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考试

考
试
安
排
表

滁州学院教务处

2019 年 6月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巡考表
考试时间：上午8：30-10：30，下午3：00-5：00

提示：
1、巡考前教务处直接将巡考材料及巡考牌发给巡视员，巡视员无须再去教务处领取。
2、请巡视员在考试开始前十分钟直接到指定的校区进行巡考，按要求填写巡考记录。
3、巡考结束请将巡考牌及巡考记录送到会峰校区行政楼301室或琅琊校区教学楼三楼教科院办公室。

序号 日期 逸夫楼YF1、3# 逸夫楼YF2、4# 文学楼、机电楼 琅琊校区

1 7月7日上午（周日） 黄永青 顾留碗 姚志英 张玲 高维红 葛浩 林玉标 张晓旭

2 7月7日下午（周日） 蔡华 白绍业 孔令十 王芸 胡凤 卢晓辉 李道琳 刘克忠

3 7月8日上午（周一） 张敏 孔刘辉 余少兵 陈薇 付明萍 王圣祥 郑建东 孙才妹

4 7月8日下午（周一） 陈润 邢存海 郑朝贵 晋秀龙 张勇 汪才明 吴开华 陈从江

5 7月9日上午（周二） 谭中元 姚树林 江文贵 张悦 音坤 王小婷 宋德如 周军

6 7月9日下午（周二） 叶高 王妮 何志农 周强 林其斌 王琦 鲍伟 佘预卓

7 7月10日上午（周三） 梁端俊 张静 奚昕 李伟涛 朱双杰 陈绍山 施韵佳 彭钰

8 7月10日下午（周三） 翟明清 贲培云 李庆宏 陈纲领 郝德新 王波 李琳 姚光顺

9 7月11日上午（周四） 王诗根 郑爱龙 程明吉 朱鹤鸣 丁荣祥 朱咸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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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巡考记录

考试时间：

20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地点：会峰校区文学楼、机电楼□

琅琊校区□ 会峰校区逸夫楼□

一、 考场清理情况

1、课桌上、抽屉里有无摆放物品：有□ 无□

2、地面卫生情况：清洁□ 不清洁□

二、考场纪律情况

1、考生的手机等通讯工具是否收交：是□ 否□

2、考生有无违纪现象或作弊问题：有□ 无□

三、监考人员履行职责情况

1、有无迟到和未到：有□ 无□

2、考生座位安排是否规范：是□ 否□

3、是否按时发、收试卷：是□ 否□

4、是否抽烟、聊天、看报纸，做与考试无关的事：是□ 否□

5、是否擅离职守：是□ 否□

四、其它情况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整改建议

巡视员（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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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考场规则

1．学生须提前 10分钟到达考场，按座位号就座， 并将学生证放在座

位左上角以备查对，无学生证者不准参加考试。

2．迟到 15 分钟不得进入考场，按旷考论处。考试 30分钟后，才准交

卷出场。

3．学生进入考场后，凡考试未要求使用的有关教材、参考资料、笔记

等，应按监考人员的要求集中放置，并关闭通讯工具。开考以后，违反者以

违纪论处。

4．学生答题一律用蓝、黑色水笔或圆珠笔书写，字迹要工整、清楚；

答卷前必须在规定的地方填写自己的专业、班级、姓名、学号，在规定的地

方以外填写，该卷视为无效卷。

5．对装订好的试卷，不得私自拆散，不准在试卷上作任何标记。

6．学生不得就试题内容向监考人员提问，若因字迹模糊不清或分发错

误，可举手询问。如需草稿纸，可举手向监考人员领取，不得随意用其它纸

张代替。

7．未经监考人员同意并检查，学生间不得借用计算器或其它考试用具。

8．考试期间不得无故离开考场，提前答完试卷的学生，应举手示意请

监考人员收卷后方可离开；考试结束前 15分钟内，不得离开考场；如因特

殊原因必须离开，须经监考人员同意并陪同。

9．规定的考试时间终了，学生立即停止答卷，将试卷、答卷、草稿纸

对折后放在桌面上，待监考人员收取并清点无误，经同意后方可按顺序退场。

不得在考场内滞留，不得在考场附近大声喧哗。

10．学生必须遵守考场纪律，服从监考人员的指挥和管理，对违纪、作

弊行为将按《滁州学院学生考试违纪处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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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监考守则

一、监考人员要认真做好考场的监督、检查工作，并对考生进行必要的

思想教育，保证考试顺利进行。既要严肃认真的维护考场纪律，又要主动热

情的关怀考生。

二、监考人员至少在考试前一天要熟悉自己监考的考场。

三、考试前 30 分钟，各考场派一名监考人员至指定地点领取试卷、草稿

纸和考场记录，查点核对无误后签收。

四、在考试前 15 分钟发出预备信号后，监考人员即组织考生入场抽签就

坐。监考人员必须按时发卷，不准提前或推迟。

五、监考人员不得对试题的内容作任何解释。但考生对试卷分发错误或

字迹模糊等问题提出询问时，应予以答复。要提醒考生注意不要漏题，检查

考生试卷的姓名、专业和班级填写情况。

六、监考人员如发现考生有舞弊企图时，要立即提出口头警告，如不听

警告，应将舞弊情况记入考场记录，情节严重者，立即取消考试资格。

七、考试结束前 10 分钟，监考人员应提醒考生注意；考试结束时间一到，

立即回收试卷，清点完毕后，指挥考生离开考场。

八、监考人员应认真填写考场记录，详细记录作弊考生的违纪事实，每

场考试结束后将监考人员签名的考场记录和考生违纪作弊的证明材料等交

巡考人员。

九、监考人员必须严肃认真，在考场内不准抽烟、谈话、看书、看报、

做杂事等处理其它事务；模范的遵守考场纪律，不得以任何形式营私舞弊。

十、监考人员有权制止非本考场的监考人员以及其他人员进入考场。

十一、监考人员如因事（病）不能监考应及时请假，由本系派人替补，

替补名单报教务处备查。对于撤离职守、违反本守则的监考人员给予批评教

育，造成严重影响的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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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上午

文学楼、电气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机械

181 91 东阶101

高等数学A（二）

徐世平 时晓杰 庞军

2018 182 40 2101 吕小莲 李增松

2018 182 40 2102 高旗 潘广香

2018

车辆

181 30 2501 王峥 苏金文 

2018 181 27 2503 林植慧 张友杰

2018 182 30 2505 王伟 张青

2018 182 22 2508 邓景泉 卜祥风

2018
机电

181 40 2510 平芳 刘曼利

2018 181 37 2511 佟默 王波

2018 汽服 18 52 实阶2 黄建文 孙才妹 王玥

各年级 各专业
重修 40 2103

高等数学A（二）
刘德义 倪受春

重修 40 2105 黄凯 王志乐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1 30 2401

高等数学A（二）

谢国雄 何泽宇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1 31 2402 李杰 孙琰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2 30 2403 赵世武 石世忠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2 30 2405 江锡顺 李辛毅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1 35 2408 彭靳 赵俊梅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1 33 2410 王婷周昌海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2 34 2411 程学彩 汪先兵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2 30 2413 王玉杰 李玲纯

