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科组-12 人（博北 B204）

抽签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课程名称 教学节段名称 联系电话

纽约石溪学院学院 张小玲 女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The Variance of poisson

distribution
13865809739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公共教学中心）
田驰 男 大学物理 A（上） 量纲分析 13370683472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公共教学中心）
于琦 女 大学物理(上） 受迫振动 共振 18140579763

大数据与统计学院 方红燕 女 数理统计 极大似然估计 13955134455

数学科学学院

（大学数学教学中心）
章飞 男 高等数学 A（一） 定积分的概念 13866723161

数学科学学院

（大学数学教学中心）
鲍中奎 男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全概率公式 13955113762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宾艳南 女 分析化学 酸碱指示剂 15656981356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张胜 男 有机化学 I 烯烃的化学性质 15856949349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李宏保 男 电动力学 麦克斯韦方程组 13696532709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汪菲菲 女 生物化学 DNA 的损伤和修复 15656978079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黄茹婷 女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除尘装置 13696760924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王希 男 动物行为学 动物的通讯行为 18356058987



工科 1 组-11 人（博北 B208）

抽签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课程名称 教学节段名称 联系电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颖 女 理论电化学 电镀原理 1300306323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道传 男 工程制图 点的投影 1316773061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倩 女 大学物理学 多普勒效应 1890569316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智慧 女 工程制图 点的投影 18119608104

化学化工学院 葛倩倩 女 《膜分离技术》 反渗透的基本原理 15256937369

化学化工学院 刘久逸 男 化工设备设计基础
直杆的拉伸与压缩-内力

与轴力
17355118691

人工智能学院 许柯 男 深度学习算法及应用 前馈神经网络 18801312251

人工智能学院 肖云 女 算法分析与设计 单源最短路径 15056092025

生命科学学院 盛康亮 男 食品化学 食品中的主要多糖-淀粉 15655121100

生命科学学院 王加秀 女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中的酸碱理论 13865249348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周亦彤 男 材料计算与模拟 密度泛函理论 16604464860



工科 2 组-11 人（博北 B212）

抽签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课程名称 教学节段名称 联系电话

互联网学院 阮瑞 女 数据结构 单源最短路径 15056948892

互联网学院 陈晓静 女 现代密码学 RSA 算法 15656089587

互联网学院 宋俊材 男 电路与电子技术 叠加定理 159551255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大学计算机教学中心）
范存航 男 算法分析与设计 动态规划-最短路径问题 1326038228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大学计算机教学中心）
韩先君 男 数字图像处理 图像增强和复原 1582807287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大学计算机教学中心）
江波 男 计算机视觉 图像特征匹配 1385692162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牛凯坤 男 电路 RLC 电路的谐振 18788836596

集成电路学院 赵强 男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数字系统存储器设计 15856953587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王秀芹 女 数字电子技术 触发器 13739230594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张良 男 C++程序设计 函数重载 15663497129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尹骁骐 男 供配电工程 接地故障 18949832726



文科 1 组-9 人（博北 B304）

抽签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课程名称 教学节段名称 联系电话

马克思主义学院 苏昕 女 思想道德与法治 科技向善 18326138183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耀 男 思想道德与法治 激流勇进的中国青年 18202731653

历史学院 肖晓飞 男 民国史专题 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国”外交 18351899980

党委学生工作部 姜鹏新 男 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 免费商业模式 15156068928

党委学生工作部 丛言 女 形势与政策 北京冬奥会与文化自信 18225512909

党委学生工作部 龚世星 女 形势与政策 “从重庆山火到四川救援”——关于群众路线 13856026309

党委学生工作部 卜兴华 女 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 职业生涯规划概述 15155175718

党委学生工作部 程俊俊 男 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 如何成为成功的创业者 18656078658

党委学生工作部 孙九洲 男 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 职业决策 18755199589



文科 2 组-10 人（博北 B306）

抽签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课程名称 教学节段名称 联系电话

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教育中心）
陈斯静 女 视觉设计与基础 色彩的节奏 15055141319

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教育中心）
王文倩 女 中国民族音乐作品赏析

黄梅戏艺术特征分析——以《天仙配》选段

《夫妻双双把家还》为例
17730210211

新闻传播学院 刘双 女 舆情分析 意见领袖及其重要作用 18301306361

外语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中心）
陈琛 女 大学英语

用英语讲好中国文化——

以《清明上河图》为例
18217162952

外语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中心）
庾凌峰 男 基础日语 3 俳句づくり 15720512713

体育军事教学部 卢茜 女 击剑 进攻动作-弓步 18955109617

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 周翔 男 楚文字与楚文化简论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 15715695066

国际教育学院 倪晶晶 女 初级汉语精读 “把”字句 13966773382

哲学学院 张广 男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赫拉克利特的活火 13660563939

文学院 马婧 女 中国现当代文学 《狂人日记》导读 13593166602



文科 3 组-10 人（博北 B308）

抽签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课程名称 教学节段名称 联系电话

法学院 杨金晶 男 宪法学 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 18811328316

社会与政治学院 牛津 女 普遍心理学 焦虑情绪管理 13865932828

管理学院 陈悦 女 宪法与行政法 依法行政原则 15155518312

管理学院 许一明 女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导论 17649871207

商学院 袁海霞 女 网络营销 广告的程序化投放 13515649837

商学院 吴澎 男 统计学 一元线性回归 18256917581

商学院 陈欣 男 管理研究方法 调节变量 13956030880

经济学院 杜宇 男 发展经济学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8326669818

经济学院 彭明生 男 证券投资学 股票的内在价值 19810939649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 韩正龙 男 微观经济学 需求函数 15869596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