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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

师意见

2015111994 麦海提·纳曼 铁路规章 交通运输经济 同意

2018117865 傅馨苇 通用安全技术与职业健康 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 未通过

2019111326 赵恒睿 电工技术B 现代制造系统 同意

2019117532 张宏基 电力系统分析A(含实验) 工程经济学 同意

2019117532 张宏基 能量储存技术概论 电力电子技术A(含实验) 同意

2019117850 汉梓豪 安全系统工程 建筑防火 未通过

2020112977 喻高 铁路运输设备 人机工程 未通过

2020113353 苏宇轩 无机非金属材料制备方法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20115237 倪浩男 人力资源管理 线性代数B 同意

2020115428 朱霄洁 工程合同管理FIDIC 高等数学Ⅰ 同意

2020115573 赵程祎 财政学 高等数学Ⅰ 未通过

2020116209 许舒迪 金融市场学 德语国家与区域概况 同意

20123519 吕博文 公共行政学概论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概论 同意

20123519 吕博文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概论 公共行政学概论 同意

20123519 吕博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同意

20123519 吕博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政治思想史 同意

2015111994 麦海提·纳曼 交通运输经济 铁路规章 未通过

2016111353 晁子恒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燃料电池系统原理 同意

2016111353 晁子恒 燃料电池系统原理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同意

2016114497 艾山·玉森 社会心理学 心理学史 同意

2016114497 艾山·玉森 心理学史 社会心理学 同意

2017110009 徐若帆                                            形势与政策VⅠ 形势与政策Ⅳ 同意

2017110009 徐若帆                                            形势与政策Ⅳ 形势与政策VⅠ 同意

2017113336 胡磊                                              预测与决策方法 电路与电子技术基础 未通过

2017113336 胡磊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A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A 同意

2017113336 胡磊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A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A 同意

2017113336 胡磊                                              电路与电子技术基础 预测与决策方法 同意

2017113531 李孟闱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3-1 通用学术英语 未通过

2017113531 李孟闱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Ⅱ(外国园林史) 通用学术英语 同意

2017113531 李孟闱                                            通用学术英语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Ⅱ(外国园林史) 未通过

2017113531 李孟闱                                            通用学术英语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3-1 未通过

2017114880 许志文                                            实变函数 数学分析Ⅲ 同意

2017114880 许志文                                            数学分析Ⅲ 实变函数 同意

2017114880 许志文                                            高等代数Ⅰ 职场英语 同意

2017114880 许志文                                            职场英语 高等代数Ⅰ 未通过

2017116148 张涵                                              专题设计Ⅱ 图形设计 同意

2017116148 张涵                                              图形设计 专题设计Ⅱ 同意

2017116270 徐园鑫                                            西方音乐史Ⅰ 中外歌剧(音乐剧)唱段高阶训练 同意

2017116270 徐园鑫                                            中外歌剧(音乐剧)唱段高阶训练 西方音乐史Ⅰ 同意

2017117229 孙鹏                                              铁道工程经济学 铁道工程专业英语 同意

2017117229 孙鹏                                              铁道工程专业英语 铁道工程经济学 未通过

2017117769 李奕成                                            综合创新课程设计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接口技术（含实验）同意

2017117769 李奕成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接口技术（含实验）综合创新课程设计 同意

2018110408 冷宗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体育健康课程Ⅰ 同意

2018110408 冷宗谦 主题阅读：为兴趣而研究 能源互联网探讨 未通过

2018110408 冷宗谦 能源互联网探讨 主题阅读：为兴趣而研究 同意

2018110408 冷宗谦 体育健康课程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未通过

2018111640 杜志豪 工程热力学A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同意

2018111640 杜志豪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工程热力学A 同意

2018112594 李海龙 计算机图形学实验 数据挖掘 同意

2018112594 李海龙 数据挖掘 计算机图形学实验 同意

2018113812 张浩彧 建筑设计A5 建筑设计A3-2 同意

2018113812 张浩彧 建筑设计A3-2 建筑设计A5 同意

2018114322 黄露仪 大学物理AⅡ 材料成型加工技术基础 同意

2018114322 黄露仪 军事理论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同意

2018114322 黄露仪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军事理论 同意

2018114322 黄露仪 材料成型加工技术基础 大学物理AⅡ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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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5370 叶家贝 数据分析 实变函数 同意

2018115370 叶家贝 实变函数 数学分析Ⅰ 同意

2018115370 叶家贝 实变函数 数据分析 同意

2018115370 叶家贝 数学分析Ⅰ 实变函数 同意

2018115485 杨俊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3-2(居住区规划及景观设计全学风景园林规划设计1-2 同意

2018115485 杨俊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1-2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3-2(居住区规划及景观设计全学同意

2018117865 傅馨苇 安全系统工程 建筑防火 同意

2018117865 傅馨苇 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 通用安全技术与职业健康 同意