2018 机器人 机器人18 47 东阶202 周海军 李扬

2018 电信 电信18 65 西阶104 董可秀 王欢

2018 电科 电科18 63 西阶203 高来鑫 周晓烨

各年级 各专业 重修 27 2407 段大卫 冯明春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8 27 2301 高等数学A(二) 戴书亚 许昶雯

2018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8 27 2303 高等数学A(二) 顾成军 张颖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1 30 2308 高等数学A(二) 李建操 杨青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1 26 2310 高等数学A(二) 孙磊 石振庆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2 30 2311 高等数学A(二) 胡水根 邸云菲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2 26 2313 高等数学A(二) 姚晓光 张莎莎

2018 园林 园林18 40 西阶204 高等数学B(二) 倪云 钱璐

2018 园林 园林18 30 2302 高等数学B(二) 魏树强 潘琤琤

各年级 重修 各专业 25 2307 高等数学AB(二) 梅才华 崔明霞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1 43 2203 普通逻辑学 陆荣丽 张文杰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2 43 2206 普通逻辑学 罗伟 王舒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3 56 西阶103 普通逻辑学 王国杰 衡桂珍 苏静

2018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8 38 2207
新闻学概论

梁华群 张铉

2018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8 37 2208 潘火强 张太兵

2018 新闻学 新闻18 34 2209
新闻采访学

王婧 杨健

2018 新闻学 新闻18 33 2210 郑益兵 张琴

2016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6 37 2211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宫伟伟 年雪

2016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6 37 2214 何雯 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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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体育教育 1.2 50 实阶一 体育社会学 王娟 高柳 郑雷

2018 体育教育 1.2 50 实阶三 体育社会学 武亚军 王运武 田庆柱

2018 体育教育 1.2 50 实阶四 体育社会学 邰玉明 黄安龙 王宁

逸夫楼

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1 64 YF3301 高等数学A（二） 蒋文明 吕俭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2 65 YF3302 高等数学A（二） 邓凯 孟瑶瑶

2018 测绘工程 测绘181 40 YF3401 高等数学A（二） 王燕 钱如友

2018 测绘工程 测绘182 51 YF3402 高等数学A（二） 曾微波 金凯

2018 地理科学 地科18 63 YF3303 高等数学A（二） 谷家川 丁邦恒

2018 导航工程 导航18 49 YF3403 高等数学A（二） 卢洁 徐建辉

2018 酒店管理 酒店18 31 YF3404 高等数学C（二） 吴俏 潘立新

2018 旅游管理 旅管18 46 YF3405 高等数学C（二） 仲明明 金泉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计科 1 60 YF3201 课程一 王芸 马润聪

2018 计科 2 61 YF3202 课程一 张燕玲 陈海宝

2018 网工 1 40 YF3203 课程一 王正山 胡晓静

2018 网工 2 40 YF3204 课程一 史小勇 陈芳

2018 物联网 1 40 YF4403 课程一 刘玉锋 董凤娇

2018 物联网 2 40 YF4404 课程一 李元金 张秋香

2018 软件 1 40 YF4401 课程一 张海洋 邵雪梅

2018 软件 2 40 YF4402 课程一 温卫敏 计成超

2018 通信 1 57 YF4408 课程一 周园 于红利

2018 空间 1 37 YF3205 课程一 杨传健 赵亚飞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市场营销 1 47 YF2507

高等数学C（二）

韩兰华 吕嘉捷

2018
工商管理

1 50 YF2204 侯晓珊 吕有清

2018 2 55 YF2206 黄山青 马守莉

2018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53 YF2302 蒋旋 倪敏

2018 2 52 YF2304 金伟 史劲峰

2018

财务管理

1 70 YF2102J 朱晓俊 束亚弟

2018 2 69 YF2202J 李芳 孙艺芹

2018 3 60 YF2402J 李慧 台德进

2018
审计学

1 58 YF2104 李敏 陶雨萍

2018 2 57 YF2106 李文玉 童子祥

2018
市场营销（专升本）

1-1 30 YF2201
商品学

胡慧 汪桥

2018 1-2 30 YF2203 罗一斌 钟蔚

数学与金融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金融工程 181 48 YF4508

高等数学（二）

王国军 蔡杨 孙书亚

2018 金融工程 182 34 YF4301 李善辉 杜良丽

2018 金融工程 182 34 YF4302 杨慧卿 李艳

2018 经济统计 1 34 YF4303 范媛媛 庞玲玲

2018 经济统计 2 34 YF4304 许乐盈 黄述亮

2018 大数据 1 25 YF4305 王大星 王雄亮

2018 大数据 2 25 YF4306 陈安顺 谭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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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应化 应化18 44 YF4102 高等数学A（二） 王家佳 黄雪琛

2018 应化 应化18 41 YF4103 高等数学A（二） 吉晓东 刘羽熙

2018 化工 化工18 41 YF4104 高等数学A（二） 周阿洋 郑娇玲

2018 化工 化工18 39 YF4106 高等数学A（二） 张华 王俊海

2018 无机 无机18 26 YF4201 高等数学A（二） 刘学立 陈玉萍

2018 无机 无机18 33 YF4202 高等数学A（二） 陈亚西 任兰正

2018 制药 制药18 40 YF4203 高等数学A（二） 邢新明 王金玉

2018 制药 制药18 59 YF4108J 高等数学A（二） 朱文彬 侯长平 王悦

2018 高分子 高分子18 47 YF4205 高等数学A（二） 王攀 金淦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8 55 YF4208J 高等数学B(二) 罗侠 刘洋 史长宏

2018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安18 33 YF3407 高等数学B(二) 吴义莲 董艳

2018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安18 30 YF4406 高等数学B(二) 张汆 欧永跃

2018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装备18 21 YF4206 高等数学B(二) 罗来高 顾海洋

2018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装备18 22 YF4204 高等数学B(二) 殷培峰 苗文娟

琅琊校区

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小学教育 1 68 西二楼 教育心理学 李春玲 郭华 吴锐

音乐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音乐学 1+2班 / 美阶一 小型乐队编配 陈宝利 王乐 秦翀

2016 音乐学 3+4班 / 美阶二 小型乐队编配 王小伟 周熙婷 陈琛

2017 音乐学 1+3班后10 49 综阶一 中国民族音乐 谢慧敏 王春平郭进怀 

2017 音乐学 2+4班后10 50 综阶二 中国民族音乐 庄虹子 董锐

2017 音乐学 3班 28 Z209 中国民族音乐 周子翔 武娜

2017 音乐学 4班 40 Z225 中国民族音乐 房燕 郭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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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下午

