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 2017 春季 学期补考安排
2017 年 9 月 1 日（周五）
时间
考场

一考场
（1-317）

上午①8：00~9：40
政治（DK-43）
电气 5151 （4）
计算机 5152（5）
机制 5152（8）

上午②10：00~11：40
实用英语（JS-45）
电气 5151 （2）
计算机 5151（2）
机制 5151（11）

计算机 5151（6）
机制 5151（9）

下午①2：00~3：40

电气 5152 （3）
计算机 5152（4）
机制 5152（11）

32

二考场
（1-313）

实用英语（JS-54）
电气 5142 （3）
计算机 5141 （1）
机制 5141 （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DK-33）
电气 5131 （1）
电气 5132 （4）
电气 5133 （1）
电气 5134 （1）
机械制造工艺（JD-2）
机制 5131 （2）
机制 5132 （2）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JS-5）
商务 3151 （5）
商务 3152 （4）
电子商务（JS-37）
多媒体 3151 （3）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DK-39）
电气 5141 （13）
电气 5142 （15）
工厂供电（DK-30）
电气 3151 （2）

数字信号处理（DK-23）
信息 3151 （14）
信息 3152 （9）
接入 WAN（JS-10）
网络 3151 （7）

30

30
自动控制原理与调速系统（DK-35）
电气 3151 （21）
机械制造工艺（JD-27）
机制 3151 （3）
机制 3152 （2）
模具制造技术（JD-5）
模具 3151 （2）
28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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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计算机控制技术（DK-12）
电气 5131 （1）
电气 5132 （1）
电气 5133 （1）
电气 5134 （1）
就业指导
信息 3152 （1）
商务 3151 （1）
自动检测与转换技术（DK-16）
电气 3151（14）
模具技术基础（JD-18）
机制 3151 （8）
机制 3152 （2）

28
公差与测量技术（JD-14）
机制 5142 （14）
国际贸易（JS-31）
商务 3151 （3）
商务 3152 （3）
数控技术（JD-34）
机制 3151 （2）
机制 3152 （4）

30

29
数据库应用（JS-16）
计算机 5141 （16）
机械设计基础（JD-23）
机制 5141 （9）
机制 5142 （5）

公差与测量技术（JD-14）
机制 5141 （21）
C 语言程序设计（JS-12）
机制 5131 （1）
机制 5132 （2）
政治（DK-42）
信息 3152 （1）
过控 3151 （1）
网络技术与应用（JS-19）
多媒体 3151 （2）

直流调速系统 （DK-27）
电气 5131 （7）
电气 5133 （3）
电气 5134 （11）
物流管理（JS-36）
商务 3151 （5）
商务 3152 （4）

计算机 5151（3）
机制 5151（5）

27
电机与拖动（DK-24）
电气 5141 （7）
电气 5142 （16）
C#程序设计（JS-39）
计算机 5141 （6）
变频器及应用（DK-11）
电气 5131 （1）

工程材料（JD-28）
机制 5141 （11）
机制 5142 （7）
数控技术应用（JD-8）
机制 5131 （1）
机制 5132 （4）
计算机网络技术（JS-18）
信息 3151 （1）
信息 3152 （1）
Linux 操作系统（JS-3）
网络 3151 （5）

三考场
（1-305）

实用物理（DK-3）
电气 5151 （5）
计算机 5152（10）
机制 5152（5）
机械工学（JD-37）
电气 5142 （1）

计算机 5151 （4）
机制 5151（7）

33

28

四考场
（1-301）

应用数学（JS-64）
电气 5151（4）
计算机 5152（5）
机制 5152（7）

下午②4：00~5：40

30
电子商务概论（JS-38）
商务 3161 （13）
商务 3162 （14）

26

27

五考场
（1-302）

单片机控制技术（DK-29）
过控 3151 （9）
模具技术基础（JD-16）
数控 3151 （1）
基础会计（JS-24）
商务 3161 （9）
商务 3162 （9）
机械设计基础（JD-20）
数维 3161 （2）

机床夹具设计（JD-6）
机制 3152 （2）
过程控制系统（DK-19）
过控 3151 （10）
冲压工艺及冲模设计（JD-15）
模具 3151 （5）
模拟电子技术（DK-22）
信息 3161 （4）
信息 3162 （6）
30

