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专业、班级 地 点 专业、班级 地 点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学
科导论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三教102

中药资源与开发 三教103 中药制药1、2 三教106

中药学1、2 三教104

临床药学导论 临床药学1、2 三教107 临床药学3 三教108

食品科学与工程导论 食品科学与工程1、2 三教206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三教202 药事管理1、2 三教204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三教203 药事管理3、4 三教205

药物分析1 三教101 环境科学1、2 三教304

药物分析2 三教102 药物化学1、2 三教305

药学1、2 三教103 中药学1、2 三教306

药学3、4 三教104 中药制药1、2 三教307

药学5、6 三教106 中药资源与开发 三教308

药学7、药物制剂1 三教107 生物工程1、2 三教401

药物制剂2 三教108 生物制药1、2 三教402

药物制剂3 三教109 临床药学1、2 三教403

药物制剂4 三教209 临床药学3 三教404

药物制剂5 三教208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三教404

药物制剂6、7 三教207 食品科学与工程1、2 三教405

药物制剂8 三教206 基础药学基地班 四教301

制药工程1、2 三教203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教302

制药工程3 三教202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四教303

制药工程4 三教201 药事管理1、2 四教304

制药工程5 三教301 药事管理3、4 四教305

制药工程6 三教302 生物医学工程1、2 四教306

制药工程7、应用化学 三教303

英语泛读、听力Ⅰ 药学（英语）1、2 四教307 药学（英语）3 四教308

日语泛读、听力Ⅰ 中药学（日语） 四教401 药学（日语）1、2 四教402

无机化学

2018-2019学年(上)期末考试安排（85期，2018级）(2-1)

2019年1月4日
（19周周五）
14:00-16:00

2019年1月2日
（19周周三）
9:00-11:00

中医学基础

微观经济学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专业、班级 地 点 专业、班级 地 点

基础药学基地班 三教101 制药分级2 三教308

药学试点1 三教102 制药分级3、4 三教307

药学试点2、3 三教103 制药分级5、6 三教306

药学试点4、5 三教104 生科试点1、2 三教305

药学分级1、2 三教106 生科试点3、4 三教304

药学分级3、4 三教107 生科分级1、2 三教303

药剂试点1 三教201 生科分级3 三教302

药剂试点2 三教202 中药、食品试点1、2 三教401

药剂试点3、4 三教203 中药、食品试点3、4 三教402

药剂分级1、2 三教204 中药、食品分级1、2 三教403

药剂分级3、4 三教205 中药、食品分级3、4 三教404

制药试点1、2 三教206 生物医学工程1、2 三教405

制药试点3、4 三教207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教302

制药试点5 三教208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四教303

制药试点6 三教209 药事管理1、2 四教304

制药分级1 三教309 药事管理3、4 四教305

计算机程序设计
基础

基础药学基地班 三教309

药物分析1 三教101 制药工程7、应用化学 三教303

药物分析2 三教102 环境科学1、2 三教304

药学1、2 三教103 药物化学1、2 三教305

药学3、4 三教104 中药学1、2 三教306

药学5、6 三教106 中药制药1、2 三教307

药学7、药物制剂1 三教107 中药资源与开发 三教308

药物制剂2 三教108 生物工程1、2 三教401

药物制剂3 三教109 生物制药1、2 三教402

药物制剂4 三教209 临床药学1、2 三教403

药物制剂5 三教208
临床药学3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三教404

药物制剂6、7 三教207 食品科学与工程1、2 三教405

药物制剂8 三教206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教302

制药工程1、2 三教203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四教303

制药工程3 三教202 药事管理1、2 四教304

制药工程4 三教201 药事管理3、4 四教305

制药工程5 三教301 生物医学工程1、2 四教306

制药工程6 三教302

英语精读Ⅰ 药学（英语）1、2 三教205 药学（英语）3 三教204

日语精读Ⅰ 药学（日语）1、2 C区机房 中药学（日语） C区机房

大学英语Ⅰ

高等数学

2018-2019学年(上)期末考试安排（85期，2018级）(2-2)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考试为机考，时间定于2019年1月7日、9日，具体考试安排将另行通知

2019年1月8日
（20周周二）
9:00-11:00

2019年1月10日
（20周周四）
14:00-16:00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专业、班级 地 点 专业、班级 地 点