文学楼、电气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车辆

161
20 2501

汽车检测与诊断技术
陈珂 佟默

2016 25 2503 时晓杰 张青

2016
162

37 2505
汽车制造工艺学

柴瑞谦 任佛晓

2016 36 2508 王梓萌 高旗

2016

机械

161
41 2510

家电成套模具设计及装备制造
王伟 黄恭伟

2016 42 2511 张孝琼 平芳

2016
162

40 2513
特种加工

江柳莹 刘曼利

2016 37 2516 黄凯 刘德义

2016
汽服

161 37 2101 汽车保险与理赔 王志乐冯霞

2016 162 38 2103 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 林植慧 潘广香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1 29 2401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华贵山 胡毅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1 23 2402 于文娟 李刚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2 24 2403 胡士亚 郑桂林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2 24 2405 丁海涛 陈飞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3 22 2408 张臻 李磊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3 23 2410 孟文博 李辛毅

2017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71 61 东阶202 高来鑫 周晓烨

2017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72 51 西阶104 段大卫 冯明春

2017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科171
78 西阶203 彭靳王婷周昌海

2017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科172

2017 自动化 自动化171 34 2411 王玉杰 李玲纯

2017 自动化 自动化172 33 2413 周海军 李扬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6 30 2308 混凝土结构设计 邸云菲 孙磊

2016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6 25 2310 混凝土结构设计 胡水根 张莎莎 

2017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7 30 2301 土建工程基础 吴兴杰 张颖

2017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7 26 2303 土建工程基础+1重修 许昶雯 梅才华 

2017 土木工程对口 土木对口17 49 西阶204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 张春伟 薛玉洁

2018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8 25 2309 大学英语（二） 盛璐 倪云 

2018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8 25 2315 大学英语（二） 董元亮 崔明霞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2017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71 68 东阶101
语言学概论

夏群山 苏静 王洪所

2017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72 54 西阶103 杨俊芳 何自胜 程明霞

2017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7 39 2207
数字出版概论

张琴 张文杰

2017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7 38 2208 张敏 衡桂珍 

2017 新闻学 新闻17 31 2209
外国新闻事业史

王运歌 张铉

2017 新闻学 新闻17 31 2210 杨锦鸿 高尚

2016 新闻学 新闻161 34 2211
网络与新媒体

宫伟伟 陆荣丽

2016 新闻学 新闻162 35 2214 罗伟 叶盛世

体育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体育教育 1.2 50 实阶一 运动生理学 郭丽丽 王道传 刘少飞

2018 体育教育 1.2 50 实阶三 运动生理学 王敏 解煜 高柳

2018 体育教育 1.2 51 实阶四 运动生理学 李盟 许林林 戴治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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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楼

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1 64 YF3301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邓标 刘欢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2 65 YF3302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孙勇 王燕

2018 旅管（对口） 旅管对口181 56 YF3304 大学英语（二） 吴俏曾微波

2018 旅管（对口） 旅管对口182 56 YF3305 大学英语（二） 王延霞 李德亮

2016 旅游管理 旅管16 41 YF3401 旅游电子商务 谷双喜 卢洁

2016 旅管（对口） 旅管对口16 60 YF3303 旅游电子商务 李建梅 邓凯

2016 地理科学 地科16 40 YF3402 土地生态学 杨灿灿 王凯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计科 1 75 YF4408 课程一 程辉 王杨 任倩

2017 物联网 1 40 YF4401 课程一 刘士喜 吴豹

2017 物联网 2 38 YF4402 课程一 马良 赵亭

2017 网工 1 37 YF4403 课程一 梁倩倩 赵亮

2017 网工 2 38 YF4404 课程一 季璇 王涛（鲁）

2017 软件 1 37 YF3202 课程一 赵亚飞 邵雪梅

2017 软件 2 39 YF3203 课程一 王松劼 李元金

2017 空间 1 36 YF3204 课程一 岳座刚 董再秀

2017 通信 1 39 YF3205 课程一 杨斌 刘竞遥

2017 对口 1 50 YF3201 课程一 赵国柱 马玲玲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46 YF2204 国际金融 赵静 王希文

2016 2 47 YF2102J 国际金融 孙艺芹 汪娇

2016 财务管理 1 65 YF2202J 审计学 袁玲 王业

2016

审计学

1 30 YF2301 内部审计 陶雨萍 李爱军

2016 2 30 YF2303 内部审计 汪桥 张娟

2016 3 30 YF2305 内部审计 王磊 钟蔚

2016 4 31 YF2307 内部审计 邵尚林 张守哲

数学与金融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金融工程 171 25 YF4301

计量经济学

吕文华 戴泽兴

2017 金融工程 171 25 YF4302 袁万莲 唐正

2017 金融工程 172 49 YF4508J 葛梅梅 朱盼盼 杜良丽

2017 金融工程 173 24 YF4303 陈寿文 方芳

2017 金融工程 173 24 YF4304 董春丽 付云云 

2017 经济统计 1 36 YF4305 徐应超 许乐盈

2017 经济统计 2 36 YF4306 王维禹 朱方霞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制药 制药16 42 YF4104
药事管理与法规

张培 荆祥海

2016 制药 制药16 41 YF4106 刘学立 高利苹

2017 应化 应化17 35 YF4201 物理化学（二） 葛秀涛 吴刚

2017 应化 应化17 35 YF4202 物理化学（二） 陆晓雨 王金秀

2017 化工 化工17 63 YF4108J 物理化学（二） 王余杰 张延琪 陈亚西

2017 无机 无机17 35 YF4203 物理化学（二） 章守权 孙开莲

2017 制药 制药17 44 YF4205
物理化学（二）

冯剑 张华

2017 制药 制药17 44 YF4101 马文静 邢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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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安17 31 YF4204 现代仪器分析技术 吴庆 吴义莲

2017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安17 32 YF4206 现代仪器分析技术 陈志宏 罗来高

2017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装备17 24 YF4208J 电路及电子技术 顾海洋 孙啸

2017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装备17 23 YF4406 电路及电子技术 蔡华珍 彭玉平

2018 生物科学 生科18 51 YF3407 动物学 董艳 赵维萍 龙门

琅琊校区

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小学教育 1 28 203 教育政策与法规解读 张发勤 骆玲玲

2016 小学教育 1 29 205 教育政策与法规解读 余萍 左婷婷

2018 学前教育（对口） 1 59 西一楼 大学英语（二） 储昭兴 董秋雨 郭华

2018 学前教育（对口） 2 58 西二楼 大学英语（二） 李国峰 吴迪 吴锐

2018 小学教育（专升本） 1 72 东一楼 教育政策法规 吕吉 张敏杰 刘雨

美术与设计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视觉传达设计2+2 视传韩17 26 M101 韩语基础（四） 童鹏 郝凤丽

2018 视觉传达设计2+2 视传韩18 27 M103 韩语基础（二） 崇蓉蓉 方俊锋

2018 广告学 广告18 23 M104 广告文案写作 梁贵红 叶涛

2018 视觉传达设计（对口） 视传对口18 30 M307 大学英语（二）对口 丁玲玲 张国芳

2018 数字媒体艺术（对口） 数媒对口18 31 M305 大学英语（二）对口 戴燕燕 张帅

音乐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音乐学 1+2班 - 美阶一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岳敏 高健 张婧婧

