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考试教室 考试时间 副监考

流体力学A 三江楼附楼201 2021年12月28日(08:30-10:30) 白  玲

大学英语(I) 讲堂群302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白  玲 

电工电子学A(II) 三山楼408 2021年12月28日(14:30-16:30) 柏  金

军事理论 京江2号楼2210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岑旗钢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402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岑旗钢

机械设计基础B 讲堂群301 2021年12月27日(08:30-10:30) 陈  豪

能源与动力工程控制基础 京江2号楼2102 2021年12月30日(14:30-16:30) 陈  豪

军事理论 京江2号楼2205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戴礼明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415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戴礼明

能源与动力工程控制基础 京江2号楼2105 2021年12月30日(14:30-16:30) 董庆铭

大学英语(I) 三山楼303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董庆铭

高等数学A(I) 三江楼0701 2022年01月12日(09:00-11:00) 杜  敏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302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杜  敏

工程图学C 三山楼204 2022年01月10日(14:30-16:30) 范宝伟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409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范宝伟

大学物理A(II) 三山楼509 2021年12月29日(08:30-10:30) 冯永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山楼106 2021年12月30日(08:30-10:30) 冯永强

机械设计基础B 讲堂群301 2021年12月27日(08:30-10:30) 高  山

大学英语(I) 讲堂群201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高  山

电工电子学A(II) 三山楼208 2021年12月28日(14:30-16:30) 葛凤华

公差与检测技术 三山楼505 2021年12月31日(14:30-16:30) 郭培军

军事理论 三山楼306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韩  志

高等数学A(I) 三山楼403 2022年01月12日(09:00-11:00) 韩  志

军事理论 讲堂群202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韩新月

工程制图基础A 三山楼506 2022年01月14日(08:30-10:30) 韩新月

大学英语(I) 三山楼612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何思蓉

能动学院2021-2022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监考安排（集中考）

注：1）因教务处提供明细上教学班组成不能明确到每个考场，故监考老师
所在考场内不一定是自已班的学生，如有需要可与同名课程教室老师互换。
另此后如有新排的分散考试的监考安排将单独发给相关老师。
    2）此次监考安排考虑到学业导师行政工作繁忙或是监考时间冲突等原
因，部分工作量已转分给非学业导师（如：处于助理教学期的青年教师），
请大家理解。
    3）根据教务处规定，超过60人以上（不含60人）的教室安排了2名副监
考。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415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何思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山楼407 2021年12月30日(08:30-10:30) 胡自成

工程力学C 三山楼109 2021年12月31日(14:30-16:30) 胡自成

大学物理A(II) 三山楼307 2021年12月29日(08:30-10:30) 霍元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京江2号楼2208 2021年12月30日(08:30-10:30) 霍元平

工程力学B(I) 三山楼503 2021年12月31日(08:30-10:30) 霍元平

军事理论 京江2号楼2207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李  彬

工程图学C 三山楼308 2022年01月10日(14:30-16:30) 李  彬

高等数学A(I) 三山楼505 2022年01月12日(09:00-11:00) 李  彬

军事理论 讲堂群202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李  威

工程图学C 三山楼109 2022年01月10日(14:30-16:30) 李  威

高等数学A(I) 三山楼309 2022年01月12日(09:00-11:00) 李  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山楼310 2022年01月05日(08:30-10:30) 李  忠

概率统计 三山楼506 2022年01月06日(08:30-10:30) 李  忠

工程力学B(I) 三山楼302 2022年01月07日(08:30-10:30) 李  忠

工程热力学C 三山楼511 2021年12月29日(14:30-16:30) 李昌烽

能源与动力工程控制基础 京江2号楼2107 2021年12月30日(14:30-16:30) 李昌烽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304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李昌烽

工程材料及其成型基础 三江楼0807 2021年12月27日(08:30-10:30) 林  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京江2号楼2210 2021年12月30日(08:30-10:30) 林  丹

工程材料及其成型基础 三江楼0702 2021年12月27日(08:30-10:30) 刘  栋

大学物理A(II) 三山楼208 2021年12月29日(08:30-10:30) 刘  栋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203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刘  栋

流体机械原理 三江楼附楼301 2021年12月31日(08:30-10:30) 刘  顺

大学英语(I) 三山楼502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刘  顺

公差与检测技术 三山楼611 2021年12月31日(14:30-16:30) 龙  琳

大学英语(I) 三山楼306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龙  琳

工程力学B(I) 三山楼408 2021年12月31日(08:30-10:30) 卢青波

大学物理A(II) 三山楼106 2022年01月04日(08:30-10:30) 卢青波

大学英语(I) 三山楼107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卢永刚

流体力学A 京江2号楼2211 2021年12月28日(08:30-10:30) 鲁文杰

工程热力学A 京江2号楼2111 2021年12月30日(14:30-16:30) 鲁文杰

工程制图基础A 三山楼505 2022年01月14日(08:30-10:30) 鲁文杰

电工电子学A(II) 三山楼506 2021年12月28日(14:30-16:30) 陆金刚



军事理论 三山楼202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陆金刚

军事理论 京江2号楼2205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马  忠

工程图学C 三山楼306 2022年01月10日(14:30-16:30) 马  忠

能源与动力工程测试技术 京江2号楼2202 2021年12月27日(08:30-10:30) 倪  丹

大学物理A(II) 三江楼0805 2021年12月29日(08:30-10:30) 倪国松

工程图学C 三山楼312 2022年01月10日(14:30-16:30) 倪国松

电工电子学A(II) 三山楼505 2021年12月28日(14:30-16:30) 钱黎黎

传热学A 三江楼0801 2021年12月29日(14:30-16:30) 钱黎黎

工程热力学A 京江2号楼2204 2021年12月30日(14:30-16:30) 钱黎黎

军事理论 京江3号楼3103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乔  芬

高等数学A(I) 三山楼410 2022年01月12日(09:00-11:00) 乔  芬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504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乔  芬

