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级计算思维与人工智能基础实验期中考试安排（12月19日）

注意事项：1、考生在考试时带身份证，以便考试过程中验证身份 2、在考试前20分钟以班级为单位在计算机学院楼
西门前集合好，由工作人员带进考场 3.免修学生无需参加考试 

学院 班级 人数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经济管理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2021-01班 28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1,2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2021-02班 30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3,4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2021-01班 32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5,6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2021-02班 27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7,8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气类2021-01班 28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9,10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气类2021-02班 25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11,12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气类2021-03班 29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13,14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气类2021-04班 26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15,16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气类2021-05班 25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17,18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力学类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19,20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力学类2021-02班 28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21,22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力学类2021-03班 30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23,24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01班 30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25,26机房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类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27,28机房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类2021-02班 27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29-30机房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类2021-03班 28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31,32机房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类2021-04班 28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33,34机房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类2021-05班 26 12月19日上午8:00~8:50 计算机楼四层35,36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2021-03班 30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1,2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2021-04班 28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3,4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2021-05班 29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5,6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2021-06班 28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7,8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气类2021-06班 27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9,10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气类2021-07班 26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11,12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气类2021-08班 27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13,14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气类2021-09班 26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15,16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气类2021-10班 27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17,18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02班 30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19,20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03班 28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21,22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04班 29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23,24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05班 29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25,26机房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类2021-06班 28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27,28机房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类2021-07班 27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29-30机房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类2021-08班 28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31,32机房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类2021-09班 28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33,34机房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类2021-10班 29 12月19日上午9:00~9:50 计算机楼四层35,36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2021-07班 30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1,2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2021-08班 28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3,4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2021-09班 29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5,6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2021-10班 29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7,8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2021-01班 31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9,10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2021-02班 28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11,12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2021-03班 30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13,14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2021-04班 30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15,16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2021-05班 30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17,18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06班 30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19,20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07班 30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21,22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08班 28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23,24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09班 29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25,26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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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班级 人数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数学学院 数学类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27,28机房

数学学院 数学类2021-02班 28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29-30机房

数学学院 数学类2021-03班 28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31,32机房

孙越崎学院 越崎理科实验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33,34机房

孙越崎学院 越崎特色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上午10:00~10:50 计算机楼四层35,36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与贸易类2021-01班 36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1,2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与贸易类2021-02班 32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3,4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与贸易类2021-03班 31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5,6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与贸易类2021-04班 27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7,8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2021-06班 30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9,10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2021-07班 30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11,12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2021-08班 30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13,14机房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2021-09班 30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15,16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10班 29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17,18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11班 30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19,20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12班 30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21,22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13班 29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23,24机房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类2021-14班 29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25,26机房

数学学院 数学类2021-04班 28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27,28机房

数学学院 数学类2021-05班 28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29-30机房

数学学院 数学类2021-06班 27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31,32机房

孙越崎学院 越崎特色2021-02班 29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33,34机房

孙越崎学院 越崎文科实验2021-01班 30 12月19日上午11:00~11:50 计算机楼四层35,36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材料类2021-01班 30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1,2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材料类2021-02班 29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3,4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材料类2021-03班 29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5,6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材料类2021-04班 29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7,8机房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2021-01班 26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9,10机房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2021-02班 27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11,12机房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2021-03班 27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13,14机房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2021-04班 28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15,16机房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2021-05班 27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17,18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2021-01班 30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19,20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2021-02班 29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21,22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2021-03班 29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23,24机房

经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高水平运动队）2021-01班 16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25,26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测绘类2021-01班 27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27,28机房

建筑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2021-01班 25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29-30机房

建筑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2021-02班 25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31,32机房

建筑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2021-03班 25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33,34机房

建筑与设计学院 机械类2021-14班 35 12月19日下午12:30~13:20 计算机楼四层35,36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材料类2021-05班 28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1,2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材料类2021-06班 30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3,4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材料类2021-07班 29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5,6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物理学类2021-01班 30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7,8机房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2021-06班 28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9,10机房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2021-07班 28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11,12机房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2021-08班 29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13,14机房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2021-09班 28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15,16机房

化工学院 机械类2021-12班 35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17,18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测绘类2021-06班 26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19,20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测绘类2021-05班 26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21,22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测绘类2021-04班 26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23,24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测绘类2021-03班 24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25,26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测绘类2021-02班 25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27,28机房

建筑与设计学院 机械类2021-15班 34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29-30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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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班级 人数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建筑与设计学院 建筑类2021-01班 25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31,32机房

建筑与设计学院 建筑类2021-02班 25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33,34机房

建筑与设计学院 建筑类2021-03班 25 12月19日下午13:30~14:20 计算机楼四层35,36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物理学类2021-02班 29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1,2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物理学类2021-03班 29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3,4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物理学类2021-04班 30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5,6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2021-01班 30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7,8机房

材料与物理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2021-02班 30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9,10机房

化工学院 机械类2021-13班 34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11,12机房

化工学院 矿业类2021-12班 30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13,14机房

化工学院 矿业类2021-13班 28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15,16机房

化工学院 矿业类2021-14班 31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17,18机房

化工学院 矿业类2021-15班 33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19,20机房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21,22机房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2021-02班 29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23,24机房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德语2021-01班 20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25,26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27,28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2021-02班 29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29-30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2021-03班 29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31,32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2021-04班 29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33,34机房

环境与测绘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2021-05班 28 12月19日下午14:30~15:20 计算机楼四层35,36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01班 28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1,2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02班 29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3,4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03班 29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5,6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04班 28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7,8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05班 29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9,10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器人工程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11,12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器人工程2021-02班 28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13,14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15,16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02班 27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17,18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03班 28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19,20机房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2021-03班 29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21,22机房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2021-04班 29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23,24机房

人文与艺术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2021-01班 23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25,26机房

人文与艺术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2021-02班 25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27,28机房

人文与艺术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2021-03班 25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29-30机房

人文与艺术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2021-04班 25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31,32机房

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2021-01班 31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33,34机房

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2021-02班 29 12月19日下午15:30~16:20 计算机楼四层35,36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06班 28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1,2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07班 27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3,4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08班 27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5,6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09班 28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7,8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10班 26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9,10机房

矿业工程学院 矿业类2021-11班 28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11,12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04班 28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13,14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05班 28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15,16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06班 27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17,18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07班 26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19,20机房

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21,22机房

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2021-02班 29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23,24机房

人文与艺术学院 法学2021-01班 24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25,26机房

人文与艺术学院 法学2021-02班 27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27,28机房

人文与艺术学院 法学2021-03班 26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29-30机房

人文与艺术学院 音乐学2021-01班 29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31,32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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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班级 人数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2021-03班 31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33,34机房

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2021-04班 31 12月19日下午16:30~17:20 计算机楼四层35,36机房

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2021-05班 33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1,2机房

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2021-06班 33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3,4机房

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2021-03班 29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5,6机房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2021-01班 28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7,8机房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2021-02班 29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9,10机房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2021-03班 29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11,12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08班 28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13,14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09班 28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15,16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10班 28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17,18机房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2021-11班 28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19,20机房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2021-01班 30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21,22机房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2021-02班 30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23,24机房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2021-01班 31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27,28机房

重修1 重修1 29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29-30机房

重修2 重修2 31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31,32机房

重修3 重修3 30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33,34机房

重修4 重修4 27 12月19日下午17:30~18:20 计算机楼四层35,36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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