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名称（课时）

课程负责人

适用班级

任课教师

土工材料试验*（70课时）

余训

路桥1801班

余训

工程岩土与地基基础*（64课时）
工程岩土与地基基础*（64课时）
工程岩土与地基基础*（64课时）

杨侣珍

公路设计技术*（70课时）

赵曦

路桥1801班.公造1803-1804班 杨侣珍
路管1801班.轨道1801-1802班 陈小薇
公造1801-1802班
陆勇

工程检测技术*（72课时）

路桥1801班

喻利芬

路桥1801班

彭益达

工程检测技术*（80课时）

易金华

工程检测技术*（80课时）
工程检测技术*（80课时）

路桥1806-1807班
路桥1808-1809班
路桥1810-1811班

王伟
王勇
郑丹

桥梁构造*（70课时）

路桥1801班

夏晓慧

桥梁构造*（70课时）
桥梁构造*（70课时）
桥梁构造*（70课时）
桥梁构造*（70课时）
桥梁构造*（70课时）
桥梁构造*（70课时）

路桥1802班.路桥1811班.路管1801班
曹曼红
夏晓慧
路桥1803-1805班
杨一希
路桥1806-1808班
马晶
路桥1809-1810班
刘昀
高铁1801-1803班
何佳
高铁1804班.轨道1801-1802班 刘俊

陆勇、王伟

18级

黄蓓蕾

公路工程施工组织设计*（48课时）

赵曦

公路工程施工组织设计*（48课时）

艾冰

公路施工技术
公路施工技术
公路施工技术
公路施工技术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64课时）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64课时）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64课时）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64课时）
铁路线路设计（60课时）
铁路线路设计（60课时）
高速铁路路基施工*（80课时）
高速铁路路基施工*（80课时）
高速铁路隧道施工*（80课时）
高速铁路隧道施工*（80课时）
高速铁路轨道施工*（64课时）
高速铁路轨道施工*（64课时）
公路工程病害处治*（64课时）

吴敏之

胡立卫

路桥1802-1804班

黄蓓蕾

路桥1805-1807班

赵曦

路桥1808-1811班
路桥1804-1805班
路桥1806班
路桥1807-1809班
路桥1810-1811班
路桥1804-1806班
路桥1807-1809班
路桥1810-1811班

艾冰
彭静
吴敏之
李颜艳
罗斌
罗育明
袁芳
谢永春

路管1801班.轨道1801-1802班 胡立卫
高铁1801-1803班
张鹏飞
张鹏飞
高铁1804班.轨道1801-1802班 曾博林
高铁1801-1803班
王巍
曾博林
高铁1804班
曾博林
高铁1801-1803班
陈军良
肖宏宇
高铁1804班
肖宏宇
高铁1801-1802班
肖宏宇
李航
高铁1803-1804班
李航
路管1801班
慕容明海
慕容明海

结构设计原理*（64课时）

陈天翔

港航1801班

直播时间

答疑时间

学习通https://zhibo.chaoxing.com/2514392 邀请码
周一10：30-11：30；周三14：30-15：30
周一11：30-12：00；周三15：30-16：00
GG58540;2、斗鱼直播，房间号是77038479
学习通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908685.html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908685.html
；斗鱼，房间号：7268291
周二、周四20：00-20：45
周二、周四20：40-21：10

工程检测技术*（80课时）

公路工程施工组织设计*（48课时）

直播平台地址

http://mooc1.chaoxing.com/c
周三15：30-16：15、周五9：00-9：45
周三16：15-16：45、周五9：45-10：15
学习通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181707.html
ourse/201181707.html
https://mooc1.chaoxing.com/ https://zhibo.chaoxing.com/2475327
course/205926327.html
周二、周四10：30-11：15
周二、周四11：15-11：45
http://i.mooc.chaoxing.com/space/index?t=1580889627959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8071941
https://mooc1.chaoxing.com/
course/202360932.html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187631.html
周二、周四9：00-9：45
周二、周四9：45-10：15

麻昌和

路桥1802-1803班
路桥1804-1805班

工程检测技术*（80课时）

在线学习平台地址

1

学习通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4671023.html
周一10：30-11：30；周三14：30-15：30
周一11：30-12：00；周三15：30-16：00
学习通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043493.html
直播平台斗鱼；房间号：8070029；答疑平台：学习
通；班级邀请码：6423464