2018117865 傅馨苇 建筑防火 安全系统工程 同意

2019110311 范思危 材料力学 岩土工程专业课程设计 同意

2019110311 范思危 岩土工程专业课程设计 材料力学 同意

2019110482 孙启凡 结构力学AⅡ-B 工程结构维修与加固 同意

2019110482 孙启凡 工程结构维修与加固 结构力学AⅡ-B 同意

2019110539 江逸俊 岩土工程专业课程设计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同意

2019110539 江逸俊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岩土工程专业课程设计 同意

2019110881 李艾桦 结构力学AⅡ-B 土木工程造价计价与管理 同意

2019110881 李艾桦 土木工程造价计价与管理 结构力学AⅡ-B 未通过

2019110966 陈恺越 材料力学 岩土工程专业课程设计 同意

2019110966 陈恺越 岩土工程专业课程设计 材料力学 同意

2019111045 杨果清 系统工程 现代制造系统 同意

2019111045 杨果清 现代制造系统 系统工程 同意

2019111055 杨子烜 起重机电气控制系统 机械设计A 同意

2019111055 杨子烜 机械设计A 起重机电气控制系统 同意

2019111068 郭晶 起重机电气控制系统 机械设计A 同意

2019111068 郭晶 机械设计A 起重机电气控制系统 同意

2019111135 苏一格 建筑力学与结构Ⅱ 建筑设计原理 同意

2019111135 苏一格 建筑设计基础Ⅰ 外国建筑史 同意

2019111135 苏一格 建筑设计原理 建筑力学与结构Ⅱ 同意

2019111135 苏一格 外国建筑史 建筑设计基础Ⅰ 同意

2019111157 许琪 材料力学B 流体传动与控制(双语) 同意

2019111157 许琪 材料力学B 电子技术B 同意

2019111157 许琪 电子技术B 材料力学B 同意

2019111157 许琪 流体传动与控制(双语) 材料力学B 同意

2019111165 李腾飞 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B 车辆主动控制技术 同意

2019111165 李腾飞 车辆主动控制技术 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B 同意

2019111170 李明波 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B 车辆主动控制技术 同意

2019111170 李明波 传感器与检测仪器电路 轨道交通测试技术 同意

2019111170 李明波 车辆主动控制技术 电路分析与模拟电子技术B 同意

2019111170 李明波 轨道交通测试技术 传感器与检测仪器电路 同意

2019111189 李嘉荣 轨道交通概论 新能源混合动力系统设计 同意

2019111189 李嘉荣 新能源混合动力系统设计 轨道交通概论 同意

2019111194 卢睿娴 工程热力学A 城市能源系统 同意

2019111194 卢睿娴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空气洁净技术 同意

2019111194 卢睿娴 城市能源系统 工程热力学A 同意

2019111194 卢睿娴 空气洁净技术 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 同意

2019111326 赵恒睿 现代制造系统 电工技术B 同意

2019111367 何松林 通用学术英语 产品质量控制 未通过

2019111367 何松林 产品质量控制 通用学术英语 同意

2019111369 文成宇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信号分析与处理 同意

2019111369 文成宇 信号分析与处理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同意

2019111369 文成宇 传感器与检测仪器电路 轨道交通测试技术 同意

2019111369 文成宇 轨道交通测试技术 传感器与检测仪器电路 同意

2019111467 徐罗萌 系统工程 现代制造系统 同意

2019111467 徐罗萌 现代制造系统 系统工程 同意

2019111607 张子晔 刑事诉讼法学 宪法学 同意

2019111607 张子晔 宪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同意

2019111654 王柯涵 线性代数B 体育健康课程Ⅰ 同意

2019111654 王柯涵 电工技术B 机械设计A 同意

2019111654 王柯涵 体育健康课程Ⅰ 线性代数B 同意

2019111654 王柯涵 机械设计A 电工技术B 同意

2019111831 张昱隆 电力电子技术A(含实验) 电力系统分析A(含实验) 同意

2019111831 张昱隆 电力系统分析A(含实验) 电力电子技术A(含实验)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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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311 张馨元 计算机图形学 人工智能 同意

2019112311 张馨元 人工智能 计算机图形学 同意

2019112331 赵得先 软件设计模式 人机交互技术 同意

2019112331 赵得先 人机交互技术 软件设计模式 同意

2019112471 寇政 数字逻辑与计算机组成原理 通信电路 同意

2019112471 寇政 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基础Ⅰ 信号与系统A 同意

2019112471 寇政 通信电路 数字逻辑与计算机组成原理 同意

2019112471 寇政 信号与系统A 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基础Ⅰ 同意

2019112551 余豪 高等数学Ⅰ 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基础Ⅰ 同意

2019112551 余豪 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基础Ⅰ 高等数学Ⅰ 同意

2019112694 刘静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职场英语 同意

2019112694 刘静 职场英语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未通过

2019113038 何金源 数学物理方法B 工程数值分析及实验 同意

2019113038 何金源 工程数值分析及实验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19113040 胡腾尧 区域规划概论 城乡基础设施规划 同意

2019113040 胡腾尧 城乡基础设施规划 区域规划概论 同意

2019113056 蔡季彬 建筑力学与结构Ⅱ 建筑设计原理 同意

2019113056 蔡季彬 建筑设计原理 建筑力学与结构Ⅱ 同意

2019113085 钟琬怡 欧洲文化入门 基础阅读 同意

2019113085 钟琬怡 基础阅读 欧洲文化入门 同意

2019113239 陈炜嘉 摄影基础 绘画创作与实践 同意

2019113239 陈炜嘉 绘画创作与实践 摄影基础 同意

2019113252 刘依云 摄影基础 绘画创作与实践 同意

2019113252 刘依云 绘画创作与实践 摄影基础 同意

2019113288 詹丽凝 生医专业导论 医疗器械及其材料生产工艺 同意

2019113288 詹丽凝 医疗器械及其材料生产工艺 生医专业导论 同意

2019113293 王博文 材料成型加工技术基础 材料失效分析 同意

2019113293 王博文 材料CAE/CAM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19113293 王博文 材料失效分析 材料成型加工技术基础 同意

2019113293 王博文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材料CAE/CAM 同意

2019113294 韩帅 材料CAE/CAM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19113294 韩帅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材料CAE/CAM 同意