数字电子技术（DK-6）
信息 3161 （22）
信息 3162 （7）

数控技术（JD-13）
电气 3151 （11）
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设计（JD-31）
模具 3151 （9）
经济学基础（JS-33）
商务 3161 （4）
商务 3162 （6）

27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DK-4）
电气 3161（22）
政治（DK-45）
机制 3162（8）

六考场
（1-306）

29
数字电子技术（DK-9）
电气 3161 （14）
工控 3161（15）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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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应用数学（JS-56）
网络 3161 （3）
软件 3161 （8）
数字媒体 3161 （2）
检测与转换技术（DK-17）
信息 3161 （2）
信息 3162 （5）
PLC 原理及应用（DK-8）
过控 3151 （3）

30
数据结构（JS-6）
网络 3161 （26）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JS-35）
数维 3161 （4）

七考场
（1-314）

工控 3161 （17）

30
检测技术及仪表（DK-40）
工控 3161 （12）
数据结构（JS-6）
软件 3161 （18）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DK-4）
工控 3161（30）

29

工程数学（JS-57）
电气 3161 （5）
职业素养
计算机 5131 （4）

23
应用数学（JS-61）
机制 3162 （8）
机制 3163 （2）
模具 3161 （1）
电工电子技术及应用（DK-38）
数维 3161 （10）

30

21

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 2017 春季 学期补考安排
2017 年 9 月 2 日（周六）
时间
考场

上午①8：00~9：40
实用英语（JS-50）
模具 3161 （19）

上午②10：00~11：40
机械制图及 CAD（JD-4）
机制 5151 （16）
Winform 程序设计（JS-14）
软件 3161 （7）

网络 3161（9）

一考场
（1-317）

28

二考场
（1-313）

实用英语（JS-50）
机制 3161 （12）

机械制图及 CAD（JD-4）
机制 5152 （25）

机制 3162（20）

三考场
（1-305）

四考场
（1-301）

五考场
（1-302）

实用英语（JS-50）
机制 3163 （13）
实用英语（JS-50）
软件 3161 （15）

33

25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JD-21）
机制 3162 （26）

30

机械制图及 CAD（JD-3）
机制 3161 （10）
机制 3162 （17）
27
机械制图及 CAD（JD-3）
机制 3163 （17）
数维 3161 （9）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JD-21）
模具 3161 （20）
数维 3161 （3）

28

工程力学（JD-32）
机制 3161 （32）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JS-13）
数字媒体 3161（17）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JD-21）
机制 3161 （15）
25

数字媒体 3161（13）

27

21

32
数维 3161（17）

电路基础（DK-32）
电气 5151 （15）
电气 5152 （3）
应用文写作（JS-66）
商务 3161 （4）
商务 3162 （5）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JS-13）
软件 3161 （19）
工厂供电（DK-31）
电气 5131 （2）

网络技术基础（JS-4）
网络 3161 （20）
机械制图及 CAD（JD-3）
模具 3161 （5）

商务 3162（19）

下午②4：00~5：40

实用语文（JS-65）
电气 5151 （1）
电气 5152 （1）
计算机 5152 （8） 机制 5151 （4）
机制 5152 （3）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JD-21）
机制 3163 （16）
23

32
实用英语（JS-50）
商务 3161 （13）

下午①2：00~3：40

32
工程力学（JD-32）
机制 3162 （25）

32

25
工程力学（JD-32）
机制 3163 （29）

26

26

29
工程力学（JD-32）
模具 3161 （20）
工程材料（JD-36）
数维 3161 （5）

23

25

制表：何思媛

注意事项：

1、表格内容为:补考课程+补考班级+补考人数。
2、考生参加考试时，必须持考试证件<图书卡>或二代身份证。
3、期末考试为上机考试或项目考核的课程补考仍为原考核形式，请在开学第 1 周到任课教师处报名考试。
4、参加体育、课程设计、实习实训课程补考的同学开学第 1 周在教务科报名后另行安排。
5、考场均设在 1 号楼三层。

教务科
2017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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