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线上授课信息一览表-第四周

上课校区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授课周次 星期 课节次 线上授课会议号

榆中校区 辐射生物效应 徐大鹏 1-17周全周 2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376-1338-6863
榆中校区 光学 李玉红 1-17周全周 2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880-5321-6998
榆中校区 核燃料化学 钱丽娟 2-16周双周 5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40057995640
榆中校区 核燃料化学 钱丽娟 1-17周全周 1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85931325708
榆中校区 计算物理 张硕 2-16周双周 5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 82715086230
榆中校区 计算物理 张硕 1-17周全周 2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 31389913817
榆中校区 理论力学 龙文辉 1-17周全周 1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860-1899-3941

榆中校区 理论力学 龙文辉 1-17周全周 3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942-5665-5451

榆中校区 理论力学 杨爱香 1-17周全周 2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613-1731-8702
榆中校区 量子力学 孙保元 1-17周全周 5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570-9505-6510
榆中校区 量子力学 牛一斐 1-17周全周 5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473-9183-8880
榆中校区 量子力学 顾怀强 1-17周全周 2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292-836-802
榆中校区 热力学统计物理学 顾怀强 1-17周全周 2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357-113-446

榆中校区 热力学统计物理学 Navid 
Abbasi 1-17周全周 2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843-2964-7287

榆中校区 工程制图 钱湘萍 1-14周全周 2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843-2964-7287
榆中校区 工程制图 刘军涛 1-14周全周 1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371-177-722
榆中校区 辐射化学与化工 何建刚 1-17周全周 3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595-3749-2167

榆中校区 化工原理 胡佩卓 1-17周全周 2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
96894928689

榆中校区 化工原理 胡佩卓 1-17周全周 4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994-3140-4490
榆中校区 精细化工 潘多强 1-17周全周 5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779738991
榆中校区 材料化学导论 靳强 1-17周全周 3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559-4271-6145
榆中校区 放射分析化学 史克亮 1-9周全周 1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821-4254-1146

榆中校区 放射分析化学 侯小琳 1-9周全周 3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331-8441-9096

榆中校区 放射分析化学 侯小琳 1-9周全周 5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707-5283-4577

榆中校区 放射性示踪与药物化
学

Pavle 
Mocilac

1-17周全周 4 下午56节 #TencentMeeting: 725-5310-7966

榆中校区 辐射测量与仪器 张世旭 1-9周全周 2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932-5943-2617
榆中校区 辐射测量与仪器 张世旭 1-9周全周 4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443-1865-3885

榆中校区 辐射防护 崔莹 1-17周全周 1 下午5、6
节

#腾讯会议：590-7794-2206

榆中校区 核安全文化 关兴彩 1-9周全周 3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942-9316-1338

榆中校区 核工程导论 陈亮 1-17周全周 2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
523 6125 2242

榆中校区 核工程导论 陈亮 2-16周双周 5 上午1、2
节

腾讯会议：
845 3330 2386

榆中校区 核燃料后处理工程 胡佩卓 1-17周全周 2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
96894928689

榆中校区 环境化学 钱丽娟 1-17周全周 5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40057995640

榆中校区 环境工程及环境影响
评价 郭艳玲 1-9周全周 4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484-2182-5474

榆中校区 环境工程及环境影响
评价 郭艳玲 1-9周全周 1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586-4375-1396

榆中校区 微机原理 兰长林 1-17周全周 3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  795  5701  6622
榆中校区 微机原理 钱湘萍 1-17周全周 2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  979 8599 9648
榆中校区 微机原理 王强 1-17周全周 3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888-5222-1576
榆中校区 生物化学 刘同环 1-9周全周 5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565-4853-4144
榆中校区 生物化学 刘同环 1-9周全周 2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846-6269-4919
榆中校区 化工制图 钱丽娟 1-12周全周 1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85931325708
榆中校区 电子学基础 王强 1-13周全周 3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547-4886-6568
榆中校区 电子学基础 王强 1-14周全周 1 上午34节
榆中校区 电子学基础 关兴彩 1-13周全周 3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415-5885-6549
榆中校区 电子学基础 关兴彩 1-14周全周 1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353-5617-6984
榆中校区 普通物理2/2 刘作业 1-17周全周 1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337-4280-4769
榆中校区 普通物理2/2 丁晶洁 2-16周双周 5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578-9875-4990
榆中校区 普通物理2/2 丁晶洁 1-17周全周 1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908-6360-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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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周次 星期 课节次 线上授课会议号