2018 音乐学 3+4班 - 美阶二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张静 万明芳 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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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上午

文学楼、电气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车辆

171 22 2501

机械设计

王峥 卜祥风

2017 171 29 2503 庞军 苏金文

2017 172 30 2505 佟默 平芳

2017 172 22 2508 时晓杰 任佛晓

2017

机械

171 88 东阶101 张青 冯霞 张友杰

2017 172 35 2510 王伟 潘广香

2017 172 39 2511 吕小莲 徐世平

2017
汽服 17

38 2101 刘德义 王梓萌

2017 37 2102 吴卫明 赵文婷 

2017 机械电子 17 55 实阶2 邓景泉 黄恭伟 张孝琼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1
94 西阶203

电气控制技术及PLC
汪先兵 胡士亚 林其斌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2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3 49 东阶202 张臻孙琰

2016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61 27 2407

数字信号处理

周昌海 郑桂林

2016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61 27 2409 谢国雄 王欢

2016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62 48 西阶104 王国奎 邱森友

2016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科161 34 2401
单片机应用技术

李扬 赵世武

2016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科162 36 2402 高来鑫 葛浩

2016 自动化 自动化161 40 2403
电气控制技术及PLC

于文娟 李辛毅

2016 自动化 自动化162 35 2405 丁海涛 江锡顺

2016 电信对口 电信对口16 24 2415
单片机应用技术

周海军 李杰

2016 电信对口 电信对口16 25 2416 陈飞 董可秀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土木工程对口 土木对口16 45 西阶204 地基与基础 陈云 张莎莎

2018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8 32 2301 线性代数A 梅才华 张颖 

2018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8 29 2303 线性代数A 孙磊 薛玉洁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1 30 2308 线性代数A 满晓磊 姚晓光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1 31 2310 线性代数A 石振庆 杨青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2 30 2311 线性代数A 李建操 崔明霞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2 30 2313 线性代数A 张昊 刘广英

2018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8 25 2309 数学(二) 董元亮 刘怡然

2018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8 26 2315 数学(二) 王伟 盛璐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8 38 2207
中外新闻事业简史

王运歌 梁华群 

2018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8 37 2208 杨锦鸿 张铉

2018 新闻学 新闻18 34 2209
网络传播学

张琴 杨健

2018 新闻学 新闻18 33 2210 潘火强 年雪

2016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6 37 2211
网络传播学

罗伟 张敏

2016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6 37 2214 张文杰 王英

体育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体育教育 1.2 50 实阶一 学校体育学 程明吉 武玲玲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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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体育教育 1.2 48 实阶三 学校体育学 倪秀海 程欣泉 李海洋

2017 体育教育 1.2 48 实阶四 学校体育学 谷凤美 王之春 周荣

逸夫楼

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1 64 YF3301 线性代数A 袁加雷 杨海燕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2 65 YF3302 线性代数A 张晓庆 王丽

2018 测绘工程 测绘181 40 YF3401 线性代数A 邓标 何桂芳

2018 测绘工程 测绘182 51 YF3402 线性代数A 于洋 冯云艳

2018 导航工程 导航18 49 YF3403 线性代数A 李德亮 王丽

2018 酒店管理 酒店18 31 YF3404 管理学原理 金凯 郭爽

2018 旅管（对口） 旅管对口181 56 YF3304 数学（二） 潘立新 曹炜

2018 旅管（对口） 旅管对口182 56 YF3305 数学（二） 陈青松 吕俭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网工 网络安全 39 YF4403 网络安全与管理 陈海宝 周园

2016 物联网 物联网16 35 YF3201 短距离无线通信 马润聪 王正山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市场营销 1 47 YF2507 市场营销学 邵尚林 袁玲

2018
工商管理

1 50 YF2204
线性代数与概率统计C

王素侠 张凤云

2018 2 55 YF2206 王希文 张娟

2018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53 YF2302
货币银行学

王业 张晴

2018 2 52 YF2304 王晓梅 张守哲

2018
审计学

1 58 YF2104

线性代数与概率统计C

辛玉军 张媛媛

2018 2 57 YF2106 许艳芳 张紫娇

2018 物流工程 1 45 YF2307 俞云 钟蔚

数学与金融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金融工程 181 48 YF4508

微观经济学

付云云 相旭东胡贝贝

2018 金融工程 182 34 YF4301 徐应超 庞玲玲

2018 金融工程 182 34 YF4302 葛梅梅 王雄亮 

2018 经济统计 1 34 YF4303 丁洋 祁垒

2018 经济统计 2 34 YF4304 王学金 陈雯雯

2018 大数据 1 25 YF430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李艳 戴泽兴

2018 大数据 2 25 YF4306 方龙飞 朱盼盼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应化 应化16 39 YF4101
高分子材料加工工艺学

邢新明 侯金松

2016 应化 应化16 39 YF4102 朱文彬 刘羽熙

2016 化工 化工16 67 YF4108J 化工分离工程 马田林 任兰正 王家佳

2016 无机 无机16 43 YF4103无机非金属材料工业机械与设备郑娇玲 王俊海

2016 制药 制药16 42 YF4104
化工原理（二）

王余杰 黄雪琛

2016 制药 制药16 41 YF4106 王攀 楼鑫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8 54 YF4208J 线性代数B 孙星 张元昶 陈志宏

2018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安18 29 YF3407 线性代数 欧永跃 柴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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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安18 30 YF4406 线性代数 李敏 蔡华珍

2018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装备18 21 YF4206 线性代数B 苗文娟 向玉勇

2018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装备18 22 YF4204 线性代数B 赵维萍 董艳

外国语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英语 1 39人 YF1105 翻译理论与实践（二） 牛多方 刘利

2017 商务英语 1班 40人 YF1106 商务翻译（英汉） 叶政年 陈响雨

2017 商务英语 2班 40人 YF1204 商务翻译（英汉） 应英 林倩倩

2017 商务英语 3班 40人 YF1206 商务翻译（英汉） 宋彬彬 傅春燕

2018 英语 1 39人 YF1205 英语语法 杨海燕 雍晓燕

2018 英师 1 40人 YF1104 英语语法 张蓓蓓 郑凤兰

2018 商务英语 1 39人 YF1108 英语语法 杨正林 孙殿波

2018 商务英语 2 39人 YF1108 英语语法 刘曼 杨丽芬

2018 商务英语 3 40人 YF1108 英语语法 杨树林 潘玉立

2018 英专 1 40人 YF1606 口译（一） 王敏 滁杨梅

2018 英专 2 40人 YF1608 口译（一） 田燕 范丽霞

琅琊校区

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学前教育（对口） 1 67 西一楼 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 张平 聂辉 王彬