2019113351 廖景涛 电工技术A 材料焊接性 同意

2019113351 廖景涛 大学物理AⅡ 材料焊接性 同意

2019113351 廖景涛 材料焊接性 电工技术A 同意

2019113351 廖景涛 材料焊接性 大学物理AⅡ 同意

2019113391 王东烨 电工技术A 材料焊接性 同意

2019113391 王东烨 材料焊接性 电工技术A 同意

2019113405 洪宇涛 材料CAE/CAM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19113405 洪宇涛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材料CAE/CAM 同意

2019113415 梅鑫雨 材料CAE/CAM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19113415 梅鑫雨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材料CAE/CAM 同意

2019113428 黄思远 材料CAE/CAM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19113428 黄思远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材料CAE/CAM 同意

2019113454 于函冬 机械制图A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19113454 于函冬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机械制图A 同意

2019113461 于佳禾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设计(金属专业方向)轨道交通材料 同意

2019113461 于佳禾 轨道交通材料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设计(金属专业方向)同意

2019113464 康凯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材料腐蚀与防护 同意

2019113464 康凯 材料成型加工技术基础 材料失效分析 同意

2019113464 康凯 材料腐蚀与防护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同意

2019113464 康凯 材料失效分析 材料成型加工技术基础 同意

2019113466 梁涛 材料CAE/CAM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19113466 梁涛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设计(金属专业方向)轨道交通材料 同意

2019113466 梁涛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材料CAE/CAM 同意

2019113466 梁涛 轨道交通材料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设计(金属专业方向)同意

2019113474 黄文澳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设计(金属专业方向)物理化学A 同意

2019113474 黄文澳 物理化学A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设计(金属专业方向)同意

2019113489 王佳芮 材料CAE/CAM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19113489 王佳芮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材料CAE/CAM 同意

2019113521 付前阳 有机化学A 高分子工程实验 同意

2019113521 付前阳 高分子工程实验 有机化学A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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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3535 陈星宇 大学物理实验Ⅱ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19113535 陈星宇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设计(金属专业方向)轨道交通材料 同意

2019113535 陈星宇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大学物理实验Ⅱ 同意

2019113535 陈星宇 轨道交通材料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设计(金属专业方向)同意

2019113548 丁家龙 理论力学B 材料焊接性 同意

2019113548 丁家龙 材料焊接性 理论力学B 同意

2019113745 安宇宸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理论力学C 同意

2019113745 安宇宸 理论力学C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同意

2019113748 李一珉 火灾探测与报警系统 大学物理BⅡ 同意

2019113748 李一珉 大学物理BⅡ 火灾探测与报警系统 同意

2019113796 邬代林 工程地质数值分析及计算方法 土质土力学 未通过

2019113796 邬代林 土质土力学 工程地质数值分析及计算方法 同意

2019113899 柯振宇 计算机图形学实验 数据挖掘 同意

2019113899 柯振宇 数据挖掘 计算机图形学实验 同意

2019113902 宋宇航 晶体光学及光性矿物学 矿产资源经济学 同意

2019113902 宋宇航 矿产资源经济学 晶体光学及光性矿物学 同意

2019113958 冯栎潼 测量数据处理与综合分析课程设计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 同意

2019113958 冯栎潼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 测量数据处理与综合分析课程设计 同意

2019113975 许莹莹 专业外语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同意

2019113975 许莹莹 测量数据处理与综合分析课程设计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 同意

2019113975 许莹莹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 测量数据处理与综合分析课程设计 同意

2019113975 许莹莹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专业外语 未通过

2019113996 黄冠杰 数字图像处理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同意

2019113996 黄冠杰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 测绘法律法规与项目管理 同意

2019113996 黄冠杰 测绘法律法规与项目管理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 同意

2019113996 黄冠杰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数字图像处理 未通过

2019114001 马钰 建筑设计基础Ⅰ 城乡规划原理Ⅱ 同意

2019114001 马钰 城乡规划原理Ⅱ 建筑设计基础Ⅰ 同意

2019114019 倪正非 专业外语 大学物理实验Ⅱ 同意

2019114019 倪正非 测量数据处理与综合分析课程设计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 同意

2019114019 倪正非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 测量数据处理与综合分析课程设计 同意

2019114019 倪正非 大学物理实验Ⅱ 专业外语 同意

2019114021 沈文豪 专业外语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同意

2019114021 沈文豪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专业外语 未通过

2019114118 黄旭 飞行器结构设计 振动力学 同意

2019114118 黄旭 数学物理方法B 结构分析软件 同意

2019114118 黄旭 振动力学 飞行器结构设计 同意

2019114118 黄旭 结构分析软件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19114203 胡宇佳 礼仪与文化 德语二外Ⅱ 同意

2019114203 胡宇佳 德语二外Ⅱ 礼仪与文化 同意

2019114235 陈思宇 高等数学Ⅰ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19114235 陈思宇 数学物理方法B 高等数学Ⅰ 同意

2019114302 巨博闰 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02 巨博闰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2019114311 邹存远 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11 邹存远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2019114322 张括 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22 张括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2019114324 王子剑 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24 王子剑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2019114333 牛伟民 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33 牛伟民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2019114345 吕延新 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45 吕延新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2019114353 冯姿祎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信号处理 同意

2019114353 冯姿祎 数字信号处理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57 张曦 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57 张曦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2019114359 艾力西尔·阿卜杜艾尼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59 艾力西尔·阿卜杜艾尼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信号处理 同意

2019114359 艾力西尔·阿卜杜艾尼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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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4359 艾力西尔·阿卜杜艾尼数字信号处理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68 孙喆 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68 孙喆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2019114379 李申奥 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79 李申奥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2019114383 吉锦辉 通信原理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383 吉锦辉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通信原理 同意

