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农业大学 22材料化学1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1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分析化学实验/余林
梁/实
验:30/1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4/上课人数:20/22
材料化学1-2

-------------

分析化学实验/倪春
林/实
验:30/1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1/22
材料化学1-2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理
论:48/30102(1-12
周)/4302/上课人
数:67/22材料化学1-2

高等数学AⅡ*/方平/
理论:84/40102(1-14
周)/4104/上课人
数:116/22材料科学1-
2班,22材料化学1

3-5节

09:55-
12:05

分析化学实验/余林
梁/实
验:30/1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4/上课人数:20/22
材料化学1-2

-------------

分析化学实验/倪春
林/实
验:30/1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1/22
材料化学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无机化学Ⅱ*/余林梁/
理论:24/4030405(1-8
周)/4409/上课人
数:65/22材料化学1-2

分析化学*(双语)/张
声森/理
论:40/50304(1-10
周)/4402/上课人
数:61/22材料化学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理
论:48/10809(1-12
周)/4302/上课人
数:67/22材料化学1-2

高等数学AⅡ*/方平/
理论:84/20809(1-14
周)/4104/上课人
数:116/22材料科学1-
2班,22材料化学1

高等数学AⅡ*/方平/
理论:84/30809(1-14
周)/4104/上课人
数:116/22材料科学1-
2班,22材料化学1

10-12节

16:25-
18:35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实
验:16/11011(5-12
周)/DS416/上课人
数:33/22材料化学1

分析化学*(双语)/张
声森/理
论:40/21011(1-10
周)/4308/上课人
数:61/22材料化学1-2

思想道德与法治*/郑
萍/理论:48/31011(1-
16周)/4309/上课人
数:90/22材料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2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01112(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班,
22材料化学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01112(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52/22能源环境
1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材料化学1-2

形势与政策Ⅰ*/朱露/
理论:8/51011(5-8
周)/4503/上课人
数:210/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应用化学2班,22
材料化学1-2

13-15节

19:30-
21:4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申燕海/理
论:32/3131415(3-10
周)/4306/上课人
数:103/22木工1班,22
材料化学1-2

备注:材料化学前沿Ⅱ 张超群,郑文旭 2-5周 22材料化学1-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申燕海 11-14周 22木工1班,22材料化学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材料
化学1-2班,22制药工程2;



华南农业大学 22材料化学2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0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分析化学实验/倪春
林/实
验:30/1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1/22
材料化学1-2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理
论:48/30102(1-12
周)/4302/上课人
数:67/22材料化学1-2

高等数学AⅡ*/李泽
华/理论:84/40102(1-
14周)/4202/上课人
数:94/22数据科学1-2
班,22材料化学2

3-5节

09:55-
12:05

分析化学实验/倪春
林/实
验:30/1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1/22
材料化学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无机化学Ⅱ*/余林梁/
理论:24/4030405(1-8
周)/4409/上课人
数:65/22材料化学1-2

分析化学*(双语)/张
声森/理
论:40/50304(1-10
周)/4402/上课人
数:61/22材料化学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理
论:48/10809(1-12
周)/4302/上课人
数:67/22材料化学1-2

高等数学AⅡ*/李泽
华/理论:84/20809(1-
14周)/4204/上课人
数:94/22数据科学1-2
班,22材料化学2

高等数学AⅡ*/李泽
华/理论:84/30809(1-
14周)/6101/上课人
数:94/22数据科学1-2
班,22材料化学2

10-12节

16:25-
18:35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实
验:16/11011(5-12
周)/DS418/上课人
数:34/22材料化学2

分析化学*(双语)/张
声森/理
论:40/21011(1-10
周)/4308/上课人
数:61/22材料化学1-2

思想道德与法治*/郑
萍/理论:48/31011(1-
16周)/4309/上课人
数:90/22材料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2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01112(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班,
22材料化学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01112(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52/22能源环境
1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材料化学1-2

形势与政策Ⅰ*/朱露/
理论:8/51011(5-8
周)/4503/上课人
数:210/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应用化学2班,22
材料化学1-2

13-15节

19:30-
21:4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申燕海/理
论:32/3131415(3-10
周)/4306/上课人
数:103/22木工1班,22
材料化学1-2