物理学 生物医学工程1、2 三教207

制药工程1 三教302 制药工程6、7 三教305

制药工程2、3 三教303

制药工程4、5 三教304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三教109

生产运作管理 工商管理1、2 新一

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新二

中医学基础 中药学（日语） 三教201

药学1 三教101 环境科学2 三教201

药学2 三教102 制药工程1、2 三教303

药学3、4 三教103 制药工程3、4 三教304

药学5、6 三教104 制药工程5、6、7 三教305

药学7 三教106 药物化学1、2 三教306

药物分析1、2 三教107 应用化学 三教307

药物制剂1 三教108 中药资源与开发 三教307

药物制剂2 三教109 中药制药1 三教308

药物制剂3 三教209 中药制药2 三教309

药物制剂4 三教208 中药学1、2 三教401

药物制剂5、6 三教207 生物工程1、2 三教402

药物制剂7、8 三教206 临床药学1、2、3 三教403

生物医学工程1、2 三教205 生物制药1、2 三教404

食品科学与工程1、2 三教204 工商管理1、2 新一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三教203 市场营销1、2 新二

基础药学基地班 三教203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新三

环境科学1 三教202 药事管理1、2 新四

药学（日语）1 三教108 中药学（日语） 三教208

药学（日语）2 三教109

药学（英语）1 三教205 药学（日语）1、2 三教204

药学（英语）2、3 三教205 中药学（日语） 三教309

分析化学

大学日语

工程制图与CAD

2019年1月3日
（19周周四）
9:00-11:00

2019年1月2日
（19周周三）
9:00-11:00

2019年1月3日
（19周周四）
14:00-16:00

2019年1月4日
（19周周五）
14:00-16:00

无机化学

2018-2019学年(上)期末考试安排（84期，2017级）(3-1)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专业、班级 地 点 专业、班级 地 点

药学1 三教101 制药工程3、4 三教304

药学2 三教102 制药工程5、6、7 三教305

药学3、4 三教103 药物化学1、2 三教306

药学5、6 三教104 中药学1、2 三教307

药学7、药物制剂1 三教106 中药制药1 三教308

药物制剂2、3 三教107 中药制药2 三教309

药物制剂4 三教108 生物工程1、2 三教401

药物制剂5 三教109 生物制药1、2 三教402

药物制剂6 三教209 临床药学1、2、3 三教403

药物制剂7 三教208 食品科学与工程1、2 三教404

药物制剂8、应用化学 三教207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三教405

药物分析1、2 三教206 中药资源与开发 三教405

生物医学工程1、2 三教205 工商管理1、2 新一

环境科学1 三教301 市场营销1、2 新二

环境科学2 三教3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新三

制药工程1、2 三教303 药事管理1、2 新四

药学1 三教102 制药工程1 三教302

药学2、3 三教103 制药工程2、3 三教303

药学4、5 三教104 制药工程4、5 三教304

药学6、7 三教106 制药工程6、7 三教305

药物分析1、2 三教107 环境科学1、2 三教306

药物制剂1 三教108 药物化学1、2 三教307

药物制剂2 三教109 应用化学 三教308

药物制剂3 三教209 中药资源与开发 三教309

药物制剂4 三教208 中药学1、2 三教401

药物制剂5、6 三教207 中药制药1、2 三教402

药物制剂7、8 三教206 临床药学1、2、3 三教403

食品科学与工程1、2 三教205 生物制药1、2 三教404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三教301 生物工程1、2 三教405

工商管理1、2 新一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新三

市场营销1、2 新二 药事管理1、2 新四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生物医学工程1、2 四教303

大学英语Ⅰ 中药学（日语） 四教401 药学（日语）1、2 四教402

英语精读Ⅲ 药学（英语）1 四教403 药学（英语）2、3 四教404

2018-2019学年(上)期末考试安排（84期，2017级）(3-2)

