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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关于对公用房屋建筑统一编号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加强我校公用房屋的信息化管理，现对我校公用房屋建筑

进行统一编号。编号按如下原则进行： 

1.本次房屋编号范围为两层以上的非住宅房屋建筑。 

2.三个校区的房屋建筑分别在数字编号前加北、南、东的英

文单词首字母 N、S、E 以区分校区。 

3.学生公寓采用原先的数字编号，但在原数字编号前加校区

符号与公寓的英文单词 apartment 的首字母 A。北、南、东校区

分别加：NA、SA、EA。 

4.已经有数字编号的房屋建筑，如 1 号楼，原则上沿袭原来

的数字编号，习惯叫法和标识可不变；原来无数字编号的房屋建

筑，本次编号原则综合考虑该房屋建筑的位置、区域，与其他楼

号的连续性及建设先后等进行编号。 

5.礼堂、锅炉房、附校、幼儿园等房屋暂不编号。 

 

    附件:三校区两层以上公用房屋建筑编号表 

 

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12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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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农业大学 

三校区两层以上公用房屋建筑编号表 
（按校区分类） 

一、北校区 

校区 原编号（名称） 现编号 区域 备注 

北校区 1号学生公寓 NA1     

北校区 2号学生公寓 NA2     

北校区 3号学生公寓 NA3     

北校区 4号学生公寓 NA4     

北校区 5号学生公寓 NA5     

北校区 6号学生公寓 NA6     

北校区 7号学生公寓 NA7     

北校区 8号学生公寓 NA8     

北校区 9号学生公寓 NA9     

北校区 10号学生公寓 NA10     

北校区 11号学生公寓 NA11     

北校区 12号学生公寓 NA12     

北校区 13号学生公寓 NA13     

北校区 14号学生公寓 NA14     

北校区 14号西学生公寓 NA14w     

北校区 15号学生公寓 NA15     

北校区 16号学生公寓 N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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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 原编号（名称） 现编号 区域 备注 

北校区 17号学生公寓 NA17     

北校区 1号楼 N1     

北校区 2号楼 N2     

北校区 3号楼 N3     

北校区 4号楼 N4     

北校区 5N教学楼 N5n     

北校区 5S教学楼 N5s     

北校区 6号楼 N6     

北校区 7号楼 N7     

北校区 8号楼 N8     

北校区 9号楼 N9     

北校区 10号楼 N10     

北校区 11号楼 N11 东院   

北校区 东院图书馆 N11w 东院   

北校区 档案馆 N11e 东院   

北校区 12号楼 N12 东院   

北校区 12号楼东的绘图楼 N12e 东院   

北校区 公安处工会办公楼 N13 东院   

北校区 水电中心铁工班 N13 东院   

北校区 14号楼 N14 东院   

北校区 水利结构实验室（在建） N15 东院   

北校区 学实楼 N16 东院   

北校区 图书馆 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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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 原编号（名称） 现编号 区域 备注 

北校区 校医院 N18     

北校区 文理大楼 N19     

北校区 科技创新大楼（在建） N20     

北校区 学一餐厅 N21     

北校区 大学食府 N22     

北校区 体育馆 N23     

北校区 音乐楼 N24     

北校区 西礼堂 礼堂   

北校区 礼堂西团委楼 礼堂     

北校区 农大宾馆餐厅 N25     

北校区 交流中心 N26     

北校区 农大宾馆 N27     

北校区 5号学生公寓北国交学院教室 N28     

北校区 农大宾馆北沿街楼 N29     

北校区 兽医综合实验楼（原印刷厂） N30     

北校区 兽医综合实验楼（原印刷厂东楼） N30e     

北校区 东院学生餐厅 N31 东院   

北校区 饮食中心办公楼 N31 东院   

北校区 服务楼 N32 住宅区   

北校区 沿街科技楼 N33 住宅区   

北校区 农业微生物实验室（原水培）北 N34 东院住宅区   

北校区 农业微生物实验室（原水培）南 N34 东院住宅区   

北校区 离退休活动中心（西院） N35 住宅区   

北校区 离退休活动中心（东院） N36 东院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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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校区 

校区 原编号（名称） 现编号 区域 备注 

南校区 1号学生公寓 SA1   

南校区 2号学生公寓 SA2     

南校区 3号学生公寓 SA3     

南校区 4号学生公寓 SA4     

南校区 5号学生公寓 SA5     

南校区 6号学生公寓 SA6     

南校区 7号学生公寓 SA7     

南校区 8号学生公寓 SA8     

南校区 9号学生公寓 SA9     

南校区 10号学生公寓 SA10     

南校区 11号学生公寓 SA11     

南校区 12号学生公寓 SA12     

南校区 13号学生公寓 SA13     

南校区 14号学生公寓 SA14     

南校区 15号学生公寓(品慧楼) SA15     

南校区 综合楼 S1 北院   

南校区 图信楼 S2 北院   

南校区 实验楼（A 楼、B楼、C楼） S3 北院   

南校区 体育馆 S4 北院   

南校区 办公楼（考研楼） S5 北院   

南校区 动科实验教学中心 S6 北院   

南校区 教学区教工餐厅 S7 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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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 原编号（名称） 现编号 区域 备注 

南校区 校医院 S8 北院   

南校区 思源堂（学苑食府） S9 学生生活区   

南校区 学生生活区浴室 S10 学生生活区   

南校区 临床兽医楼（动物医院） S11 泮河路南站园   

南校区 农学实验站实验楼 S12 泮河路南站园   

南校区 挂种楼 S13 泮河路南站园   

南校区 农学实验站辐照楼 S14 泮河路南站园   

南校区 蚕桑楼 S15 住宅区东   

南校区 资环实验站楼 S16 住宅区北   

南校区 菌物实训基地 S17 住宅区东  

南校区 农药毒理实验室 S18 泮河路南站园  

三、东校区 

校区 原编号（名称） 现编号 区域 备注 

东校区 1号学生公寓 EA1     

东校区 2号学生公寓 EA2     

东校区 3号学生公寓 EA3     

东校区 4号学生公寓 EA4     

东校区 北院教学楼 E1     

东校区 北院图书楼 E2     

东校区 北院实验楼 E3     

东校区 北院西餐厅 E4     

东校区 北院东餐厅 E5     

东校区 综合楼（北院南门东）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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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暂不编号建筑物 

校区 原编号（名称） 现编号 区域 备注 

北校区 幼儿园西楼及食堂 不编号 住宅区   

北校区 幼儿园北楼 不编号 住宅区   

北校区 幼儿园东南楼 不编号 住宅区   

北校区 附属学校东南楼 不编号 住宅区   

北校区 附属学校北楼 不编号 住宅区   

北校区 附属学校西北楼 不编号 住宅区   

北校区 附属学校西南楼 不编号 住宅区   

北校区 东院锅炉房北部工作间 不编号 东院   

北校区 东院锅炉房西南部工作间 不编号 东院   

北校区 西院锅炉房工作间 不编号     

北校区 西院锅炉房院内西南角二层楼 不编号     

北校区 东院教学区南边沿街房 不编号 东院   

北校区 10号楼东机电实验二层楼 不编号     

北校区 新胜餐厅 不编号     

南校区 南校区离退休活动室 不编号 住宅区   

南校区 住宅区南门西物业办公楼 不编号 住宅区   

东校区 树木园青年教师公寓 不编号 树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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