2019114423 阿卜杜萨拉木·阿卜杜克热木数字电子技术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423 阿卜杜萨拉木·阿卜杜克热木通信原理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同意

2019114423 阿卜杜萨拉木·阿卜杜克热木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通信原理 同意

2019114423 阿卜杜萨拉木·阿卜杜克热木项目导向专业课程BII-光电检测及无损评估方向数字电子技术 同意

2019114464 夏江伟 数学物理方法B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AII-量子信息方向 同意

2019114464 夏江伟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AII-量子信息方向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19114499 尹烁 数学物理方法B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AII-智能检测与控制方向同意

2019114499 尹烁 固体物理A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未通过

2019114499 尹烁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AII-智能检测与控制方向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19114499 尹烁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固体物理A 同意

2019114500 梁桓辅 数学物理方法B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AII-量子信息方向 同意

2019114500 梁桓辅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AII-量子信息方向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19114511 徐吉 数学物理方法B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AII-智能检测与控制方向同意

2019114511 徐吉 项目导向专业课程AII-智能检测与控制方向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19114564 罗劲杰 计算物理基础 普通物理-光学 同意

2019114564 罗劲杰 普通物理-光学 计算物理基础 同意

2019114576 景维民 计算物理基础 量子力学A 同意

2019114576 景维民 量子力学A 计算物理基础 同意

2019114633 陈俊南 数值分析 动力系统初步 未通过

2019114633 陈俊南 动力系统初步 数值分析 同意

2019114633 陈俊南 实变函数 抽象代数 同意

2019114633 陈俊南 抽象代数 实变函数 同意

2019114637 黄畅 概率论 数学分析Ⅲ 同意

2019114637 黄畅 数学分析Ⅲ 概率论 同意

2019114712 杨焓 常微分方程 非参数统计 同意

2019114712 杨焓 非参数统计 常微分方程 同意

2019114729 吉曦 数学分析Ⅲ 非参数统计 同意

2019114729 吉曦 非参数统计 数学分析Ⅲ 同意

2019114953 党松涛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同意

2019114953 党松涛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同意

2019114965 杨朝东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同意

2019114965 杨朝东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同意

2019114970 游仕煜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同意

2019114970 游仕煜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 同意

2019115573 索菲娅 模拟法庭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同意

2019115573 索菲娅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模拟法庭 同意

2019115587 韩青汝 合同法 交通运输法实务 同意

2019115587 韩青汝 交通运输法实务 合同法 同意

2019115587 韩青汝 交通运输法实务 人权法 同意

2019115587 韩青汝 人权法 交通运输法实务 同意

2019115645 何建波 交通运输法实务 人权法 同意

2019115645 何建波 人权法 交通运输法实务 同意

2019115661 段禹宣 刑事侦查学 外国法制史A 同意

2019115661 段禹宣 外国法制史A 刑事侦查学 同意

2019115669 韩萍 刑事侦查学 外国法制史A 同意

2019115669 韩萍 外国法制史A 刑事侦查学 同意

2019115670 李俞霆 刑事侦查学 外国法制史A 同意

2019115670 李俞霆 外国法制史A 刑事侦查学 同意

2019115673 沈含 刑事侦查学 外国法制史A 同意

2019115673 沈含 外国法制史A 刑事侦查学 同意

2019115675 李姗姗 刑事侦查学 外国法制史A 同意

2019115675 李姗姗 外国法制史A 刑事侦查学 同意

2019115768 何彦毅 广告摄影 广告法律与法规 同意

2019115768 何彦毅 广告法律与法规 广告摄影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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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5813 李浩然 广告摄影 广告法律与法规 同意

2019115813 李浩然 广告法律与法规 广告摄影 同意

2019115852 王茂轩 数据可视化 中国音乐史Ⅰ 同意

2019115852 王茂轩 中国音乐史Ⅰ 数据可视化 同意

2019115961 索贝宁 西方音乐史Ⅰ 中外歌剧(音乐剧)唱段高阶训练 同意

2019115961 索贝宁 中外歌剧(音乐剧)唱段高阶训练 西方音乐史Ⅰ 同意

2019115976 王添翼 计算机音乐 英语Ⅰ（艺术类） 同意

2019115976 王添翼 英语Ⅰ（艺术类） 计算机音乐 同意

2019115992 郭嘉炜 西方音乐史Ⅰ 中外歌剧(音乐剧)唱段高阶训练 同意

2019115992 郭嘉炜 中外歌剧(音乐剧)唱段高阶训练 西方音乐史Ⅰ 同意

2019116225 李孟遥 法语高级视听说 法语中级视听Ⅰ 同意

2019116225 李孟遥 高级法语Ⅰ 法语学术论文写作与信息处理 同意

2019116225 李孟遥 法语中级视听Ⅰ 法语高级视听说 同意

2019116225 李孟遥 法语学术论文写作与信息处理 高级法语Ⅰ 同意

2019117031 王楠 大学生心理健康 结构力学AⅡ-B 同意

2019117031 王楠 结构力学AⅡ-B 大学生心理健康 同意

2019117293 李雨航 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 结构力学D 同意

2019117293 李雨航 铁路工程计量与计价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工程 同意

2019117293 李雨航 结构力学D 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 同意

2019117293 李雨航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工程 铁路工程计量与计价 同意

