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学号 姓名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任课老师原成绩复议结果

1 2014110006 胡楷文 工程测量MI 地学 钟萍 62 无变更

2 2014110410 曹渊 工程测量AⅠ 地学 徐韶光 79 无变更

3 2014111477 陈南匡
电路分析A（含

实验）Ⅱ
电气 马冰 84 无变更

4 20133266 薛麟 计算机图形学 电气 唐鹏 79 81

5 2014113209 陈然
电路分析A（含

实验）Ⅱ
电气 徐英雷 79 无变更

6 20131368 陈瀚林
微机原理（含

实验）
电气 秦娜 89 无变更

7 20131368 陈瀚林 电机学B 电气 邹滨 87 无变更

8 20131368 陈瀚林
电子测量技术
（含实验）

电气 秦娜 85 无变更

9 2015199110

JEON
BYEOMSE

OK
（韩）

中国对外贸易
概论

公管 王学 30 90.2

10 20130810 宋家烨 控制工程基础 机械 苏燕辰 75 无变更

11 2015110971 郭连杰 机械工程制图1 机械 杜宏明 46 92

12 2015111493 刘晓霏 机械制图B 机械 杨宁学 54 83.45

13 2015110958 徐代鹏 机械工程制图1 机械 杜宏明 73 无变更

14 2015110960
丽娜.坎
吉别克

机械工程制图1 机械 杜宏明 32 无变更

15 2015110975 陈帅 机械工程制图1 机械 杜宏明 46 87

16 2015110969 田东博 机械工程制图1 机械 杜宏明 45 92

17 2015110953 贺龙 机械工程制图1 机械 杜宏明 38 无变更

18 2015111110 董诗传 机械工程制图1 机械 梁萍 18 无变更

19 20121285 杨韩 机械原理 机械 谢进 46 无变更

20 2015114062 程识 机械制图B 机械 兰纯纯 47 无变更

21 20131075 宿恒 测试技术基础 机械 傅潘、杨岗 76 无变更

22 20131075 宿恒 控制工程基础 机械 王俊国 82 无变更

23 20130984 云千芮 测试技术基础 机械 傅潘、杨岗 78 无变更

24 20134221 蔺湘然 数据库管理系
统

交运 张杰 74 无变更

25 2014112401 杨洋 运筹学Ⅰ 经管 赵东梅 85 95

26 2014112604 周子朝 企业家精神与
管理

经管 敬永春 40 60

27 2014113172 廖旭 企业家精神与
管理

经管 敬永春 47 75

28 2014110006 胡楷文 材料力学M 力学 龚晖 61 无变更

29 20130079 于泽洲 理论力学B 力学 刘娟 49 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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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4112461 陈钲宜 材料力学AⅠ 力学 张旭 59 61

31 2014110394 陈国平 材料力学AⅠ 力学 张旭 73 无变更

32 2014110989 王劭谦 理论力学B 力学 葛玉梅 71 无变更

33 2014112713 黄江彦 工程力学C 力学 丁桂保 64 无变更

34 2014113162 施志成 工程力学C 力学 成志强 80 无变更

35 20121530 吴炫志 工程力学C 力学 成志强 30 无变更

36 2014113606 吴俣 理论力学B 力学 范晨光 59 无变更

37 2014113609 刘旻瑶 理论力学B 力学 范晨光 59 无变更

38 2014114114 刘振海 理论力学AⅡ 力学 张明 80 无变更

39 2014114115 吕昭 理论力学 力学 张明 56 无变更

40 2014110580 夏子涵 理论力学B 力学 李鹏 47 无变更

41 20120885 郭浩 理论力学B 力学 李鹏 36 无变更

42 20142452 易晓璇 材料力学AⅠ 力学 龚晖 64 74

43 20132678 李悄鸣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Ⅱ

马院 周章领 76 91

44 2014111364 严志星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马院 杨东 89 无变更

45 2014110937 彭其云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马院 罗敏 69 80.4

46 2014110298 贾鹏程 形势与政策3 马院 石莹 0 通过

47 2014110313 章晨临 形势与政策3 马院 石莹 0 通过

48 2015110628 胡启凯 线性代数B 数学 赵海良 86 92

49 2014111503 刘桥
复变函数与积

分变换B
数学 吴冲 67 无变更

50 2014112808 杨博文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B
数学 李裕奇 90 无变更