2016 学前教育 1 21 201 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 鲍玲 李静 

2016 学前教育 1 20 202 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 李春玲 左婷婷

2016 小学教育 1 28 203 教育与心理统计学 张敏杰 刘雨

2016 小学教育 1 29 205 教育与心理统计学 王大为 秦莉

2017 小学教育 1 68 西二楼 中外教育史 吴锐 张发勤 储昭兴

2018 学前教育（专升本） 1 68 东一楼 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 曹筱一 余萍 李国峰

音乐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音乐学 1+3班后10 49 综阶一

视唱练耳（综阶二）

12班8:00-9:00,34班
9:30-10:30
彭钰
陈璐

2017 音乐学 2+4班后10 50 综阶二

2017 音乐学 3班 28 Z209

2017 音乐学 4班 40 Z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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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下午

文学楼、电气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车辆

161
30 2501

汽车电器与电子设备

邓景泉 王玥

2016 30 2503 庞军 江柳莹

2016
162

30 2505 柴瑞谦 平芳

2016 29 2508 时晓杰 苏金文

2016

机械

161
40 2510

机床电气控制与PLC

张青 卜祥风

2016 39 2511 汪岳林 孙才妹

2016
162

40 2513 吕小莲 王梓萌

2016 40 2516 任佛晓 黄凯

2016 汽服 161 31 2101 汽车消费心理学 高旗 赵文婷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电气171 29 2401

数字电子技术

谢国雄 周晓烨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电气171 23 2402 孙琰 段大卫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电气172 24 2403 李杰 胡士亚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电气172 24 2405 江锡顺 丁海涛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电气173 22 2408 王欢 张臻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电气173 23 2410 王婷 周昌海

2017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71 61 东阶202 王国奎 汪先兵

2017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72 51 西阶104 王玉杰 邱森友

2017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科171
78 西阶203 程学彩 郑桂林 石世忠

2017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科172

2017 自动化 自动化171 34 2411 华贵山 何泽宇

2017 自动化 自动化172 33 2413 郑天云 陈飞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6 30 2301 钢结构设计 张春伟 刘广英 

2016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6 25 2303 钢结构设计 满晓磊 姚晓光

2016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6 24 2307 园林建设工程管理 王慧忠 盛璐 

2016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6 24 2309 园林建设工程管理 刘怡然 王伟

2017 园林 园林17 30 2311 园林规划设计（一） 董元亮 潘琤琤

2017 园林 园林17 27 2313 园林规划设计（一） 倪云 崔明霞

2017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7 30 2315 园林规划设计（一） 魏树强 张颖

2017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7 30 2316 园林规划设计（一） 杨青 梅才华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1 42 2203

心理学基础

张太兵 何雯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2 42 2206 罗伟 杨锦鸿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3 56 西阶103 王国杰 衡桂珍 陆荣丽

2017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7 39 2207
中国文学作品选读

张敏 夏群山

2017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7 38 2208 韩霞 叶盛世

2017 新闻学 新闻17 31 2209
秘书学理论与实务

郑益兵 苏静

2017 新闻学 新闻17 31 2210 杨俊芳 何自胜

2016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61 68 东阶101
比较文学

吴文杰 王舒 张琴 

2016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62 42 2211 王英 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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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体育教育 1.2 50 实阶一 心理学基础 刘泽琼 谭继业 宋冰

2018 体育教育 1.2 55 实阶三 心理学基础 高鉴 张健 朱莉

2018 体育教育 1.2 56 实阶四 心理学基础 苏晓敏 潘勤磊 吕文辉

逸夫楼

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1 64 YF3301 自然地理学 张晓庆 李养兵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2 65 YF3302 自然地理学 周亮广 江月

2018 测绘工程 测绘181 40 YF3401 地球科学概论 孙超 卢洁

2018 测绘工程 测绘182 51 YF3402 地球科学概论 钱如友 于洋

2018 地理科学 地科18 63 YF3303 自然地理学（二） 李建梅 丁邦恒

2018 酒店管理 酒店18 31 YF3404 服务质量管理 王凯 孟瑶瑶

2018 旅游管理 旅管18 46 YF3405 旅游政策与法规 金泉 仲明明

2018 旅管（对口） 旅管对口181 56 YF3304 旅游政策与法规 汪旭 王钦安

2018 旅管（对口） 旅管对口182 56 YF3305 旅游政策与法规 袁加雷 黄翠婷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市场营销 1 52 YF2304 商务谈判与礼仪 吕嘉捷 侯晓珊

2017
工商管理

1 53 YF2204
人力资源管理

奚昕 胡慧

2017 2 53 YF2206 曹晨 黄山青

2017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44 YF2104
外贸英语函电（双语）

李丹 蒋旋

2017 2 45 YF2106 陈若旸 金伟

2017

财务管理

1 67 YF2202J

财政学

王磊 李芳

2017 2 65 YF2402J 邵尚林 李慧

2017 3 56 YF2102J 黎娜 李敏

2017 4 55 YF2302 程长明 李文玉

2017

审计学

1-1 33 YF2301

财政学

张晴 刘顺

2017 1-2 32 YF2303 张紫娇 刘兴宇

2017 2-1 30 YF2305 冯春梅 罗文雯

2017 2-2 38 YF2307 韩兰华 罗一斌

数学与金融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金融工程 171 25 YF4301

应用统计学

方芳 邓新

2017 金融工程 171 25 YF4302 李艳 黄述亮

2017 金融工程 172 49 YF4508J 祁垒 谭玉明 杨慧卿

2017 金融工程 173 24 YF4303 陈安顺 茆芹

2017 金融工程 173 24 YF4304 朱方霞 袁万莲 

2017 经济统计 1 36 YF4305 王兵 王维禹

2017 经济统计 2 36 YF4306 王学金 徐应超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应化 应化18 38 YF4102 分析化学 张培 金淦

2018 应化 应化18 39 YF4103 分析化学 张建英 荆祥海

2018 化工 化工18 36 YF4104 有机化学 陈玉萍 吴霖生

2018 化工 化工18 40 YF4106 有机化学 张延琪 冯剑

2018 无机 无机18 26 YF4201 分析化学 王金秀 侯长平

2018 无机 无机18 26 YF4202 分析化学 章守权 黄雪琛

2018 制药 制药18 40 YF4203 有机化学（一） 王永贵 邢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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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制药 制药18 58 YF4108J 有机化学（一） 陆晓雨 侯金松 马田林

2018 高分子 高分子18 47 YF4205 有机化学（一） 刘学立 丁中建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6 31 YF4204 食品工厂规划与设计 李婷婷 孙星

2016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6 30 YF4206 食品工厂规划与设计 董艳 杜庆飞

2018 生物科学 生科18 50 YF3407 植物学+1重修 罗侠 孙啸 李敏

外国语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商务英语 1.3 36人 YF1105 英美概况 金艳 王敏全