备注:材料化学前沿Ⅱ 张超群,郑文旭 2-5周 22材料化学1-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申燕海 11-14周 22木工1班,22材料化学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材料
化学1-2班,22制药工程2;



华南农业大学 22应用化学1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1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理
论:48/10102(1-12
周)/4309/上课人
数:64/22应用化学1-2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科技文献检索*/刘伟
鹏/理论:24/30102(1-
12周)/4204/上课人
数:62/22应用化学1-2

3-5节

09:55-
12:05

分析化学*(双语)/刘
英菊/理
论:40/10304(1-10
周)/4613/上课人
数:61/22应用化学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分析化学*(双语)/刘
英菊/理
论:40/40304(1-10
周)/4402/上课人
数:61/22应用化学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分析化学实验/何良/
实
验:30/10809101112(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1/22
应用化学1-2

-------------

分析化学实验/余林
梁/实
验:30/10809101112(3
-6,8-9周)/材能-北
834/上课人数:20/22
应用化学1-2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梁艳影/理
论:64/20809(1-16
周)/4103/上课人
数:128/22应用化学1-
2班,22制药工程2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理
论:48/30809(1-12
周)/4302/上课人
数:64/22应用化学1-2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梁艳影/理
论:64/40809(1-16
周)/4303/上课人
数:128/22应用化学1-
2班,22制药工程2

形势与政策Ⅰ*/张春
苑/理论:8/50809(5-8
周)/4501/上课人
数:192/22木工[1-2]
班,22应用化学1班,22
制药工程[1-2]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10-12节

16:25-
18:35

分析化学实验/何良/
实
验:30/10809101112(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1/22
应用化学1-2

-------------

分析化学实验/余林
梁/实
验:30/10809101112(3
-6,8-9周)/材能-北
834/上课人数:20/22
应用化学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戴金玲/理
论:32/2101112(3-10
周)/4406/上课人
数:120/22应用化学1-
2班,22制药工程1-2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实
验:16/31011(5-12
周)/DS418/上课人
数:32/22应用化学1

思想道德与法治*/吴
佩婷/理
论:48/41011(1-16
周)/4105/上课人
数:91/22应用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1

13-15节

19:30-
21:40

无机化学Ⅱ*/何良/理
论:33/2131415(1-11
周)/4302/上课人
数:65/22应用化学1-2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31415(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4/22能源环境2
班,22应用化学1-2班,
22制药工程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31415(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54/22能源环境
2班,22应用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1-2

备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戴金玲 11-14周 22应用化学1-2班,22制药工程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应用化学1-2班,22制药工程1;



华南农业大学 22应用化学2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0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理
论:48/10102(1-12
周)/4309/上课人
数:64/22应用化学1-2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科技文献检索*/刘伟
鹏/理论:24/30102(1-
12周)/4204/上课人
数:62/22应用化学1-2

3-5节

09:55-
12:05

分析化学*(双语)/刘
英菊/理
论:40/10304(1-10
周)/4613/上课人
数:61/22应用化学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分析化学*(双语)/刘
英菊/理
论:40/40304(1-10
周)/4402/上课人
数:61/22应用化学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分析化学实验/何良/
实
验:30/10809101112(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1/22
应用化学1-2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梁艳影/理
论:64/20809(1-16
周)/4103/上课人
数:128/22应用化学1-
2班,22制药工程2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理
论:48/30809(1-12
周)/4302/上课人
数:64/22应用化学1-2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梁艳影/理
论:64/40809(1-16
周)/4303/上课人
数:128/22应用化学1-
2班,22制药工程2

10-12节

16:25-
18:35

分析化学实验/何良/
实
验:30/10809101112(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1/22
应用化学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戴金玲/理
论:32/2101112(3-10
周)/4406/上课人
数:120/22应用化学1-
2班,22制药工程1-2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李双娟/实
验:16/31011(5-12
周)/DS420/上课人
数:32/22应用化学2

思想道德与法治*/吴
佩婷/理
论:48/41011(1-16
周)/4105/上课人
数:91/22应用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1

形势与政策Ⅰ*/朱露/
理论:8/51011(5-8
周)/4503/上课人
数:210/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应用化学2班,22
材料化学1-2