https://mooc1已经请假
1.chaoxing.com/course/20009
周一、周三8：30-9：30
周一、周三9：30-10：00
www.douyu.com/8077594
4105.html
学习通平台直播
https://zhibo.chaoxing.com/2610215
https://zhibo.chaoxing.com/2560428
https://zhibo.chaoxing.com/2560552
https://mooc1.chaoxing.com/
course/205933816.html
https://zhibo.chaoxing.com/2544996
https://mooc1周二、周四10：30-11：15
周二、周四11：15-11：45
2.chaoxing.com/course/20604 手机超星平台
https://mooc1.chaoxing.com/ https://zhibo.chaoxing.com/2528638
course/205926856.html
https://ke.qq.com/webcourse/index.html?cid=541710&term_id=100639292&lite=1&from=41
斗鱼8075999
周三、周五10：30-11：15
周三、周五11：15-11：45
http://mooc1.chaoxing.com/c 在线学习通+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8077881
ourse/206042670.html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290264.html
https://mooc1.chaoxing.com/ https://zhibo.chaoxing.com/2762698
http://i.mooc.chaoxing.com/space/index?t=1580972818287
周四、周五9：00-9：45
周四、周五9：45-10：15
https://mooc1.chaoxing.com/
course/206039159.html
https://zhibo.chaoxing.com/2602136
https://mooc1.chaoxing.com/ https://zhibo.chaoxing.com/2565066
course/205719915.html
周一、周三10：30-11：15
周一、周三11：15-11：45
https://zhibo.chaoxing.com/2573930
https://mooc1.chaoxing.com/ https://zhibo.chaoxing.com/2578156
course/205930301.html
周二、周四10：30-11：15
周二、周四11：15-11：45
https://zhibo.chaoxing.com/2573930
https://mooc1.chaoxing.com/ https://zhibo.chaoxing.com/2619384
course/205951350.html
周四9：00-9：45周五10：30-11：15
周四9：45-10：15周五11：15-11：45
https://zhibo.chaoxing.com/2564413
https://mooc1.chaoxing.com/ https://zhibo.chaoxing.com/2564413
course/205931897.html
周三14：30-15：15、周五9：00-9：45
周三15：15-15：45、周五9：45-10：15
https://zhibo.chaoxing.com/2575544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055450.html
周一、周四14：30-15：15
周一、周四15：15-15：45
学习通
https://mooc1.chaoxing.com/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1241130 https://mooc1course/205942278.html+斗鱼 1.chaoxing.com/course/206023701.html
直播平台，房间号：1241130
周二、周五14：30-15：30：15
周二、周五15：15-15：30

水运工程项目管理（64课时）

陈秋俐

港航1801班

陈秋俐

水运工程施工组织及概预算*（80课时）

彭益达

港航1801班
港航1801班

彭益达

轨道1801-1802班

毛星

轨道1801-1802班

彭丹

水运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80课时）

雷春华

城轨交通车站施工*（64课时）

毛星

城轨交通工程施工组织（48课时）

彭丹

公路工程造价编制*（80课时）

袁明

公造1801-1802班

袁明

公路工程造价编制*（80课时）

罗萍

公造1803-1804班

罗萍

市政工程计量与计价（72课时）

严林

公造1801-1802班

严林

市政工程计量与计价（72课时）

李利君

公造1803-1804班

李利君

公路工程造价管理*（48课时）

黄静波

公造1801-1804班
路桥1901-1903班
路桥1904-1905班
路桥1906-1908班

黄静波

工程制图与CAD（二）*（56课时）
工程制图与CAD（二）*（56课时）
工程制图与CAD（二）*（56课时）
工程制图与CAD（二）*（56课时）
工程制图与CAD（二）*（56课时）
工程制图与CAD（二）*（56课时）

汪谷香

汤邦彦
梁鲜

郭嘉

郭嘉
高铁1901-1903班
路管1901班.港航1901班.轨道1901-1902班
邓晓杰
公造1901-1904班
党建新

结构力学*（48课时）

邓林

路桥1901班
结构力学*（48课时）

池漪

路桥1902-1904班
结构力学*（48课时）

路桥1905-1908班

邹宇锋

路桥1909-1911班

向秋燕

结构力学*（48课时）

池漪
结构力学*（48课时）

李金坡

高铁1901-1903班
结构力学*（48课时）

陈柏球

路管1901班.轨道1901-1902班
工程力学*（60课时）

公造1901-1903班

19级

肖珏

工程力学*（60课时）
建筑材料试验*（70课时）
建筑材料试验*（70课时）
建筑材料试验*（70课时）
建筑材料试验*（70课时）
测量技术*（72课时）
测量技术*（72课时）
测量技术*（72课时）
测量技术*（72课时）

公造1904班
李振
路桥1901-1903班
吴丽君
董开亮、王
路桥1904-1906班
黄鑫
伟
路桥1907-1909班
范凌燕
路桥1910-1911班
董开亮
高铁1901班.高铁1903班
曾繁
高铁1902班
唐杰军
路管1901班.公造1901-1902班 陈思敏
港航1901班
陈天翔
赵欣

http://mooc1.chaoxing.com/c
ourse/204694668.html
https://mooc1.chaoxing.com/
course/206067501.html
暂时不开设线上课程
https://mooc1.chaoxing.com/
course/201522289.html
https://mooc1.chaoxing.com/
course/206088045.html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20603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20593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20602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20602
https://mooc12.chaoxing.com/course/20593