2017 商务英语 2 22人 YF1107 英美概况 张锦 周俊

2018 英师 1 40人 YF1104 基础心理学 孙秀银 沈云

2018 商务英语 1 39人 YF1108 商务英语泛读二 李阿宁 郑雪霏

2018 商务英语 2 39人 YF1108 商务英语泛读二 董丽娜 裘莎

2018 商务英语 3 40人 YF1108 商务英语泛读二 周韦 钱嫣荷

2018 英专 1 40人 YF1204 第二外语（二） 杨青 何龙

2018 英专 2 40人 YF1206 第二外语（二） 黄学静 李可桢

琅琊校区

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学前教育（对

口）
1 60 西一楼 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刘新龙 李祖红 陈思曼

2017
学前教育（对

口）
2 58 西二楼 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张平 吕吉 郭华

2017 学前教育 1 29 201 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鲍玲 曹筱一

2018
学前教育（专升

本）
1 68 东一楼 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陈作飞 张发勤 秦莉

2018 小学教育 1 18 207 基础教育学 李静 吴锐

2018 小学教育 1 18 208 基础教育学 李春玲 骆玲玲

美术与设计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产品设计

产设181 29 M301 透视基础 胡继艳 张帅

2018 产设182 30 M303 透视基础 金灿 董国娟 

2018 视觉传达设计 视传18 49 美阶一 中外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冯艳 冷荣亮 陈一笑

2018 视觉传达设计2+2 视传韩18 27 M103 中外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丁刚 张悦

2018 数字媒体艺术 数媒18 34 M107 视听语言 丁力 陈培波

2018 广告学 广告18 23 M104 市场调查与分析 陶涛 李梦娟

2018
视觉传达设计

（对口）
视传对口18 30 M307 中外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撒后余 窦立亚

2018
数字媒体艺术

（对口）
数媒对口18 31 M305 视听语言 张国芳 荆琦

音乐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音乐学 1+3班后10 49 综阶一 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 王小伟 王春平 房燕

2017 音乐学 2+4班后10 50 综阶二 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 郭进怀 张静 张婧婧

2017 音乐学 3班 28 Z209 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 董锐 成海庆

2017 音乐学 4班 40 Z225 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 丁思文 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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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上午

文学楼、电气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车辆

171 20 2501

材料力学

江柳莹 庞军

2017 171 29 2503 黄凯 黄建文

2017 172 30 2505 邓景泉 汪岳林

2017 172 22 2508 佟默 张友杰

2017

机械

171 75 东阶101

电工电子技术

吴卫明 平芳 刘德义

2017 172 35 2510 任佛晓张青

2017 172 39 2511 苏金文 卜祥风

2017 机械电子 17 55 实阶2 电子技术 林植慧 吕小莲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1
94 西阶203

工厂供电
周晓烨 李辛毅 付翔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2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3 49 东阶202 李磊 周海军

2016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61 27 2407

信息论与编码

赵俊梅 董可秀

2016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61 27 2409 胡毅 冯明春

2016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62 48 西阶104 于文娟 李刚

2016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科161 34 2401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张彪孟文博

2016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科162 36 2402 谢国雄 孙琰

2016 自动化 自动化161 40 2403
工厂供电

段大卫 江锡顺

2016 自动化 自动化162 35 2405 王国奎 丁海涛

2016 电信对口 电信对口16 24 2415
SMT技术

彭靳 陈飞

2016 电信对口 电信对口16 25 2416 王玉杰 汪先兵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7 30 2301 水力学 满晓磊 顾成军

2017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7 27 2303 水力学 张磊 王伟

2017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71 25 2308 结构力学 李建操 薛玉洁

2017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71 28 2310 结构力学 杨青 石振庆

2017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72 24 2307 结构力学 胡水根 钱璐 

2017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72 24 2309 结构力学 张昊 张颖

2017 土木工程对口
土木工程对

口17
50 西阶204 结构力学 梅才华 张莎莎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1 43 2203 文学概论 李正红 王英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2 42 2206
文学概论

张文杰 宫伟伟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3 56 西阶103 王国杰 衡桂珍 夏群山

2018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8 38 2207
大众传播学

程明霞 韩霞

2018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8 37 2208 张敏 张铉

2018 新闻学 新闻18 34 2209
传播学概论

梁华群 郑益兵

2018 新闻学 新闻18 33 2210 卢晓辉 王舒

2016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6 37 2211
媒体伦理与法规

孔刘辉 何雯

2016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6 37 2214 杨俊芳 潘火强

逸夫楼

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1 64 YF3301 现代地图学 杨灿灿 车耀伟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2 65 YF3302 现代地图学 邓凯 王燕

2018 导航工程 导航18 49 YF3403 现代地图学 邓标 刘欢

2018 酒店管理 酒店18 31 YF3404 酒店服务心理学 吴俏 陈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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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网工 1 37 YF4403 课程二 赵亚飞 刘国秀

2017 网工 2 38 YF4404 课程二 刘东良 陈芳

2017 通信 1 39 YF3205 课程二 王杨 季璇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市场营销 1 52 YF2304 消费者行为学 孟凡会 王业

2017
工商管理

1 53 YF2204
管理信息系统

张紫娇 辛玉军

2017 2 53 YF2206 孙艺芹 许艳芳

2017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44 YF2104
统计学

陈学云 刘兴宇

2017 2 45 YF2106 台德进 袁玲

2017

财务管理

1 67 YF2202J

概率统计C

童子祥 张凤云

2017 2 65 YF2402J 汪娇 张娟

2017 3 56 YF2102J 汪桥 李爱军

2017 4 55 YF2302 王磊 张守哲

2017

审计学

1-1 33 YF2301

统计学

陶雨萍 张媛媛

2017 1-2 32 YF2303 王素侠 赵静

2017 2-1 30 YF2305 王希文 郑峰

2017 2-2 38 YF2307 王晓梅 陈明

2018 市场营销 1 47 YF2507 统计学 郑峰 倪敏

2018
市场营销（专升本）

1-1 30 YF2201
消费者行为学

吕有清 史劲峰

2018 1-2 30 YF2203 马守莉 束亚弟

数学与金融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金融工程 181 48 YF4508

会计学

吕文华 陈相军 方龙飞

2018 金融工程 182 34 YF4301 蔡杨 丁洋

2018 金融工程 182 34 YF4302 董春丽 王兵

2018 经济统计 1 34 YF4303 王国军 朱方霞

2018 经济统计 2 34 YF4304 李善辉 庞玲玲

2018 大数据 1 25 YF4305
Java程序设计

王雄亮 朱盼盼

2018 大数据 2 25 YF4306 陈寿文 付云云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应化 应化16 39 YF4101
高分子材料分析测试与研究方法

荆祥海 任兰正

2016 应化 应化16 39 YF4102 郑娇玲 冯剑

2017 应化 应化17 35 YF4201
有机化学（二）

张建英 侯金松

2017 应化 应化17 34 YF4202 侯长平 黄雪琛

2017 化工 化工17 63 YF4108J 化工原理（一）） 王悦 王俊海 丁中建

2017 无机 无机17 35 YF4203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 陈玉萍 吴霖生