2019117451 张恒 机械原理 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 同意

2019117451 张恒 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 机械原理 同意

2019117532 张宏基 电力电子技术A(含实验) 能量储存技术概论 同意

2019117532 张宏基 工程经济学 电力系统分析A(含实验) 同意

2019117537 李唯 工程力学C 电力系统分析B(含实验) 同意

2019117537 李唯 电力系统分析B(含实验) 工程力学C 同意

2019117850 汉梓豪 建筑结构抗火设计 火灾调查 未通过

2019117850 汉梓豪 火灾调查 建筑结构抗火设计 未通过

2019117850 汉梓豪 建筑防火 安全系统工程 未通过

2020110471 黄嘉驹 概率论 数学分析Ⅲ 同意

2020110471 黄嘉驹 数学分析Ⅲ 概率论 同意

2020110483 张裕城 理论力学B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未通过

2020110483 张裕城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理论力学B 同意

2020110914 张心雨 建筑设计基础Ⅰ 城乡规划原理Ⅱ 同意

2020110914 张心雨 城乡规划原理Ⅱ 建筑设计基础Ⅰ 同意

2020110967 阿旺晋美 轨道交通大型综合体建筑 结构力学AⅡ-B 同意

2020110967 阿旺晋美 结构力学AⅡ-B 轨道交通大型综合体建筑 同意

2020110988 林茜 轨道交通大型综合体建筑 结构力学AⅡ-B 同意

2020110988 林茜 结构力学AⅡ-B 轨道交通大型综合体建筑 同意

2020110996 朵利加 轨道交通大型综合体建筑 结构力学AⅡ-B 同意

2020110996 朵利加 结构力学AⅡ-B 轨道交通大型综合体建筑 同意

2020112548 王成林 数据结构A 数字信号处理A 同意

2020112548 王成林 数字信号处理A 数据结构A 同意

2020112977 喻高 交通运输系统安全工程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A 同意

2020112977 喻高 人机工程 铁路运输设备 未通过

2020112977 喻高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A 交通运输系统安全工程 同意

2020112989 郑羿驰 建筑力学与结构Ⅱ 建筑设计原理 同意

2020112989 郑羿驰 建筑设计原理 建筑力学与结构Ⅱ 同意

2020112995 何睿洁 规划设计A-2(住区规划) 单体建筑设计B1-2 同意

2020112995 何睿洁 单体建筑设计B1-2 规划设计A-2(住区规划) 同意

2020113004 李沛键 建筑力学与结构Ⅱ 建筑设计原理 同意

2020113004 李沛键 建筑设计原理 建筑力学与结构Ⅱ 同意

2020113214 罗朗朗 模型基础 信息视觉设计 同意

2020113214 罗朗朗 信息视觉设计 模型基础 同意

2020113220 刘一凡 模型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0113220 刘一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模型基础 同意

2020113228 赵晨 交互设计 模型基础 同意

2020113228 赵晨 模型基础 交互设计 同意

2020113265 朱筱雅 交互设计 模型基础 同意

2020113265 朱筱雅 模型基础 交互设计 同意

2020113302 黄海怡 摄影基础 雕塑基础 同意

2020113302 黄海怡 雕塑基础 摄影基础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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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3353 苏宇轩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无机非金属材料制备方法 同意

2020113619 廖迪 建筑设计基础Ⅰ 城乡规划原理Ⅱ 同意

2020113619 廖迪 城乡规划原理Ⅱ 建筑设计基础Ⅰ 同意

2020113646 高德举 生物力学 生医专业导论 同意

2020113646 高德举 生医专业导论 生物力学 同意

2020113650 田甜 生物力学 生医专业导论 同意

2020113650 田甜 生医专业导论 生物力学 同意

2020113748 臧锐杰 轨道交通大型综合体建筑 结构力学AⅡ-B 同意

2020113748 臧锐杰 结构力学AⅡ-B 轨道交通大型综合体建筑 同意

2020113791 陈嘉惠 广告摄影 传播学概论 同意

2020113791 陈嘉惠 传播学概论 广告摄影 同意

2020113811 叶轩玮 测量数据处理与综合分析课程设计 工程制图 同意

2020113811 叶轩玮 工程制图 测量数据处理与综合分析课程设计 同意

2020113869 姚嘉 土质土力学 大学物理AⅡ 同意

2020113869 姚嘉 大学物理AⅡ 土质土力学 同意

2020113870 罗英豪 土质土力学 线性代数A 同意

2020113870 罗英豪 线性代数A 土质土力学 同意

2020113894 缪文馨 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 大学物理AⅡ 同意

2020113894 缪文馨 大学物理AⅡ 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 同意

2020113904 王驰 建筑设计A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0113904 王驰 建筑设计A3-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0113904 王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建筑设计A3-1 同意

2020113904 王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建筑设计A3-2 同意

2020114085 蔡堃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0114085 蔡堃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 同意

2020114502 虞杰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0114502 虞杰杰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0114506 杨明哲 数学物理方法B 近代物理实验Ⅱ 同意

2020114506 杨明哲 近代物理实验Ⅱ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20114514 谷秋蓉 数学物理方法B 近代物理实验Ⅱ 同意

2020114514 谷秋蓉 近代物理实验Ⅱ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20114516 肖金瑞 数学物理方法B 近代物理实验Ⅱ 同意

2020114516 肖金瑞 近代物理实验Ⅱ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20114527 龙佳荣 数学物理方法B 近代物理实验Ⅱ 同意

2020114527 龙佳荣 近代物理实验Ⅱ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20114529 唐靓宇 数学物理方法B 近代物理实验Ⅱ 同意

2020114529 唐靓宇 近代物理实验Ⅱ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20114621 杨书楷 数学物理方法B 量子力学A 未通过

