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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2020学年教学信息员名单

建筑建造学院

建工 17-1班 周烨萌 建工 17-2班 祁 凯

建工 17-3班 黄 涛 建工 17-4班 牛 闯

建工 17-5班 李飞洪 建工 17-6班 刘训澳

建工 17-7班 李文婷 建工 17-8班 王君良

建工 17-9班 周仁帅 建工 17-10班 宋厚志

建工 17-11班 姚舒慧 建工 17-12班 杨成虎

建工 17-13班 温锦阳 钢构 17-1班 邹长轩

钢构 17-2班 王 梦 钢构 17-3班 袁 雪

测量 17-1班 王治国 测量 17-2班 王 洁

遥测 17-1班 肖慧琴 地下 17-1班 张志强

建工 18-1班 刘子爽 建工 18-2班 苗家宝

建工 18-3班 潘 霞 建工 18-4班 刘仲龙

建工 18-5班 孙劭文 建工 18-6班 贺恒久

建工 18-7班 杨 祎 建工 18-8班 周明宇

建工 18-9班 翟梦昊 建工 18-10班 陈佳莹

建工 18-11班 胡 超 建工 18-12班 徐翔锋

建工 18-13班 段琪轩 建工 18-14班 庄晓迪

建工 18-15班 郑家盛 建工 18-16班 管玮康

建工 18-17班 戴 云 建工 18-18班 郑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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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18-1班 李俊毅 遥测 18-1班 赵 政

地下 18-1班 肖蒙恩 钢构 18-1班 孟子寒

钢构 18-2班 翟由川 钢构 18-3班 朱广豪

地下 19-1班 李 磊 钢构 19-1班 王俊尧

遥测 19-1班 宋丽娟 遥测 19-2班 邓皓元

测量 19-1班 王 昊 建工 19-1班 杨 轩

建工 19-2班 王世萌 建工 19-3班 李海楠

建工 19-4班 马佳寅 建工 19-5班 王欣龙

建工 19-6班 冯鹤鸣 建工 19-7班 袁 进

建工 19-8班 李姿婷 建工 19-9班 王佳宝

建工 19-10班 周 帅 建工 19-11班 王泽峰

建工 19-12班 杨子强 建工 19-13班 景顺鑫

建工 19-14班 张梦远 建工 19-15班 王 晨

建工 19-16班 郭 威 建工 19-17班 刘 影

建工 19-18班 吕慧琴 建工 19-19班 方 芳

建筑装饰学院

古建 17-1班 董森峰 环艺 17-1班 方雨晴

环艺 17-2班 王语嫣 建设 17-1班 张家运

建设 17-2班 吴佳乐 建设 17-3班 王海莹

建设 17-4班 王 艳 室设 17-1班 郑雪宁

室设 17-2班 常宝玥 室设 17-3班 侴亚震

园林 17-1班 简梦雪 园林 17-2班 薛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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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 17-3班 田雯绮 装饰 17-1班 徐 彤

装饰 17-2班 任文婷 装饰 17-3班 秦文竹

装饰 17-4班 邢好璐 装饰 17-5班 王雅捷

装饰 18-1班 陈钰莹 装饰 18-2班 郭栋梁

装饰 18-3班 董亚凡 装饰 18-4班 许 妍

装饰 18-5班 高婷婷 室设 18-1班 高海婷

室设 18-2班 朱悠悠 室设 18-3班 杨雨晴

室设 18-4班 尚晨静 环艺 18-1班 于 洁

环艺 18-2班 李其杰 建设 18-1班 李淳丞

建设 18-2班 唐志强 建设 18-3班 张郑辉

园林 18-1班 汪 义 园林 18-2班 刘萌萌

古建 18-1班 王安壮 古建 18-2班 张爱雯

家具 18-1班 刘珂宇 城规 18-1班 魏 琪

古建 19-1班 潘子怡 古建 19-2班 韩 静

环艺 19-1班 郑淇深 环艺 19-2班 苏子阳

环艺 19-3班 曹梦雨 家具/城规 19-1郭夏元

建设 19-1班 杨 柳 建设 19-2班 蔡皓斌

建设 19-3班 康 佳 建设 19-4班 李胤凤

建设 19-5班 韦俊宇 建设 19-6/7班程薇洁

室设 19-1班 周家琪 室设 19-2班 徐晓红

室设 19-3班 李慧涛 室设 19-4班 高绵津

园林 19-1班 何超凡 装饰 19-1班 陈嘉慧

装饰 19-2班 孟庆欢 装饰 19-3班 刘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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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 19-4班 王晶冉 装饰 19-5班 张雨晴