榆中校区 普通物理2/2 王集锦 1-17周全周 1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41524522292
榆中校区 数学物理方法 丁宝卫 1-17周全周 5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477-4139-6878
榆中校区 数学物理方法 丁宝卫 1-17周全周 2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467-9055-3528
榆中校区 数学物理方法 李博文 1-17周全周 5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843-4718-4616
榆中校区 数学物理方法 李博文 1-17周全周 3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306-5585-7908
榆中校区 数学物理方法B 陈林 1-17周全周 3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51693355452

城关校区东区 核安全文化 顾龙 1-12周全周 3 晚9-11节 #腾讯会议：925-6268-7193
城关校区东区 核医学物理 邱玺玉 1-12周全周 4 晚9-11节 腾讯会议：401-1513-7244
城关校区东区 辐射生物效应 徐大鹏 1-12周全周 2 晚9-11节 腾讯会议：328-5686-9449
城关校区东区 走近核科学技术 吴王锁 1-12周全周 2 晚9-11节 腾讯会议：622-4934-4291

榆中校区 兰大导读 吴王锁 4-12周全周 4 晚9-10节 腾讯会议：715-8825-5662
榆中校区 C语言及程序设计 张硕 4-18周双周 5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 377-3183-4281
榆中校区 C语言及程序设计 张硕 4-18周全周 2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 377-3183-4282
榆中校区 C语言及程序设计 张毅 4-18周双周 3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582-8247-9677
榆中校区 C语言及程序设计 张毅 4-18周全周 1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668-7142-3996
榆中校区 C语言及程序设计 丁晶洁 4-18周双周 5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574-4099-9490
榆中校区 C语言及程序设计 丁晶洁 4-18周全周 1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783-6688-5358
榆中校区 C语言及程序设计 张红强 4-18周双周 4 上午34节 #TencentMeeting: 827-2518-1645
榆中校区 C语言及程序设计 张红强 4-18周全周 1 下午78节 #TencentMeeting: 668-3058-4951
榆中校区 分析化学 刘同环 4-18周全周 5 晚9-11节 腾讯会议：86245592447
榆中校区 分析化学 刘同环 4-18周全周 2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57522841409
榆中校区 分析化学（化工） 史克亮 4-18周全周 3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545-2283-8766
榆中校区 分析化学（化工） 史克亮 4-18周全周 5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315-8068-1661
榆中校区 力学 杨爱香 4-18周全周 5 上午12节 腾讯会议：53545155143
榆中校区 力学 杨爱香 4-18周全周 2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40489171900
榆中校区 力学 沈洁 4-18周全周 3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473 6921 7494
榆中校区 力学 沈洁 4-18周全周 5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983 6057 9801
榆中校区 无机化学 陈愫文 4-18周全周 5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383-3940-4368
榆中校区 无机化学 陈愫文 4-18周全周 2 晚9-11节 腾讯会议：530-3609-5643
榆中校区 无机化学（化工） 潘多强 4-18周全周 5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978 2187 5279
榆中校区 无机化学（化工） 潘多强 4-18周全周 3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777 8794 9096

榆中校区 职业生涯规划
（1/4） 吴王锁 第4周 6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944-6768-5772（周期性会议）

榆中校区 普通物理(1/2) 祁中 4-18周全周 5 下午78节 腾讯会议：421-5240-1493
榆中校区 普通物理(1/2) 祁中 4-18周全周 3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969-321-662
榆中校区 普通物理(1/2) 沈洁 4-18周全周 5 下午56节 腾讯会议：899-1429-4699
榆中校区 普通物理(1/2) 沈洁 4-18周全周 3 上午34节 腾讯会议：589-8147-6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