51 2015111426 郑逸凡 线性代数B 数学 赵海良 71 无变更

52 2015111426 郑逸凡 高等数学Ⅰ 数学 韩流冰 81 无变更

53 2014113713 牛帅程 近世代数 数学 罗荣 61 81

54 20133848 向静 运筹学基础 数学 徐跃良 76 95

55 2015113733 黄奕斌 高等数学Ⅰ 数学 陈金喜 72 78

56 2015113765 张洁洁 线性代数A 数学 易建华 86 93

57 20131881 胡云鹏 随机过程C 数学 彭皓 84 无变更

58 2014114463 郭奕 高等数学BⅠ 数学 陈滋利 51 81

59 2015114108 张晨 高等数学Ⅰ 数学 孟华 56 61

60 2015114094 冯鑫杰 高等数学Ⅰ 数学 孟华 80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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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14110006 胡楷文 建筑材料A 土木 曾晓辉 89 无变更

62 20120068 张澜 桥梁工程课程
设计

土木 赵彬 52 65

63 20130429 王传晶 土力学B 土木 毛坚强 72 无变更

64 20130429 王传晶 混凝土结构设
计

土木 李力 82 89

65 2015110585 孟迪 土木工程制图
Ⅰ

土木 韩太昌 52 无变更

66 2014110006 胡楷文 通用学术英语 外语 孙莉萍 84 无变更

67 2014110988 李鑫 通用学术英语 外语 张国琳 77 无变更

68 2014110989 王劭谦 通用学术英语 外语 张国琳 74 无变更

69 2015112399 孙依南 英语Ⅰ 外语 金艾 79 无变更

70 20124620 李江 英语Ⅰ 外语 黎明 54 无变更

71 2015110583 张万淳 英语Ⅰ 外语 田田 59 60

72 2015112099 王轩轩 英语Ⅰ 外语 邓娟娟 57 无变更

73 2015114160 苏磊 军事理论 武装部 孙益军 60 无变更

74 2015115115 罗静妍 军事理论 武装部 谢彬 47 无变更

75 2015115127 黄松 军事理论 武装部 周涛 54 无变更

76 2014111503 刘桥 大学物理MⅡ 物理 吴平 68 无变更

77 2014110006 胡楷文 大学物理MⅡ 物理 张晓 74 75

78 20132315 张羿辰 卫星通信A 物理 唐晋生 38 62

79 2014111420 邱子清 大学物理AⅡ 物理 谢宁 76 81

80 20133895 李晓莱 电磁场与电磁
波A

物理 刘运林 81 无变更

81 20133895 李晓莱 微机原理与应
用

物理 郭建强 83 无变更

82 2014111503 刘桥 模拟电子技术A 信息 王丹 60 无变更

83 20132283 荣念欣
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实验
信息 郝晓枫 79 85

84 20132101 徐垚 信号与系统A 信息 王小川 84 无变更

85 20132101 徐垚 数据结构B 信息 李剑波 81.8 无变更

86 2014111364 严志星 模拟电子技术
实验

信息 杨磊 92 无变更

87 2014113111 郑宪
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实验
信息 郝晓枫 62.2 88

88 20131730 成纯伊
微机与接口技

术实验
信息 杨斌 63 86

89 20131881 胡云鹏 信息论与编码 信息 彭代渊 81 无变更

90 20131881 胡云鹏 专业英语（通
信）

信息 代彬 79 无变更

91 2015112156 陆逸凡
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实验
信息 韩丽萍 43 无变更

92 2014112920 王铖 模拟电子技术A 信息 缪英武 81 无变更

93 2015112099 王轩轩 高级语言设计
实验

信息 何滨 48 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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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2015110893 张权 大学计算机基
础A

信息 陈小平 75 无变更

95 2015112691 邱菲尔 大学计算机基
础A

信息 戴克俭 85 无变更

96 2015113136 何慧敏 大学计算机基
础B

信息 吴燕 46 无变更

97 2015115124 樊硕 大学计算机基
础A

信息 陈小平 47 无变更

98 2015113622 杨嘉楠 大学计算机基
础A

信息 王坤 7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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