装饰 19-6班 文 华

建筑智能学院

环境 17-1班 马 艳 环境 17-2班 刘 凯

建电 17-1班 王铂淋 空调 17-1班 陈浩田

空调 17-2班 王 刚 暖通 17-1班 李相初

暖通 17-2班 邹君杰 水工 17-1班 黄娟娟

水工 17-2班 张 涛 水工 17-3班 范衍强

市政 17-1班 陶 冶 市政 17-2班 林欣茹

智能 17-1班 李 玲 给排 17-1班 邱一恬

给排 18-1班 殷正盛 建电 18-1班 谢韦雪

智能 18-1班 时嘉蔚 水工 18-1班 李辰煜

水工 18-2班 牟 欢 市政 18-1班 鹿梦圆

市政 18-2班 韦 凯 环境 18-1班 吴 操

环境 18-2班 吴昀昊 空调 18-1班 张 萱

暖通 18-1班 赵振宇 建电 19-1班 朱信垚

智能 19-2班 何雯欣 给排 19-1班 党文雪

智能 19-1班 刘德隆 市政 19-2班 吕 颖

环境 19-2班 顾龙祥 市政 19-1班 董天慧

水工 19-1班 蔡志强 暖通 19-1班 沈汇顺

环境 19-1班 王欣艳 给排 19-2班 王 敏

空调 19-1班 许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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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管理学院

造价 17-1班 朱慧钰 造价 17-2班 孔巧聪

造价 17-3班 石含玉 造价 17-4班 高 鹏

造价 17-5班 施天烨 造价 17-6班 夏 雪

造价 17-7班 韩雨洁 建管 17-1班 金 铭

建管 17-2班 刘冬摇 监理 17-1班 海 源

监理 17-2班 王星月 建信 17-1班 魏春玲

房管 17-1班 时玉玲 造价 18-1班 王 瑾

造价 18-2班 胡凯旋 造价 18-3班 梁千惠

造价 18-4班 秦文静 造价 18-5班 张 滐

造价 18-6班 陈 洁 造价 18-7班 孙慧娟

造价 18-8班 吴岳雨 造价 18-9班 郭文婷

造价 18-10班 杨 飞 造价 18-11班 梁 馨

造价 18-12班 禹冰慧 造价 18-13班 葛 慧

造价 18-14班 王雨婷 建管 18-1班 王成运

建管 18-2班 乔青春 建管 18-3班 孙珊珊

监理 18-1班 颜 杭 监理 18-2班 闫 欣

建信 18-1班 霍福建 房管 18-1班 赵津姗

造价 19-1班 许艺凡 造价 19-2班 熊海美

造价 19-3班 冯雨薇 造价 19-4班 张 恒

造价 19-5班 戚玉亭 造价 19-6班 李家全

造价 19-7班 李欣宇 造价 19-8班 刘思岑

造价 19-9班 顾善文 造价 19-10班 张紫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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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 19-11班 王吉堂 造价 19-12班 毕洋榕

造价 19-13班 雷姝瑶 造价 19-14班 潘 蕊

造价 19-15班 张 悦 造价 19-16班 贺雅妮

造价 19-17班 乔李睿 造价 19-18班 郑凯南

建管 19-1班 朱恒熙 建管 19-2班 王一多

房管 19-1班 裴佳琪 监理 19-1班 桂宇婷

建信 19-1班 陈姝君

交通工程学院

路桥 17-1班 李 帅 路桥 17-2班 赵 金

路桥 17-3班 高 凯 路桥 17-4班 凌子阳

路桥 17-5班 王艺翔 路桥 17-6班 陈飞鹏

高铁 17-1班 徐春云 高铁 17-2班 刘广明

城轨 17-1班 王婧逸 城轨 17-2班 马星宇

路机 17-1班 李帅伟 路机 17-2班 渠 添

隧道 17-1/2班徐楠晖 供电 17-1班 王 野

路桥 18-1班 袁东晨 路桥 18-2班 郑雨晨

路桥 18-3班 杜梦薇 路桥 18-4班 吴润霜

路桥 18-5班 邹 申 路桥 18-6班 王跃进

城轨 18-1班 陈豪杰 城轨 18-2班 朱 海

城轨 18-3班 毕祚鸣 城轨 18-4班 杨学涵

高铁 18-1班 孙 伟 高铁 18-2班 杨俪俪

路机 18-1班 张敬伟 路机 18-2班 孙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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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运 18-1班 薛京伦 城运 18-2班 杨 爱

