 英语 西二501 黄娟

043班 英语 西二205 王海珍

049班 英语 西二507 李为山

012班-019班 矩阵理论 西二410 殷明

020班、032班-034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西二510 李才华

015班 英语 西二504 李家玉                                  

016班 英语 西二202 李为山                                    
017班 英语 西二506 肖杨                                                                                                      

018班 英语 主教302 张新生                                    

032班 英语 主教EPC 原驰                                    

036班 英语 西二305 李建英                               

051班 英语 西二507 黄娟                                                                                

012班-013班、041班-042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 西二102 曹钰                                       

009班-011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西二
510 李才华                                      

001班-004班 数值分析 西二208 郭清伟

003班 英语 西二509 肖杨                                      

012班 英语 西二305 凤群

041班 英语 西二102 李建英

044班 英语 西二510 黄娟

049班 英语 西二404 李为山                                                                                                    

047班 英语 西二501 原驰                                 

052班 英语 西二507 邹立新                                                           

001班-004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2 郭清伟

016班 英语 西二507 李为山                            
018班 英语 西二310 张新生                                                             

038班、039班 英语 西二404 李建英                                                                                

001班-003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西二410 曹钰                                       

004班-006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西二510 李勇

7   
8

009班 英语 西二104 凤群                                    

010班 英语 西二205 王海珍                            

011班 英语 西二307 李家玉                       

042班 英语 主教316 邹立新                                                                                                           

044班 英语 西二501 黄娟                                

045班 英语 西二507 李为山                             

046班 英语 主教313 肖杨                         

047班 英语 西二406 原驰                                                                              
048班 英语 主教424 张新生                                

050班 英语 主教EPC 黄文娇                                          

037班-041班 矩阵理论 西二410 李平

007班 英语 主教EPC 原驰                                  

008班 英语 西二507 黄娟                                                                                                                                                             

014班 英语 西二505 李家玉                               

019班 英语 西二204 李为山                             

037班 英语 西二506 肖杨                                

038班、039班 英语 西二305 李建英                                                                         

040班 英语 主教302 张新生                                                                 

005班-008班 数值分析 西二208 郭清伟

004班 英语 西二507 邹立新                                

034班 英语 西二305 凤群                               

035班 英语 西二501 原驰                           

036班 英语 西二102 李建英      

045班 英语 西二403 李为山                                                                                                                                                                   

046班 英语 西二509 肖杨                                   

051班 英语 西二510 黄娟                                                                                       

012班-019班 矩阵理论 西二202 殷明                     

037班-041班 矩阵理论 西二402 李平                                         

005班-008班 数值分析 西二102 郭清伟

019班 英语 西二507 李为山                           

040班 英语 西二307 张新生                                                                    

041班 英语 西二403 李建英

晚
9 
10 
11

035班-036班、051班-053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西二102 茆诗珍

043班-047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西二

102 茆诗珍                                         

048班-050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西二

108 武青

007班-008班、014班-015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西二102 曹钰

016班-019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西二

102 茆诗珍

037班-040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西二108 李勇

注：1、开课前可登录研究生培养处主页的栏目培养过程--课程管理中查询课表；（网址为：http://pyb.hfut.edu.cn/1716/list.htm）；
    2、上课周次：硕士英语（1—10周，每周两次课，每次连2节）；矩阵理论（1—10周，每周两次，每次连2节）；数理统计（1—8周，每周两次，每次连2节）；数值分析（11—18周，每周两次，每次连2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1—12周，每周一次，每次连3节）。
    3、一外为小语种的研究生报到后请与研究生培养处联系，联系电话：62901225，办公地点：屯溪路校区2号行政楼324室。EPC教室位于屯溪路校区主教7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