2020114621 杨书楷 量子力学A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20114622 罗湘晖 数学物理方法B 量子力学A 同意

2020114622 罗湘晖 量子力学A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20114730 钱玥竹 数值分析 大学物理BⅡ 同意

2020114730 钱玥竹 数学建模方法及应用 常微分方程 同意

2020114730 钱玥竹 常微分方程 数学建模方法及应用 同意

2020114730 钱玥竹 大学物理BⅡ 数值分析 同意

2020114734 陈雪 数值分析 大学物理BⅡ 同意

2020114734 陈雪 数学建模方法及应用 常微分方程 同意

2020114734 陈雪 常微分方程 数学建模方法及应用 同意

2020114734 陈雪 大学物理BⅡ 数值分析 同意

2020114736 华美琳 数值分析 初等数论 同意

2020114736 华美琳 初等数论 数值分析 同意

2020114736 华美琳 数学建模方法及应用 常微分方程 同意

2020114736 华美琳 常微分方程 数学建模方法及应用 同意

2020115160 黄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同意

2020115160 黄锦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0115178 蒋添爱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体育健康课程Ⅰ 同意

2020115178 蒋添爱 体育健康课程Ⅰ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未通过

2020115237 倪浩男 线性代数B 人力资源管理 同意

2020115428 朱霄洁 高等数学Ⅰ 工程合同管理FIDIC 同意

2020115573 赵程祎 线性代数B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未通过

2020115573 赵程祎 高等数学Ⅰ 财政学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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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5573 赵程祎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线性代数B 同意

2020115598 吴雨非 社会调查方法 线性代数初步 未通过

2020115598 吴雨非 线性代数初步 社会调查方法 同意

2020115606 吴振辉 管理学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0115606 吴振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管理学原理 同意

2020115608 刘千督 社会调查方法 线性代数初步 未通过

2020115608 刘千督 线性代数初步 社会调查方法 同意

2020115648 金艺格 微观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 同意

2020115648 金艺格 公共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同意

2020115700 柯曙振 宪法与行政法学 应用统计 同意

2020115700 柯曙振 应用统计 宪法与行政法学 同意

2020115704 鞠松男 公共经济学 体育健康课程Ⅰ 同意

2020115704 鞠松男 体育健康课程Ⅰ 公共经济学 同意

2020115711 刘欣禾 高级英语AⅠ 综合英语AⅠ 同意

2020115711 刘欣禾 综合英语AⅠ 高级英语AⅠ 同意

2020115728 林欣悦 国际经济法学 商法学 同意

2020115728 林欣悦 商法学 国际经济法学 同意

2020115734 李孟璇 知识产权法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0115734 李孟璇 法理学 体育健康课程Ⅰ 同意

2020115734 李孟璇 体育健康课程Ⅰ 法理学 同意

2020115734 李孟璇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知识产权法学 同意

2020115778 周盛 国际经济法学 商法学 同意

2020115778 周盛 商法学 国际经济法学 同意

2020115808 吴鹏博 体育健康课程Ⅰ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未通过

2020115808 吴鹏博 政治学概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同意

2020115808 吴鹏博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体育健康课程Ⅰ 同意

2020115808 吴鹏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学概论 同意

2020115840 黄传坤 公共行政学概论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概论 同意

2020115840 黄传坤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概论 公共行政学概论 同意

2020115895 何思涵 数字视频后期制作(双语) 广告心理学 同意

2020115895 何思涵 广告心理学 数字视频后期制作(双语) 同意

2020115915 陆佳铭 心理学导论Ⅰ 新闻评论 同意

2020115915 陆佳铭 新闻评论 心理学导论Ⅰ 同意

2020115929 段丁予 交通公共政策 广告摄影 同意

2020115929 段丁予 广告摄影 交通公共政策 同意

2020115939 张淼儿 心理学导论Ⅰ 新闻评论 同意

2020115939 张淼儿 新闻评论 心理学导论Ⅰ 同意

2020115963 扎西罗布 数字视频后期制作(双语) 广告心理学 同意

2020115963 扎西罗布 广告摄影 广告图形创意 同意

2020115963 扎西罗布 广告心理学 数字视频后期制作(双语) 同意

2020115963 扎西罗布 广告图形创意 广告摄影 同意

2020116049 陈渝 刑事诉讼法学 宪法学 同意

2020116049 陈渝 宪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同意

2020116164 李露佳 国际私法学 宪法学 同意

2020116164 李露佳 宪法学 国际私法学 同意

2020116197 李文娟 广告学概论 广告摄影 同意

2020116197 李文娟 广告摄影 广告学概论 同意

2020116201 孔一棠 法语中级写作Ⅰ 高级法语Ⅰ 同意

2020116201 孔一棠 高级法语Ⅰ 法语中级写作Ⅰ 同意

2020116209 许舒迪 德语国家与区域概况 金融市场学 同意

2020116250 兰梦婷 广告学概论 广告摄影 同意

2020116250 兰梦婷 广告摄影 广告学概论 同意

2020117015 秦彦钦 材料力学BⅡ 茶文化与品位生活 同意

2020117015 秦彦钦 茶文化与品位生活 材料力学BⅡ 同意

2020117082 杨璐潼 城乡道路与交通规划Ⅱ 建筑设计基础Ⅰ 同意

2020117082 杨璐潼 建筑设计基础Ⅰ 城乡道路与交通规划Ⅱ 同意

2020117234 梁世华 工程力学 工程财务管理 同意

2020117234 梁世华 工程财务管理 工程力学 同意

2020117245 陈祥芮 工程力学 工程财务管理 同意

2020117245 陈祥芮 工程财务管理 工程力学 同意

2020117249 谢禧 工程力学 工程财务管理 同意

2020117249 谢禧 工程财务管理 工程力学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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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7254 石永强 工程力学 工程财务管理 同意