13-15节

19:30-
21:40

无机化学Ⅱ*/何良/理
论:33/2131415(1-11
周)/4302/上课人
数:65/22应用化学1-2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31415(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4/22能源环境2
班,22应用化学1-2班,
22制药工程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31415(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54/22能源环境
2班,22应用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1-2

备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戴金玲 11-14周 22应用化学1-2班,22制药工程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应用化学1-2班,22制药工程1;



华南农业大学 22材料科学1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0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高等数学AⅡ*/方平/
理论:84/40102(1-14
周)/4104/上课人
数:116/22材料科学1-
2班,22材料化学1

3-5节

09:55-
12:05

材料科学基础Ⅰ*/刘
维/理论:33/10304(1
周)/4303/上课人
数:60/22材料科学1-2

材料科学基础Ⅰ*/刘
维/理
论:33/2030405(1-10
周)/4402/上课人
数:60/22材料科学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思想道德与法治*/彭
淑媛/理
论:48/40304(1-16
周)/4308/上课人
数:101/22材料科学1-
2班,22木工1

有机化学*/李春远/理
论:48/50304(1-12
周)/4303/上课人
数:11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基础化学实验Ⅱ(线上
线下)/周晓华/实
验:32/108091011(3-
6,8-10,12周)/DS833/
上课人数:30/22材料
科学1

高等数学AⅡ*/方平/
理论:84/20809(1-14
周)/4104/上课人
数:116/22材料科学1-
2班,22材料化学1

高等数学AⅡ*/方平/
理论:84/30809(1-14
周)/4104/上课人
数:116/22材料科学1-
2班,22材料化学1

10-12节

16:25-
18:35

基础化学实验Ⅱ(线上
线下)/周晓华/实
验:32/108091011(3-
6,8-10,12周)/DS833/
上课人数:30/22材料
科学1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01112(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班,
22材料化学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01112(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52/22能源环境
1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材料化学1-2

形势与政策Ⅰ*/朱露/
理论:8/51011(5-8
周)/4503/上课人
数:210/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应用化学2班,22
材料化学1-2

13-15节

19:30-
21:40

有机化学*/李春远/理
论:48/11314(1-12
周)/4305/上课人
数:11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何小芹/理
论:32/3131415(9-16
周)/4308/上课人
数:119/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备注: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Ⅱ 董汉武,胡航,梁业如 2-9周 22材料科学1-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何小芹 11-14周 22能源环境1-2班,22材料科学1-2;,思想道德与法
治  1-16周 22材料科学1-2班,22木工1;



华南农业大学 22材料科学2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1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高等数学AⅡ*/方平/
理论:84/40102(1-14
周)/4104/上课人
数:116/22材料科学1-
2班,22材料化学1

3-5节

09:55-
12:05

材料科学基础Ⅰ*/刘
维/理论:33/10304(1
周)/4303/上课人
数:60/22材料科学1-2

材料科学基础Ⅰ*/刘
维/理
论:33/2030405(1-10
周)/4402/上课人
数:60/22材料科学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思想道德与法治*/彭
淑媛/理
论:48/40304(1-16
周)/4308/上课人
数:101/22材料科学1-
2班,22木工1

有机化学*/李春远/理
论:48/50304(1-12
周)/4303/上课人
数:11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基础化学实验Ⅱ(线上
线下)/郭秀兰/实
验:32/108091011(3-
6,8-10,12周)/DS835/
上课人数:30/22材料
科学2

高等数学AⅡ*/方平/
理论:84/20809(1-14
周)/4104/上课人
数:116/22材料科学1-
2班,22材料化学1

高等数学AⅡ*/方平/
理论:84/30809(1-14
周)/4104/上课人
数:116/22材料科学1-
2班,22材料化学1

10-12节

16:25-
18:35

基础化学实验Ⅱ(线上
线下)/郭秀兰/实
验:32/108091011(3-
6,8-10,12周)/DS835/
上课人数:30/22材料
科学2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01112(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班,
22材料化学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01112(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52/22能源环境
1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材料化学1-2

形势与政策Ⅰ*/朱露/
理论:8/51011(5-8
周)/4503/上课人
数:210/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应用化学2班,22
材料化学1-2