2017 制药 制药17 44 YF4205 波谱解析 张伟钢 高利苹

2017 制药 制药17 45 YF4103 波谱解析 楼鑫 王余杰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生物科学 生科17 24 YF4204 遗传学 赵维萍 孙星

2017 生物科学 生科17 22 YF4206 遗传学 向玉勇 吴庆

外国语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商务英语 1 39人 YF1108 商务英语函电与写作（一） 梁强 昌杨

2018 商务英语 2 39人 YF1108 商务英语函电与写作（一） 易明勇 何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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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商务英语 3 40人 YF1108 商务英语函电与写作（一） 吴小芳 舒卫征

2018 英专 1 40人 YF1204 高级英语（二） 韩青 刘曼

2018 英专 2 40人 YF1206 高级英语（二） 刘晓莉 王佩

琅琊校区

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学前教育（对口） 1 60 西一楼 幼儿游戏理论与指导 李祖红 聂辉 余萍

2017 学前教育（对口） 2 58 西二楼 幼儿游戏理论与指导 李国峰 郭华 刘新龙

2017 学前教育 1 29 201 幼儿游戏理论与指导 储昭兴 左婷婷

2018 小学教育（专升本） 1 72 东一楼 班级管理 王大为 陈思曼 王彬

美术与设计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产品设计

产设171 28
美阶一 设计心理学 丁刚 吴玉 朱泽婷

2017 产设172 30

2017 工业设计 工设171.172 40 M107 设计心理学 冯艳 毛环

2017
环境设计

环设171 30
美阶二 中外设计史 陈一笑 朱金鑫 韩瑞娜

2017 环设172 31

2017 美术学 美术17 34 M105 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丁力 马国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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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下午

文学楼、电气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机械

181 39 2101

大学物理

平芳 任佛晓

2018 181 39 2102 江柳莹 王梓萌

2018 182 40 2103 刘曼利 佟默

2018 182 40 2105 黄恭伟 徐世平

2018

车辆

181 30 2501 刘德义 赵文婷

2018 181 27 2503 时晓杰 黄建文

2018 182 30 2505 黄凯 郑凯旋

2018 182 22 2508 邓景泉 张青

2018
机电

181 40 2510 林植慧 苏金文

2018 181 37 2511 高旗 王志乐

2018 汽服 18 52 实阶2 潘广香 王峥 王玥

各年级 各专业 各班级 28 2513 大学物理 吕小莲 张友杰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1 30 2401

大学物理（一）

何泽宇 李杰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1 31 2402 邱森友 赵世武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2 30 2403 石世忠 程学彩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2 30 2405 李玲纯 王欢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1 35 2408 周晓烨 王婷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1 34 2410 周昌海 郑桂林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2 34 2411 张臻 胡凤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2 30 2413 王国奎 彭靳

2018 机器人 机器人18 47 东阶202 李扬 付翔

2018 电信 电信18 65 西阶104 周海军 董可秀

2018 电科 电科18 63 西阶203 高来鑫 胡毅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8 27 2301 大学物理 张磊 张颖 

2018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8 30 2303 大学物理 梅才华 许昶雯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1 32 2308 大学物理 张昊 满晓磊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1 32 2310 大学物理 姚晓光 陈云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2 30 2311 大学物理 李建操 薛玉洁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2 32 2313 大学物理 石振庆 张莎莎

2018 园林 园林18 40 西阶204 植物学 魏树强 盛璐

2018 园林 园林18 32 2302 植物学 倪云 任丽颖

2018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8 25 2309 植物学 董元亮 潘琤琤

2018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8 25 2315 植物学 汪美英 王伟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71 68 东阶101
中国古代文学（一）

杨健 年雪 衡桂珍 

2017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72 54 西阶103 王英 罗伟 梁华群

2017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7 39 2207
策划学概论

宫伟伟 杨锦鸿

2017 网络与新媒体 网媒17 38 2208 杨俊芳 何自胜

2017 新闻学 新闻17 31 2209
新闻编辑学

王婧 王运歌 

2017 新闻学 新闻17 31 2210 王舒 高尚

2016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62 42 2211

中国文学批评史

陆荣丽 潘火强

2016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61 68 2203 韩霞 叶盛世

2016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61 68 2206 王国杰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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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楼

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1 64 YF3301 C语言程序设计 刘民士 杨海燕

2018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182 65 YF3302 C语言程序设计 李云飞 王丽

2018 导航工程 导航18 49 YF3403 C语言程序设计 李鹏 吴见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计科 1 60 YF3201 课程二 马良 江文贵

2018 计科 2 61 YF3202 课程二 赵亚飞 任倩

2018 网工 1 40 YF3203 课程二 赵亮 马玲玲

2018 网工 2 40 YF3204 课程二 赵玉艳 刘玉锋

2018 物联网 1 40 YF4403 课程二 方纯 王涛（皖）

2018 物联网 2 40 YF4404 课程二 岳座刚 马骏

2018 软件 1 40 YF4401 课程二 杨传健 刘国秀

2018 软件 2 40 YF4402 课程二 胡晓静 宋大杰

2018 通信 1 57 YF4408 课程二 程辉 梁倩倩

2018 空间 1 37 YF3205 课程二 陈芳 王松劼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46 YF2204
海关通关实务

李芳 朱晓俊

2016 2 47 YF2102J 张媛媛 祝华凤

2016

财务管理

1 65 YF2202J

金融学

张凤云 李慧

2016 2 62 YF2402J 张紫娇 孙艺芹

2016 3 45 YF2302 赵静 刘顺

2016 4 43 YF2304 郑峰 刘兴宇

2016

审计学

1 30 YF2301

审计案例分析

罗文雯 程长明

2016 2 30 YF2303 周智朝 丁素云

2016 3 30 YF2305 朱金龙 冯春梅

2016 4 31 YF2307 朱维维 陈明

数学与金融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金融工程 171 25 YF4301

投资学

王学金 陈雯雯 

2017 金融工程 171 25 YF4302 方龙飞 董春丽

2017 金融工程 172 49 YF4508J 王兵相旭东 戴泽兴

2017 金融工程 173 24 YF4303 丁洋 陈相军

2017 金融工程 173 24 YF4304 黄述亮陈寿文

2017 经济统计 1 36 YF4305 徐应超 付云云

2017 经济统计 2 36 YF4306 王大星 茆芹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应化 应化18 38 YF4102 大学物理 王俊海 丁中建

2018 应化 应化18 38 YF4103 大学物理 任兰正 孙开莲

2018 化工 化工18 36 YF4104
大学物理

王永贵 周阿洋

2018 化工 化工18 36 YF4106 马田林 吉晓东

2018 无机 无机18 26 YF4201
大学物理

高利苹 吴霖生

2018 无机 无机18 25 YF4202 郑娇玲 吴刚

2018 制药 制药18 40 YF4203 大学物理 侯金松 陆晓雨

2018 制药 制药18 44 YF4108J 大学物理 刘羽熙 冯剑

2018 高分子 高分子18 47 YF4205 大学物理  张延琪 朱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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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生物科学 生科18 50 YF3407 大学物理 师海荣 顾海洋 孙啸