2020117254 石永强 工程财务管理 工程力学 同意

2020117408 魏新鹏 体育健康课程Ⅰ 工程材料及应用 同意

2020117408 魏新鹏 工程材料及应用 体育健康课程Ⅰ 同意

2020117521 万郭豪 单片机原理(含实验)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同意

2020117521 万郭豪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单片机原理(含实验) 同意

2020117589 陈方奕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体育健康课程Ⅰ 同意

2020117589 陈方奕 体育健康课程Ⅰ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未通过

2021110534 李长霖 材料力学A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意

2021110534 李长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材料力学AⅠ 同意

2021110733 朱家烨 高等代数Ⅰ 常微分方程 同意

2021110733 朱家烨 常微分方程 高等代数Ⅰ 同意

2021111060 刘晨雨 大学物理实验Ⅱ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1060 刘晨雨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大学物理实验Ⅱ 同意

2021111189 陈欣芮 法理学 通用学术英语 同意

2021111189 陈欣芮 通用学术英语 法理学 未通过

2021111220 吕欣然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工程力学C 同意

2021111220 吕欣然 工程力学C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同意

2021111231 文振兴 理论力学B 轨道交通概论 同意

2021111231 文振兴 轨道交通概论 理论力学B 同意

2021111432 张洋苗 大学物理BⅡ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1432 张洋苗 大学物理BⅡ 数据结构A 同意

2021111432 张洋苗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大学物理BⅡ 同意

2021111432 张洋苗 数据结构A 大学物理BⅡ 同意

2021111551 李京泽 高等数学Ⅱ 电工技术B 同意

2021111551 李京泽 电工技术B 高等数学Ⅱ 同意

2021111563 范佳棋 大学日语Ⅲ 计算机绘图 同意

2021111563 范佳棋 计算机绘图 大学日语Ⅲ 同意

2021111569 周一夫 高等数学Ⅱ 电工技术B 同意

2021111569 周一夫 电工技术B 高等数学Ⅱ 同意

2021111716 许阳普 轨道交通概论 三维设计与制图 同意

2021111716 许阳普 三维设计与制图 轨道交通概论 同意

2021112561 王熙彧 数字逻辑与计算机组成原理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2561 王熙彧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数字逻辑与计算机组成原理 同意

2021113163 王梓翕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A 同意

2021113163 王梓翕 数据结构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3202 张晟 基础乐理 体育Ⅲ 同意

2021113202 张晟 体育Ⅲ 基础乐理 同意

2021113435 冯援 电路与电子技术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3435 冯援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电路与电子技术 同意

2021113501 孙武周 大学物理BⅡ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3501 孙武周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大学物理BⅡ 同意

2021113506 王文静 数学分析Ⅰ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A 未通过

2021113506 王文静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A 数学分析Ⅰ 同意

2021113681 王珊 民法学Ⅰ 建筑设计A1-1 同意

2021113681 王珊 建筑设计A1-1 民法学Ⅰ 同意

2021113683 仝轲 建筑设计A1-1 生物医学基础 同意

2021113683 仝轲 生物医学基础 建筑设计A1-1 同意

2021113764 臧品源 建筑设计 大学日语Ⅲ 同意

2021113764 臧品源 大学日语Ⅲ 建筑设计 同意

2021113782 李源 版式与书籍设计 大学日语Ⅲ 同意

2021113782 李源 大学日语Ⅲ 版式与书籍设计 同意

2021113802 杨晨 建筑设计 大学日语Ⅲ 同意

2021113802 杨晨 大学日语Ⅲ 建筑设计 同意

2021113823 李宣 模型基础 英语议论文写作 同意

2021113823 李宣 形态设计 综合英语AⅢ 同意

2021113823 李宣 综合英语AⅢ 形态设计 同意

2021113823 李宣 英语议论文写作 模型基础 同意

2021113824 刘欣雨 建筑设计 大学日语Ⅲ 同意

2021113824 刘欣雨 大学日语Ⅲ 建筑设计 同意

2021113865 程千寻 体育Ⅲ 英语Ⅰ 同意

2021113865 程千寻 英语Ⅰ 体育Ⅲ 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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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3872 陈真 产品设计表达 大学日语Ⅲ 同意

2021113872 陈真 大学日语Ⅲ 产品设计表达 同意

2021113875 王铮 建筑设计 大学日语Ⅲ 同意

2021113875 王铮 大学日语Ⅲ 建筑设计 同意

2021113925 姜柯宇 构成基础 空间透视与建筑线描艺术 未通过

2021113925 姜柯宇 空间透视与建筑线描艺术 构成基础 同意

2021113929 张江平 插画 英语Ⅰ（艺术类） 同意

2021113929 张江平 英语Ⅰ（艺术类） 插画 同意

2021113944 曾思杰 插画 英语Ⅰ（艺术类） 同意

2021113944 曾思杰 英语Ⅰ（艺术类） 插画 同意

2021113974 何睿 机械制图A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21113974 何睿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机械制图A 同意

2021114015 李倪洲 常微分方程 解析几何 同意

2021114015 李倪洲 解析几何 常微分方程 同意

2021114062 刘子昂 电路与电子技术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4062 刘子昂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电路与电子技术 同意