13-15节

19:30-
21:40

有机化学*/李春远/理
论:48/11314(1-12
周)/4305/上课人
数:11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何小芹/理
论:32/3131415(9-16
周)/4308/上课人
数:119/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备注: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Ⅱ 董汉武,胡航,梁业如 2-9周 22材料科学1-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何小芹 11-14周 22能源环境1-2班,22材料科学1-2;,思想道德与法
治  1-16周 22材料科学1-2班,22木工1;



华南农业大学 22制药工程1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0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朱艳丽/理
论:64/10102(1-16
周)/4202/上课人
数:120/22能源环境1-
2班,22制药工程1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朱艳丽/理
论:64/30102(1-16
周)/4202/上课人
数:120/22能源环境1-
2班,22制药工程1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Ⅱ/倪春林/实
验:30/4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2/22
制药工程1-2

-------------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Ⅱ/刘维/实
验:30/4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4/上课人数:20/22
制药工程1-2

-------------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Ⅱ/熊亚红/实
验:30/4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5/上课人数:19/22
制药工程1-2

3-5节

09:55-
12:05

有机化学*/周琢强/理
论:48/10304(1-12
周)/4103/上课人
数:98/22能源环境2
班,22制药工程1-2

工程制图B*/姜焰鸣/
理论:48/20304(1-12
周)/4203/上课人
数:63/22制药工程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Ⅱ/倪春林/实
验:30/4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2/22
制药工程1-2

-------------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Ⅱ/刘维/实
验:30/4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4/上课人数:20/22
制药工程1-2

-------------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Ⅱ/熊亚红/实
验:30/4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5/上课人数:19/22
制药工程1-2

有机化学*/周琢强/理
论:48/50304(1-12
周)/4103/上课人
数:98/22能源环境2
班,22制药工程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工程制图B*/姜焰鸣/
理论:48/10809(1-12
周)/4202/上课人
数:63/22制药工程1-2

制药工程前沿/张耀
谋,王磊/理
论:16/30809(2-9
周)/4408/上课人
数:59/22制药工程1-2

形势与政策Ⅰ*/张春
苑/理论:8/50809(5-8
周)/4501/上课人
数:192/22木工[1-2]
班,22应用化学1班,22
制药工程[1-2]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10-12节

16:25-
18:3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戴金玲/理
论:32/2101112(3-10
周)/4406/上课人
数:120/22应用化学1-
2班,22制药工程1-2

思想道德与法治*/吴
佩婷/理
论:48/41011(1-16
周)/4105/上课人
数:91/22应用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1

13-15节

19:30-
21:40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31415(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4/22能源环境2
班,22应用化学1-2班,
22制药工程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31415(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54/22能源环境
2班,22应用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1-2

备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戴金玲 11-14周 22应用化学1-2班,22制药工程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应用化学1-2班,22制药工程1;



华南农业大学 22制药工程2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0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Ⅱ/倪春林/实
验:30/4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2/22
制药工程1-2

-------------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Ⅱ/熊亚红/实
验:30/4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5/上课人数:19/22
制药工程1-2

3-5节

09:55-
12:05

有机化学*/周琢强/理
论:48/10304(1-12
周)/4103/上课人
数:98/22能源环境2
班,22制药工程1-2

工程制图B*/姜焰鸣/
理论:48/20304(1-12
周)/4203/上课人
数:63/22制药工程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Ⅱ/倪春林/实
验:30/4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6/上课人数:22/22
制药工程1-2

-------------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Ⅱ/熊亚红/实
验:30/40102030405(3
-6,8-9周)/材能-北
835/上课人数:19/22
制药工程1-2

有机化学*/周琢强/理
论:48/50304(1-12
周)/4103/上课人
数:98/22能源环境2
班,22制药工程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工程制图B*/姜焰鸣/
理论:48/10809(1-12
周)/4202/上课人
数:63/22制药工程1-2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梁艳影/理
论:64/20809(1-16
周)/4103/上课人
数:128/22应用化学1-
2班,22制药工程2

制药工程前沿/张耀
谋,王磊/理
论:16/30809(2-9
周)/4408/上课人
数:59/22制药工程1-2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梁艳影/理
论:64/40809(1-16
周)/4303/上课人
数:128/22应用化学1-
2班,22制药工程2

形势与政策Ⅰ*/张春
苑/理论:8/50809(5-8
周)/4501/上课人
数:192/22木工[1-2]
班,22应用化学1班,22
制药工程[1-2]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10-12节