https://zhibo.chaoxing.com/2526447
https://zhibo.chaoxing.com/2510739

周三、周四15：00-16：00
周三、周四16：30-17：00
周一10：00-11：00，15：00-16：00
周一16：00-17：00

https://zhibo.chaoxing.com/2544208

周三14:30-15:15、周五10：30-11：15
周三15:15-15:45、周五11：15-11：45

https://zhibo.chaoxing.com/2518502

周二9：00-9：45，周四14：30-15：15
周二9：45-10：15，周四15：15-15：

https://zhibo.chaoxing.com/2613830
https://zhibo.chaoxing.com/2587303

周三、周五10：30-11：15
周三、周五11：15-11：45

https://zhibo.chaoxing.com/2581268
https://zhibo.chaoxing.com/2544996

周一10：30-11：15；周四14：30-15：15
周一11：15-11：45；周四15：15-15：45

https://zhibo.chaoxing.com/2665933
周二、周四9：00-9：45
周二、周四9：45-10：15
https://www.douyu.com/room/share/8076227
https://m.douyu.com/8075164?fromuid=342982028&share_source=4
https://www.douyu.com/room/share/8073914
https://mooc1.chaoxing.com/
周二10:30https://www.douyu.com/room/share/4710479 斗鱼
course/202360765.html
11:15，周四
周二11:15-11:45，周
房间号：4710479
15:30-16:15
四16:15-16:45
https://m.douyu.com/8079029
https://www.douyu.com/room/share/8073140
学习通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239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632288
9586.html+斗鱼直播平台，房
学习通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239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1241140
9586.html+斗鱼直播平台，房
学习通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239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1243507
9586.html+斗鱼直播平台，房
每周三周五晚8:00—8:45
每周三周五晚8:40—9:00
学习通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239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1241140
9586.html+斗鱼直播平台，房
学习通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239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7819255
9586.html+斗鱼直播平台，房
学习通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239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1242910
9586.html+斗鱼直播平台，房
学习通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158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1241129
1325.html+斗鱼直播平台，房
每周三周五15:30—16:15
每周三周五16:15—16:45
学习通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158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1241129
1325.html+斗鱼直播平台，房
1、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8072048
http://mooc1.chaoxing.com/c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8072168
周四、周五11：15-11：45
周四、周五10：30-11：15
ourse/202360890.html 2、 学习通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22062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 学习通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2360890.html
1、拟定于2月17
1、
学习通直播，斗鱼8089175
日9：00-10：
https://mooc1.chaoxing.com/ https://zhibo.chaoxing.com/2714986，斗鱼
00，面向所有测
course/200453511.html
https://zhibo.chaoxing.com/2742730，斗鱼8088439
量技术课程班 待定，根据学习情况
2、
https://zhibo.chaoxing.com/2722895，斗鱼8086760 级，进行“开学第 待定，以讲解作业、
http://www.icourses.cn/sCour
习题形式为主
一课”直播，进行
se/course_3523.html
课程介绍，学习
2、
方法介绍，唐杰
http://www.icourses.cn/sCour

赵欣
测量技术*（72课时）
测量技术*（72课时）

轨道1901-1902班

赵欣

公造1903-1904班

李辉

高铁1901-1903班

曾婧

结构设计原理*（50课时）

曾婧
结构设计原理*（50课时）
土工材料试验*（56课时）
土工材料试验*（56课时）

路管1901班.轨道1901-1902班 刘圯莎
高铁1901-1903班
鲁敏芝
余训
轨道1901-1902班
余训

道路勘测设计*（64课时）

赵曦

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80课时）
港口工程规划与布置*（48课时）

雷春华

路管1901班
港航1901班
港航1901班

喻利芬
陈秋俐
雷春华

1、拟定于2月17
1、
日9：00-10：
https://mooc1.chaoxing.com/
00，面向所有测
course/200453511.html
量技术课程班 待定，根据学习情况
2、
待定，以讲解作业、
级，进行“开学第
http://www.icourses.cn/sCour https://zhibo.chaoxing.com/2713135，斗鱼8082652
习题形式为主
一课”直播，进行
se/course_3523.html
课程介绍，学习
2、
方法介绍，唐杰
http://www.icourses.cn/sCour 学习通直播
学习通
https://mooc1.chaoxing.com/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1241130
course/205942278.html+斗鱼
直播平台，房间号：1241130
周二、周五14：30-15：30：15
周二、周五15：15-15：30
学习通
https://mooc1.chaoxing.com/ 斗鱼直播平台，房间号：1241130 https://mooc1course/205942278.html+斗鱼 1.chaoxing.com/course/206023701.html
直播平台，房间号：1241130
周二、周五14：30-15：30：15
周二、周五15：15-15：30
http://mooc1.chaoxing.com/c 学习通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181707.html
ourse/201181707.html
学习通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181707.html
周三15：30-16：15、周五9：00-9：45
周三16：15-16：415、周五9：45-10：15
https://mooc1.chaoxing.com/
course/202360932.html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187631.html 周二、周四9：00-9：45
周二、周四9：45-10：15
暂时不开设线上课程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6073594.html
在湖北，没办法直播

15-11：45

：15-1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