2021114067 王彦博 理论力学B 数据结构A 同意

2021114067 王彦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焊接科学与工程 同意

2021114067 王彦博 数据结构A 理论力学B 同意

2021114067 王彦博 焊接科学与工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意

2021114104 何平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高等数学Ⅰ 同意

2021114104 何平洋 高等数学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同意

2021114168 任飞翔 有机化学A 机械制图A 同意

2021114168 任飞翔 机械制图A 有机化学A 同意

2021114180 郑博洋 机械制图A 材料科学基础AⅠ 同意

2021114180 郑博洋 材料科学基础AⅠ 机械制图A 同意

2021114215 曹佳鑫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A 同意

2021114215 曹佳鑫 数据结构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4340 张海森 电路与电子技术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4340 张海森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电路与电子技术 同意

2021114393 刘心草 高等代数Ⅰ 数学分析Ⅲ 同意

2021114393 刘心草 数学分析Ⅲ 高等代数Ⅰ 同意

2021114408 汪栋安 建筑防火 政治学原理 同意

2021114408 汪栋安 政治学原理 建筑防火 未通过

2021114506 谭双佑 理论力学B 理论力学B 同意

2021114506 谭双佑 理论力学B 理论力学B 未通过

2021114511 蒋瑞雪 高等代数Ⅰ 数学分析Ⅲ 同意

2021114511 蒋瑞雪 数学分析Ⅲ 高等代数Ⅰ 同意

2021114621 潘继宝 电路与电子技术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4621 潘继宝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电路与电子技术 同意

2021114686 赵梓翔 电路与电子技术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4686 赵梓翔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电路与电子技术 同意

2021114895 杨忍 通用学术英语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未通过

2021114895 杨忍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通用学术英语 未通过

2021114905 邢世林 数学物理方法B 大学日语Ⅲ 未通过

2021114905 邢世林 大学日语Ⅲ 数学物理方法B 同意

2021114988 费阳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大学物理MⅡ 同意

2021114988 费阳 大学物理MⅡ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5400 周靖杰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A 同意

2021115400 周靖杰 数据结构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5640 江昕阳 大学日语Ⅲ 生物化学B 同意

2021115640 江昕阳 生物化学B 大学日语Ⅲ 同意

2021115735 殷邈菲 高等数学CI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1115735 殷邈菲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高等数学CI 同意

2021115743 徐添添 高等数学CI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1115743 徐添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高等数学CI 同意

2021115760 罗扬 高等数学CI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1115760 罗扬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高等数学CI 同意

2021115765 周哲男 高等数学CI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1115765 周哲男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高等数学CI 同意

2021115768 杨力燃 高等数学CI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1115768 杨力燃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高等数学CI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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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5769 李子轩 高等数学CI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同意

2021115769 李子轩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高等数学CI 同意

2021115829 司峻宇 高等数学I 工程力学 同意

2021115829 司峻宇 工程力学 高等数学I 同意

2021115883 刘帅言 综合英语AⅢ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同意

2021115883 刘帅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综合英语AⅢ 同意

2021115902 金稼乐 社会心理学 大学物理与实验II 同意

2021115902 金稼乐 心理学导论Ⅰ 通用学术英语 同意

2021115902 金稼乐 通用学术英语 心理学导论Ⅰ 同意

2021115902 金稼乐 大学物理与实验II 社会心理学 同意

2021115935 杨昕玮 高等数学I 工程力学 同意

2021115935 杨昕玮 工程力学 高等数学I 同意

2021115952 胡骢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A 同意

2021115952 胡骢 数据结构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同意

2021116164 刘子墨 咨询心理学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未通过

2021116164 刘子墨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咨询心理学 未通过

2021116562 曹译丹 民法学Ⅰ 体育Ⅲ 同意

2021116562 曹译丹 体育Ⅲ 民法学Ⅰ 未通过

2021116642 周萱 微积分 通用学术英语 同意

2021116642 周萱 通用学术英语 微积分 同意

2021116646 刘丹阳 微积分 通用学术英语 同意

2021116646 刘丹阳 通用学术英语 微积分 同意

2021116692 赵怡然 民法学Ⅰ 体育Ⅲ 同意

2021116692 赵怡然 体育Ⅲ 民法学Ⅰ 未通过

2021116768 李欣 民法学Ⅰ 体育Ⅲ 同意

2021116768 李欣 外国法制史A 法理学 同意

2021116768 李欣 法理学 外国法制史A 同意

2021116768 李欣 体育Ⅲ 民法学Ⅰ 未通过

2021117085 陈宇欣 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作品选读Ⅰ 综合英语AⅢ 同意

2021117085 陈宇欣 综合英语AⅢ 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作品选读Ⅰ 同意

2021117139 王天乐 民法学Ⅰ 中级德语精读Ⅰ 同意

2021117139 王天乐 中级德语精读Ⅰ 民法学Ⅰ 同意

2021117143 刘雪娆 民法学Ⅰ 中级德语精读Ⅰ 同意

2021117143 刘雪娆 中级德语精读Ⅰ 民法学Ⅰ 同意

2021117271 翟芷萱 刑法学Ⅰ 中级德语语法Ⅰ 同意

2021117271 翟芷萱 法理学 德语口头交际Ⅱ 同意

2021117271 翟芷萱 中级德语语法Ⅰ 刑法学Ⅰ 同意

2021117271 翟芷萱 德语口头交际Ⅱ 法理学 同意

2021117313 梁婧迪 综合英语AⅠ 综合英语AⅢ 同意

2021117313 梁婧迪 综合英语AⅢ 综合英语AⅠ 同意

2021117315 李晴 法语中级口语交际Ⅰ 基础法语Ⅰ 同意

2021117315 李晴 基础法语Ⅰ 法语中级口语交际Ⅰ 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