16:25-
18:3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戴金玲/理
论:32/2101112(3-10
周)/4406/上课人
数:120/22应用化学1-
2班,22制药工程1-2

思想道德与法治*/郑
萍/理论:48/31011(1-
16周)/4309/上课人
数:90/22材料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2

13-15节

19:30-
21:40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31415(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4/22能源环境2
班,22应用化学1-2班,
22制药工程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31415(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54/22能源环境
2班,22应用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1-2

备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戴金玲 11-14周 22应用化学1-2班,22制药工程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材料化学1-2班,22制药工程2;



华南农业大学 22木工1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42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木材学实验/孙瑾/实
验:32/101020304(5-7
周)/DS518/上课人
数:21/22木工1

-------------

木材学实验/孙瑾/实
验:32/101020304(5-7
周)/DS520/上课人
数:21/22木工1

-------------

木材学实验/孙瑾/理
论:32/101020304(8-
12周)//上课人
数:21/22木工1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木材学*/孙瑾/理
论:40/40102(1-10
周)/4305/上课人
数:42/22木工1

3-5节

09:55-
12:05

木材学实验/孙瑾/实
验:32/101020304(5-7
周)/DS518/上课人
数:21/22木工1

-------------

木材学实验/孙瑾/实
验:32/101020304(5-7
周)/DS520/上课人
数:21/22木工1

-------------

木材学实验/孙瑾/理
论:32/101020304(8-
12周)//上课人
数:21/22木工1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方平/理
论:64/20304(1-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8/22木工1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思想道德与法治*/彭
淑媛/理
论:48/40304(1-16
周)/4308/上课人
数:101/22材料科学1-
2班,22木工1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木材学*/孙瑾/理
论:40/20809(1-10
周)/4402/上课人
数:42/22木工1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方平/理
论:64/40809(1-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8/22木工1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形势与政策Ⅰ*/张春
苑/理论:8/50809(5-8
周)/4501/上课人
数:192/22木工[1-2]
班,22应用化学1班,22
制药工程[1-2]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10-12节

16:25-
18:35

木材基础化学Ⅱ*/关
丽涛,郭垂根/理
论:40/11011(8-17
周)/4401/上课人
数:44/22木工1

木材基础化学Ⅱ*/关
丽涛,郭垂根/理
论:40/21011(8-17
周)/4610/上课人
数:44/22木工1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3101112(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61/22旅游管理
[1-2]班,22木工1班,
22家具索菲亚班[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3101112(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61/22旅游管理
[1-2]班,22木工1班,
22家具索菲亚班[1-2]

13-15节

19:30-
21:4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申燕海/理
论:32/3131415(3-10
周)/4306/上课人
数:103/22木工1班,22
材料化学1-2

备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申燕海 11-14周 22木工1班,22材料化学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材料科学1-2班,22木工1;,专业认知实习 云虹 17周 22木工1;



华南农业大学 22能源环境1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0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朱艳丽/理
论:64/10102(1-16
周)/4202/上课人
数:120/22能源环境1-
2班,22制药工程1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朱艳丽/理
论:64/30102(1-16
周)/4202/上课人
数:120/22能源环境1-
2班,22制药工程1

3-5节

09:55-
12:05

工程制图B*/罗菊川/
理论:48/2030405(1-
16周)/4701/上课人
数:60/22能源环境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有机化学*/李春远/理
论:48/50304(1-12
周)/4303/上课人
数:11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思想道德与法治*/张
雨婷/理
论:48/20809(1-16
周)/4307/上课人
数:90/22能源环境[1-
2]班,22家具索菲亚班
1

基础化学实验Ⅱ/陈明
洁/实
验:32/308091011(3-
6,8-10,12周)/DS706/
上课人数:30/22能源
环境1

10-12节

16:25-
18:35

基础化学实验Ⅱ/陈明
洁/实
验:32/308091011(3-
6,8-10,12周)/DS706/
上课人数:30/22能源
环境1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01112(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班,
22材料化学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01112(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52/22能源环境
1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材料化学1-2

形势与政策Ⅰ*/朱露/
理论:8/51011(5-8
周)/4503/上课人
数:210/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应用化学2班,22
材料化学1-2