2019年1月8日
（20周周二）
9:00-11:00

2019年1月4日
（19周周五）
9:00-10:30

经济法

数理统计

2019年1月7日
（20周周一）
9:00-11:00

有机化学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专业、班级 地 点 专业、班级 地 点

基础药学基地班 三教101 药物制剂5、6 三教203

药学1 三教102 药物制剂7、8 三教204

药学2、3 三教103 制药工程1、2、3 三教205

药学4、5 三教104 制药工程4、5 三教206

药学6、7 三教106 制药工程6、7 三教207

药物分析1、2 三教107 药物化学1 三教208

药物制剂1 三教108 药物化学2 三教209

药物制剂2 三教109 应用化学 三教306

药物制剂3 三教201 生物医学工程1、2 三教307

药物制剂4 三教202

中医药食疗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1 三教308 食品科学与工程2 三教309

中药学1、2 三教401 中药制药1、2 三教402

中药资源与开发 三教40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临床药学1、2、3 三教403

工商管理1、2 新一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新三

市场营销1、2 新二 药事管理1、2 新四

药学（日语）1、2 四教307 中药学（日语） 四教308

药学（英语）1、2 四教401 药学（英语）3 四教309

基础药学基地班 三教102 制药分级3、4 三教303

药学试点1、2 三教103 制药分级5、6 三教304

药学试点3、4 三教104 中药、食品试点1、2 三教305

药学试点5、药学分级1 三教106 中药、食品试点3、4 三教306

药学分级2、3 三教107 中药、食品分级1、2 三教307

药学分级4 三教108 中药、食品分级3 三教308

药剂试点1 三教109 中药、食品分级4 三教309

药剂试点2 三教209 生科试点1 三教401

药剂试点3 三教208 生科试点2 三教402

药剂试点4 三教207 生科试点3、4 三教403

药剂分级1、2 三教206 生科分级1 三教403

药剂分级3、4 三教205 生科分级2、3 三教404

制药试点1、2 三教204 生物医学工程1、2 三教405

制药试点3、4 三教203 工商管理1、2 新一

制药试点5 三教202 市场营销1、2 新二

制药试点6 三教2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新三

制药分级1 三教301 药事管理1、2 新四

制药分级2 三教302

2018-2019学年(上)期末考试安排（84期，2017级）(3-3)

2019年1月11日
（20周周五）
9:00-11:00

2019年1月10日
（20周周四）
14:00-16:00

人体解剖生理学

2019年1月9日
（20周周三）
9:00-11:00

方剂学

市场营销学

大学英语Ⅲ

高等数学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专业、班级 地 点 专业、班级 地 点

临床药学1 三教208 临床药学3 三教301

临床药学2 三教209

药学（专升本） 四教303 药物制剂6、7 四教404

药物分析 四教303 药物制剂8、9 四教405

药学1、2 四教304 环境科学、制药工程1 三教307

药学3、4 四教305 制药工程2、3 三教401

药学5、6 四教306 制药工程4、5 三教402

药学7、8 四教307 制药工程6、7 三教403

药学9、药物制剂1 四教401 制药工程8、9 三教404

药物制剂2、3 四教402 应用化学、药物化学 三教405

药物制剂4、5 四教403

市场调查与预测 市场营销1、2 新三

货币银行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新四

药物经济学 药事管理1、2 新五

消费心理学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六

药学(日语)1、2 四教304 药学(英语)3 四教302

药学(英语)1、2 四教303 中药学(日语) 四教301

功能食品工艺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1 三教301 食品科学与工程2 三教302

药用植物栽培 中药资源与开发 三教209

临床诊断设备 生物医学工程1 三教101 生物医学工程2 三教102

药物制剂1、2 三教103 制药工程3、4 三教205

药物制剂3、4 三教104 制药工程5、6 三教206

药物制剂5、6 三教106 制药工程7、8 三教207

药物制剂7、8 三教107 制药工程9、应用化学 三教303

药物制剂9、环境科学 三教203 生物工程1、2 三教304

制药工程1、2 三教204 生物制药、中药制药 三教305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
学

临床药学1、2 三教306 临床药学3 三教307

药学(日语)1、2 三教204 药学(英语)3 三教202

药学(英语)1、2 三教203 中药学(日语) 三教201

2019年1月4日
（19周周五）
9:00-10:30

2019年1月3日
（19周周四）
14:00-16:00

2019年1月3日
（19周周四）
9:00-11:00

2018-2019学年(上)期末考试安排（83期，2016级）(3-1)

数理统计

物理化学

诊断学

化工原理

分析化学

2019年1月2日
（19周周三）
9:00-11:00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专业、班级 地 点 专业、班级 地 点

药学（专升本） 三教101

药学(日语)1、2 三教204 药学(英语)3 三教202

药学(英语)1、2 三教203 中药学(日语) 三教201

中药学1、2 四教304 食品科学与工程1、2 四教306

中药制药 四教305 中药资源与开发 四教305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共88人）

新五
药事管理、国贸
（共64人）

新六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四教302

经济法(含税法)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一

医疗器械管理与法
规

生物医学工程1 三教101 生物医学工程2 三教102

药学1、2 三教103 药物制剂3、4 三教205

药学3、4 三教104 药物制剂5、6 三教206

药学5、6 三教106 药物制剂7、8 三教207

药学7、8 三教107 药物制剂9 三教208

药学9、药物分析 三教203 环境科学、临床药学1 三教304

药物制剂1、2 三教204 临床药学2、3 三教305

分子生物学 生物制药 三教108 基础药学基地班 三教109

基因工程 生物工程1 三教201 生物工程2 三教202

药物化学、制药工程1 三教401 制药工程6、7 三教404

制药工程2、3 三教402 制药工程8、9 三教405

制药工程4、5 三教403

2019年1月8日
（20周周二）
9:00-11:00

大学英语Ⅰ 药学（专升本） 三教109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一

方剂学 中药学（日语） 三教301

药学(英语)1 三教302 药学(日语)1、2 三教304

药学(英语)2、3 三教303

药学1、2 三教107 药物制剂7、8 三教305

药学3、4 三教203 药物制剂9、生物制药 三教306

药学5、6 三教204 生物工程1、2 三教307

药学7、8 三教205 临床药学1、2 三教401

药学9、药物分析 三教206
临床药学3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三教402

药物制剂1、2 三教207 食品科学与工程1、2 三教403

药物制剂3、4 三教303 中药学1、2 三教404

药物制剂5、6 三教304 应用化学、药物化学 三教405

2019年1月9日
（20周周三）
9:00-11:00

2019年1月7日
（20周周一）
9:00-11:0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2019年1月7日
（20周周一）
14:00-16:00