供电 18-1班 李 诺 路桥 19-1班 刘玉蕊

路桥 19-2班 钟煜程 路桥 19-3班 周法英

路桥 19-4班 邵含冰 城运 19-1班 余 璇

城运 19-2班 张梦雅 城运 19-3班 李海燕

城运 19-4班 张 彪 城轨 19-1班 孔继伟

城轨 19-2班 石子祥 高铁 19-1班 宁泽飞

路机 19-1班 朱珀晨 城电 19-1班 吴长恒

智能制造学院

机电 17-1班 王嘉葆 机电 17-2班 雷晓光

机电 17-3班 裴继强 机电 17-4班 李 岩

机器人 17-1,2班 梁毅凯 机设 17-1班 郭美琪

机设 17-2班 徐智康 电气 17-1班 刘香港

电气 17-2班 王超航 机制 17-1班 王鹏程

机制 17-2班 马勇刚 汽修 17-1班 谢利军

机电 18-1班 周 鑫 机电 18-2班 王亚东

机电 18-3班 陈 锋 机电 18-4班 王浩南

机电 18-5班 胡峻源 机电 18-6班 闫以鹏

机制 18-1班 董子琦 机制 18-2班 闫伟琦

机制 18-3班 张正缘 机制 18-4班 厉 澳

电气 18-1班 李 政 电气 18-2班 张 潇

机控 18-1,2班 姜贺文 新能源 18-1班郗浚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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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18-1班 刘 祥 机器人 19-1班王子颖

机电 19-1班 段红雨 机电 19-2班 朱 欣

机电 19-3班 徐一翔 机电 19-4班 丁子龙

机电 19-5班 黄洪潮 机电 19-6班 苏 铖

机制 19-1班 白新光 机制 19-2,3班张梦如

电气 19-1班 李亚楠 电气 19-2班 阻诚远

汽修 19-1,2班刘淑衡 汽修 19-3班 倪胤鸣

新能源 19-1班 李 航 新能源 19-2班刘 坤

经济管理学院

财会 17-1班 梁 丽 财会 17-2班 杨安利

财会 17-3班 陈小丽 财会 17-4班 蒋一萍

电商 17-1班 董光宗 电商 17-2班 刘梦雨

酒店 17-1班 杜赛楠 酒店 17-2班 许胜男

酒店 17-3班 郭 薇 物流 17-1班 李芬芬

物流 17-2班 张晋福 文秘 17-1班 侯 冉

社区 17-1班 别克扎提 营销 17-1班 赵 晨

营销 17-2班 章 倩 财会 18-1班 刘梦茹

财会 18-2班 汤雪晨 财会 18-3班 胡雪莹

财会 18-4班 郭冠宇 电商 18-1班 王 锐

电商 18-2班 晁思雨 酒店 18-1班 王培兴

酒店 18-2班 樊雅文 社区 18-1班 吐逊阿依

社区 18-2班 鹿 俏 物流 18-1班 李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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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18-2班 边雨晴 营销 18-1班 任羽楠

财管 19-1班 邵雯雯 财管 19-2班 陈 钰

财会 19-1班 韩成慧 财会 19-2班 张文皓

财会 19-3班 贺凤杰 财会 19-4班 张 情

电商 19-1班 耿 硕 电商 19-2班 张筱涵

酒店 19-1班 依克沙尼 酒店 19-2班 武楚翔

酒店 19-3班 佘家豪 社区 19-1班 李梓菥

社区 19-2班 闫廷雨 物流 19-1班 王皓雯

物流 19-2班 高其奇 营销 19-1班 渠 彪

营销 19-2班 陈虹宇

信电工程学院

软件 17-1班 郝利和 软件 17-2班 李 玲

软件 17-3班 燕 羽 网络 17-1班 付博文

网络 17-2班 孙 畅 网络 17-3班 沈林宇

网络 18-1班 邹典臻 网络 18-2班 都俊蕾

网络 18-3班 袁子淞 移动 18-1班 刘俊杰

软件 18-1班 袁超凡 软件 18-2班 杨亚茹

软件 18-3班 邵 森 电子 19-1班 陈泽文

网络 19-1班 杨智伟 网络 19-2班 程 博

网络 19-3班 刘江辉 网络 19-4班 张倩倩

软件 19-1班 白家旭 软件 19-2班 腾咏琪

移动 19-1班 胡冰妍 移动 19-2班 赵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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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19-1班 王棕淇

艺术设计学院

建动 17-1班 罗 凯 建动 17-2班 许仁杰

广告 17-1班 周孟希 广告 17-2班 王 莹

视觉 17-1班 王 琦 视觉 17-2班 李韫清

数媒 17-1班 张同仁 数媒 17-2班 曹宇江

建动 18-1班 董柯言 建动 18-2班 王世龙

建动 18-3班 查金凤 广告 18-1班 常 澳

广告 18-2班 李紫乾 视觉 18-1班 魏荣耿

视觉 18-2班 李慧洁 数媒 18-1班 陆秋艳

数媒 19-1班 安 静 数媒 19-2班 袁 双

数媒 19-3班 谭志方 产品 19-1班 东方亮

建动 19-1班 刘会玉 建动 19-2班 张志刚

视觉 19-1班 高佳欣 视觉 19-2班 岳田田

广告 19-1班 杨怀龙 广告 19-2班 施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