13-15节

19:30-
21:40

有机化学*/李春远/理
论:48/11314(1-12
周)/4305/上课人
数:112/22能源环境1
班,22材料科学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何小芹/理
论:32/3131415(9-16
周)/4308/上课人
数:119/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备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何小芹 11-14周 22能源环境1-2班,22材料科学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能源环境[1-2]班,22家具索菲亚班1;



华南农业大学 22能源环境2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0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朱艳丽/理
论:64/10102(1-16
周)/4202/上课人
数:120/22能源环境1-
2班,22制药工程1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朱艳丽/理
论:64/30102(1-16
周)/4202/上课人
数:120/22能源环境1-
2班,22制药工程1

3-5节

09:55-
12:05

有机化学*/周琢强/理
论:48/10304(1-12
周)/4103/上课人
数:98/22能源环境2
班,22制药工程1-2

工程制图B*/罗菊川/
理论:48/2030405(1-
16周)/4701/上课人
数:60/22能源环境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有机化学*/周琢强/理
论:48/50304(1-12
周)/4103/上课人
数:98/22能源环境2
班,22制药工程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思想道德与法治*/张
雨婷/理
论:48/20809(1-16
周)/4307/上课人
数:90/22能源环境[1-
2]班,22家具索菲亚班
1

基础化学实验Ⅱ(线上
线下)/刘海峰/实
验:32/308091011(3-
6,8-10,12周)/DS708/
上课人数:30/22能源
环境2

10-12节

16:25-
18:35

基础化学实验Ⅱ(线上
线下)/刘海峰/实
验:32/308091011(3-
6,8-10,12周)/DS708/
上课人数:30/22能源
环境2

形势与政策Ⅰ*/朱露/
理论:8/51011(5-8
周)/4503/上课人
数:210/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班,22应用化学2班,22
材料化学1-2

13-15节

19:30-
21:4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何小芹/理
论:32/3131415(9-16
周)/4308/上课人
数:119/22能源环境1-
2班,22材料科学1-2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31415(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4/22能源环境2
班,22应用化学1-2班,
22制药工程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4131415(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54/22能源环境
2班,22应用化学1-2
班,22制药工程1-2

备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何小芹 11-14周 22能源环境1-2班,22材料科学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能源环境[1-2]班,22家具索菲亚班1;



华南农业大学 22家具索菲亚班1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0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色彩/易欣,欧荣贤/理
论:32/102030405(1-8
周)/4801/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

色彩实训/易欣,欧荣
贤/实
验:32/102030405(9-
16周)/4801/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素描/易欣,欧荣贤/理
论:32/402030405(1-8
周)/4801/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

素描实训/易欣,欧荣
贤/实
验:32/402030405(9-
16周)/4801/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家具制图*/鲁群霞/理
论:32/502030405(1-8
周)/经管-101-01/上
课人数:60/22家具索
菲亚班[1-2]

3-5节

09:55-
12:05

色彩/易欣,欧荣贤/理
论:32/102030405(1-8
周)/4801/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

色彩实训/易欣,欧荣
贤/实
验:32/102030405(9-
16周)/4801/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方平/理
论:64/20304(1-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8/22木工1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素描/易欣,欧荣贤/理
论:32/402030405(1-8
周)/4801/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

素描实训/易欣,欧荣
贤/实
验:32/402030405(9-
16周)/4801/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家具制图*/鲁群霞/理
论:32/502030405(1-8
周)/经管-101-01/上
课人数:60/22家具索
菲亚班[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木材学实验/孙瑾/实
验:32/108091011(5-7
周)/DS520/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

木材学实验/孙瑾/理
论:32/108091011(8-
12周)//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思想道德与法治*/张
雨婷/理
论:48/20809(1-16
周)/4307/上课人
数:90/22能源环境[1-
2]班,22家具索菲亚班
1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方平/理
论:64/40809(1-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8/22木工1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形势与政策Ⅰ*/张春
苑/理论:8/50809(5-8
周)/4501/上课人
数:192/22木工[1-2]
班,22应用化学1班,22
制药工程[1-2]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10-12节

16:25-
18:35

木材学实验/孙瑾/实
验:32/108091011(5-7
周)/DS520/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