流体机械原理 三江楼附楼401 2021年12月31日(08:30-10:30) 邵梓一

程序设计(C语言) 三山楼205 2022年01月13日(14:30-16:30) 邵梓一

工程材料及其成型基础 三江楼0811 2021年12月27日(08:30-10:30) 司占博

大学物理A(II) 三山楼407 2021年12月29日(08:30-10:30) 司占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江楼0707 2021年12月30日(08:30-10:30) 司占博

能源与动力工程控制基础 京江2号楼2106 2021年12月30日(14:30-16:30) 孙  芹

工程图学C 三山楼206 2022年01月10日(14:30-16:30) 唐爱坤

高等数学A(I) 三江楼0715 2022年01月12日(09:00-11:00) 唐爱坤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411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唐爱坤

电工电子学A(II) 三山楼308 2021年12月28日(14:30-16:30) 田加猛

军事理论 京江2号楼2210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田加猛

大学物理A(II) 三山楼319 2021年12月29日(08:30-10:30) 王  珏

军事理论 讲堂群203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王  珏

工程力学C 三山楼202 2021年12月31日(14:30-16:30) 王楚翘

军事理论 三山楼202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王楚翘

高等数学A(I) 三山楼312 2022年01月12日(09:00-11:00) 王东保

军事理论 京江3号楼3103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王会琴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501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王会琴

工程制图基础A 三山楼507 2022年01月14日(08:30-10:30) 王会琴

大学英语(I) 三江楼0504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王帅军

高等数学A(I) 三江楼0203 2022年01月12日(09:00-11:00) 王帅军

概率统计 三山楼208 2021年12月27日(14:30-16:30) 王艳南



大学英语(I) 三山楼407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王艳南

流体力学A 三江楼附楼301 2021年12月28日(08:30-10:30) 王迎慧

能源与动力工程控制基础 京江2号楼2108 2021年12月30日(14:30-16:30) 王迎慧

概率统计 三山楼513 2021年12月27日(14:30-16:30) 王贞涛

工程力学B(I) 三山楼502 2021年12月31日(08:30-10:30) 王贞涛

工程材料 三江楼0602 2021年12月28日(14:30-16:30) 翁俊桀

工程力学B(I) 三山楼411 2021年12月31日(08:30-10:30) 翁俊桀

大学物理A(II) 三山楼506 2021年12月29日(08:30-10:30) 谢  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京江2号楼2208 2021年12月30日(08:30-10:30) 谢  兴

高等数学A(I) 三山楼504 2022年01月12日(09:00-11:00) 徐伟幸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401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徐伟幸

流体力学A 三江楼附楼101 2021年12月28日(08:30-10:30) 玄铁民

能源与动力工程控制基础 京江2号楼2104 2021年12月30日(14:30-16:30) 玄铁民

大学物理A(II) 三山楼411 2021年12月29日(08:30-10:30) 杨  嵩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江楼0709 2021年12月30日(08:30-10:30) 杨  嵩

工程力学B(I) 三山楼413 2021年12月31日(08:30-10:30) 杨  嵩

工程热力学C 三山楼510 2021年12月29日(14:30-16:30) 于  凯

军事理论 京江2号楼2207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詹水清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401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詹水清

理论力学 三山楼317 2021年12月30日(14:30-16:30) 张  亮

大学英语(I) 三江楼0309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张  亮

能源与动力工程测试技术 京江2号楼2204 2021年12月27日(08:30-10:30) 张  敏

电工电子学A(II) 三山楼405 2021年12月28日(14:30-16:30) 张  敏

大学物理A(II) 三山楼513 2021年12月29日(08:30-10:30) 张  宁

工程图学C 三山楼314 2022年01月10日(14:30-16:30) 张  宁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209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张  宁

电工电子学A(II) 三山楼505 2021年12月28日(14:30-16:30) 张  倚

军事理论 三山楼306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张海燕

工程化学A 三江楼0405 2022年01月12日(14:30-16:30) 张海燕

军事理论 讲堂群203 2022年01月05日(14:30-15:40) 张彭岗

机械原理及设计B(II) 京江2号楼2106 2021年12月28日(08:30-10:30) 张永超

大学英语(I) 三山楼406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张永超

大学英语(I) 三江楼0304 2022年01月10日(08:30-10:30) 钟  珊

工程材料及其成型基础 三江楼0805 2021年12月27日(08:30-10:30) 周  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山楼505 2021年12月30日(08:30-10:30) 周  磊

工程材料及其成型基础 三江楼0809 2021年12月27日(08:30-10:30) 朱跃进

大学物理A(II) 三山楼317 2021年12月29日(08:30-10:30) 朱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