人体解剖生理学

药理学

2018-2019学年(上)期末考试安排（83期，2016级）(3-2)

生物化学

2019年1月9日
（20周周三）
14:00-16:00

药物合成反应

有机化学

药物化学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专业、班级 地 点 专业、班级 地 点

医药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一

国际金融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新二

环境工程学 环境科学 三教108

药用动物学 中药资源与开发 三教109

医学细胞生物学 生物医学工程1 三教201 生物医学工程2 三教202

药学(日语)1 四教301 中药学(日语) 四教303

药学(日语)2 四教302

物理化学 基础药学基地班 四教304

工商管理1、2 新一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新三

市场营销1、2 新二 药事管理1、2 新四

环境监测 环境科学 三教101

临床药学1 三教102 药物制剂5、6 三教207

临床药学2、3 三教103 药物制剂7、8 三教303

药学1、2 三教104 药物制剂9、生物制药 三教304

药学3、4 三教106 生物工程1、2 三教305

药学5、6 三教107 制药工程1、2 三教306

药学7、8 三教203 制药工程3、4 三教307

药学9、药物分析 三教204 制药工程5、6 三教401

药物制剂1、2 三教205 制药工程7、8 三教402

药物制剂3、4 三教206 制药工程9、药物化学 三教403

葡萄酒化学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三教108

有机合成化学 应用化学 三教109

功能食品资源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1 三教201 食品科学与工程2 三教202

仪器分析 药学（专升本） 三教208

生物医用材料 生物医学工程1 三教301 生物医学工程2 三教302

中药鉴定学 中药学1、2 三教404
中药制药

中药资源与开发
三教405

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五

2019年1月9日
（20周周三）
14:00-16:00

大学英语Ⅲ2019年1月11日
（20周周五）
9:00-11:00

微生物与免疫学

2018-2019学年(上)期末考试安排（83期，2016级）(3-3)

2019年1月11日
（20周周五）
14:00-16:00

药物化学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专业、班级 地 点 专业、班级 地 点

药学（英语）1 四教302 药学（日语）1 三教308

药学（英语）2 四教308 药学（日语）2 三教309

药学（英语）3 四教309

2019年1月2日
（19周周三）
14:00-16:00

医药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一

制药过程自动化技
术

生命基地班 三教201

天然药物化学 药学（专升本） 三教202

分销渠道管理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一

生物技术制药 生命基地班 四教403

药剂学 药学（专升本） 四教309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一

2019年1月7日
（20周周一）
9:00-11:0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中药学（日语） 四教301

制药工程制图 生命基地班 三教209

药物分析 药学（专升本） 三教301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二

药学（日语）1、2 三教306 药学（英语）3 三教302

药学（英语）1、2 三教303

药学细胞生物学 药学（专升本） 三教101

药学（英语）1 三教102 药学（日语）1、2 三教104

药学（英语）2、3 三教103 中药学（日语） 三教106

药事管理与法规(含
GSP)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三

专业英语（生物工
程）

生命基地班 三教208

2019年1月11日
（20周周五）
9:00-11:00

大学英语Ⅲ 药学（专升本） 三教101 市场营销（专升本） 新五

中药鉴定学 中药学（日语） 三教209

微生物与免疫学 药学（日语）1 三教308 药学（日语）2 三教309

注：
1.本考试日程中未安排考试的课程，请各学院与教研室研究自行安排考试时间，并报教务科统一安
排考试教室。
2.请各学院做好期末考试工作安排，教学院长、教学秘书应到考场参加巡视。
3.请各学院加强考试管理、严肃考试纪律、杜绝考试舞弊。

2019年1月9日
（20周周三）
14:00-16:00

药物化学

2019年1月2日
（19周周三）
9:00-11:00

2019年1月11日
（20周周五）
14:00-16:00

2018-2019学年(上)期末考试安排（82期，2015级）(1-1)

药理学

2019年1月4日
（19周周五）
14:00-16:00

物理化学

2019年1月3日
（19周周四）
14:00-16:00

2019年1月7日
（20周周一）
14:00-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