木材学实验/孙瑾/理
论:32/108091011(8-
12周)//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梁雅晶/理
论:32/2101112(3-10
周)/4402/上课人
数:61/22家具索菲亚
班[1-2]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3101112(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61/22旅游管理
[1-2]班,22木工1班,
22家具索菲亚班[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3101112(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61/22旅游管理
[1-2]班,22木工1班,
22家具索菲亚班[1-2]

13-15节

19:30-
21:40

木材学*/孙瑾/理
论:40/21314(1-10
周)/4306/上课人
数:61/22家具索菲亚
班[1-2]

木材学*/孙瑾/理
论:40/41314(1-10
周)/4401/上课人
数:61/22家具索菲亚
班[1-2]

备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梁雅晶 11-14周 22家具索菲亚班[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能源环境[1-2]班,22家具索菲亚班1;



华南农业大学 22家具索菲亚班2 班级课表

学期:2022-2023-2                  人数:30

        
星期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节

08:00-
09:25

色彩/易欣,欧荣贤/理
论:32/102030405(1-8
周)/4802/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

色彩实训/易欣,欧荣
贤/实
验:32/102030405(9-
16周)/4802/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体育Ⅱ板块4/(1,3-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16
周)

-------------

体育Ⅱ板块4/(1周)

-------------

体育Ⅱ板块4/(2-16
周)

-------------

体育Ⅱ板块4/(2周)

素描/易欣,欧荣贤/理
论:32/402030405(1-8
周)/4802/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

素描实训/易欣,欧荣
贤/实
验:32/402030405(9-
16周)/4802/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家具制图*/鲁群霞/理
论:32/502030405(1-8
周)/经管-101-01/上
课人数:60/22家具索
菲亚班[1-2]

3-5节

09:55-
12:05

色彩/易欣,欧荣贤/理
论:32/102030405(1-8
周)/4802/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

色彩实训/易欣,欧荣
贤/实
验:32/102030405(9-
16周)/4802/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方平/理
论:64/20304(1-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8/22木工1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大学英语Ⅱ板块
12/(1-16周)

素描/易欣,欧荣贤/理
论:32/402030405(1-8
周)/4802/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

素描实训/易欣,欧荣
贤/实
验:32/402030405(9-
16周)/4802/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家具制图*/鲁群霞/理
论:32/502030405(1-8
周)/经管-101-01/上
课人数:60/22家具索
菲亚班[1-2]

6-7节

12:40-
14:05

8-9节

14:30-
15:55

木材学实验/孙瑾/实
验:32/108091011(5-7
周)/DS518/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

木材学实验/孙瑾/理
论:32/108091011(8-
12周)//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高等数学BⅡ（理工
类）*/方平/理
论:64/40809(1-16
周)/4104/上课人
数:158/22木工1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形势与政策Ⅰ*/张春
苑/理论:8/50809(5-8
周)/4501/上课人
数:192/22木工[1-2]
班,22应用化学1班,22
制药工程[1-2]班,22
家具索菲亚班[1-2]

10-12节

16:25-
18:35

木材学实验/孙瑾/实
验:32/108091011(5-7
周)/DS518/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

木材学实验/孙瑾/理
论:32/108091011(8-
12周)//上课人
数:30/22家具索菲亚
班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梁雅晶/理
论:32/2101112(3-10
周)/4402/上课人
数:61/22家具索菲亚
班[1-2]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3101112(13-16
周)/4104/上课人
数:161/22旅游管理
[1-2]班,22木工1班,
22家具索菲亚班[1-2]

-------------

国家安全教育与军事
理论*/伍鹏/理
论:33/3101112(5-11
周)/单周/4104/上课
人数:161/22旅游管理
[1-2]班,22木工1班,
22家具索菲亚班[1-2]

13-15节

19:30-
21:40

木材学*/孙瑾/理
论:40/21314(1-10
周)/4306/上课人
数:61/22家具索菲亚
班[1-2]

思想道德与法治*/吴
佩婷/理
论:48/31314(1-16
周)/4207/上课人
数:90/22园林[3-4]
班,22家具索菲亚班2

木材学*/孙瑾/理
论:40/41314(1-10
周)/4401/上课人
数:61/22家具索菲亚
班[1-2]

备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梁雅晶 11-14周 22家具索菲亚班[1-2];,思想道德与法治  1-16周 22园林[3-4]班,22家具索菲亚班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