2018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8 55 YF4208J 大学物理 贾小丽 罗侠 于士军

2018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装备18 21 YF4206 大学物理 张微微 苗文娟

2018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装备18 22 YF4204 大学物理 柏钰 周頔

外国语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英专 1 40人 YF1204 高级写作（二） 杨青 胡月月

2018 英专 2 40人 YF1206 高级写作（二） 李悦 王冬霞

琅琊校区

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学前教育（对口） 1 60 西一楼 幼儿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 董秋雨 吕吉 骆玲玲

2017 学前教育（对口） 2 58 西二楼 幼儿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
陈作飞 李国峰 储昭
兴

2017 学前教育 1 29 201 幼儿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 李祖红 王彬

2018 小学教育（专升本） 1 72 东一楼 学校管理心理学 左婷婷 张敏杰 张平

美术与设计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产品设计

产设181 29 M301 机械设计基础 梁贵红 张宇

2018 产设182 27 M303 机械设计基础 窦立亚 孙晓晓

2018 工业设计 工设18 24 M101 机械设计基础（一） 荆琦 张玮

2018 视觉传达设计 视传18 64 美阶一 中外设计史 崇蓉蓉 李梦娟 

2018 视觉传达设计2+2 视传韩18 27 M103 中外设计史 丁玲玲 朱泽婷

2018
环境设计

环设181 30
美阶二 景观设计概论（+4重修） 陶涛 张帅 董国娟

2018 环设182 33

2018 数字媒体艺术 数媒18 34 M107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概论 张国芳 李振洋

2018 广告学 广告18 24 M104 中外广告史 冷荣亮 张悦

2018 美术学 美术18 42 M105 艺术概论 金灿 彭朝艺

2018
视觉传达设计（对

口）
视传对口18 30 M307 中外设计史 郝凤丽 陈一笑

2018
数字媒体艺术（对

口）
数媒对口18 31 M30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概论 方俊锋 江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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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上午

文学楼、电气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车辆

171 21 2501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黄凯 冯霞

2017 171 29 2503 张青赵文婷

2017 172 30 2505 邓景泉 黄建文

2017 172 22 2508 张孝琼 卜祥风

2017

机械

171 76 东阶101
江柳莹 任佛晓 王志
乐

2017 172 35 2510 刘德义 高旗

2017 172 39 2511 柴瑞谦 林植慧

2017
汽服 17

30 2101 徐世平 时晓杰

2017 37 2102 刘曼利 王梓萌

2017 机械电子 17 55 实阶2 吕小莲 佟默 潘广香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1 29 2401

工程电磁场

华贵山 谢国雄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1 23 2402 何泽宇 孙琰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2 24 2403 李杰段大卫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2 24 2405 赵世武 孟文博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3 22 2408 石世忠 陈飞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3 23 2410 李辛毅 江锡顺

2017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71 61 东阶202
信号与系统

彭靳 程学彩

2017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72 51 西阶104 王国奎 郑桂林

2017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科171
78 西阶203 半导体器件物理 董可秀 王婷 周昌海

2017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科172

2017 自动化 自动化171 34 2411
电机及电力拖动

李玲纯 于文娟

2017 自动化 自动化172 33 2413 李刚胡士亚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16）

42 2302 边坡工程 李孝雄 邸云菲

2016 园林 园林16 35 2308 园林植物栽培学 王伟 盛璐

2016 园林 园林16 34 2310 园林植物栽培学 魏树强 崔明霞

2016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6 24 2307 园林植物栽培学 任丽颖 李建操

2016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6 24 2309 园林植物栽培学  董元亮 满晓磊

2017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7 30 2301 水处理生物学 张磊 张颖 

2017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7 26 2303 水处理生物学 梅才华 张莎莎

2017 土木工程对口
土木工程对

口17
49 西阶204 屋面防水工程施工 戴书亚 吴兴杰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1 43 2203 中国现代文学 郑益兵 年雪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2 42 2206
中国现代文学

陆荣丽 王国杰

2018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83 56 西阶103 罗伟 何雯 何自胜

2018 新闻学 新闻18 34 2209
中国新闻事业史

王运歌 王婧

2018 新闻学 新闻18 33 2210 卢晓辉 梁华群

逸夫楼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计科 1 75 YF4408 课程二 王芸 刘士喜 宋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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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物联网 1 40 YF4401 课程二 计成超 张秋香

2017 物联网 2 38 YF4402 课程二 王杨 张妙飞

2017 网工 1 37 YF4403 课程三 赵国柱 赵玉艳

2017 网工 2 38 YF4404 课程三 侯雨辰 周园

2017 软件 1 37 YF3202 课程二 刘东良 梁倩倩

2017 软件 2 39 YF3203 课程二 李元金 刘竞遥

2017 空间 1 36 YF3204 课程二 王涛（鲁） 杨传健

2017 通信 1 39 YF3205 课程三 董再秀 马润聪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市场营销 1 47 YF2507 微观经济学 李丹 祝华凤

2018
工商管理

1 50 YF2204
微观经济学

郑峰 曹晨

2018 2 55 YF2206 周智朝 陈若旸

2018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53 YF2302
微观经济学

张守哲 陈学云

2018 2 52 YF2304 朱金龙 程艳

2018

财务管理

1 70 YF2102J

微观经济学

王希文 程长明

2018 2 69 YF2202J 朱维维 丁素云

2018 3 60 YF2402J 台德进 冯春梅

2018
审计学

1 58 YF2104
西方经济学

周晖 韩兰华

2018 2 57 YF2106 朱晓俊 侯晓珊

2018 物流工程 1 45 YF2307 微观经济学 赵静 胡慧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应化 应化17 35 YF4201
仪器分析

王金秀 陆晓雨

2017 应化 应化17 34 YF4202 王金玉 金淦

2017 化工 化工17 63 YF4108J 仪器分析 吴霖生 张伟钢 楼鑫

2017 无机 无机17 35 YF4203 机械设计基础 王家佳 荆祥海

2017 制药 制药17 44 YF4205
中药学

周海嫔 王攀

2017 制药 制药17 44 YF4101 马田林 刘羽熙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生物科学 生科17 22 YF4204 微生物学 师海荣 张微微

2017 生物科学 生科17 22 YF4206 微生物学 柴新义 李敏

2017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7 25 YF3407 食品分离技术 苗文娟 彭玉平

2017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7 25 YF4406 食品分离技术 孙星 陈志宏

琅琊校区

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学前教育（对口） 1 59 西一楼 学前卫生学 秦莉 张发勤 李静

2018 学前教育（对口） 2 58 西二楼 学前卫生学 聂辉 余萍 刘新龙

2018 学前教育（专升本） 1 68 东一楼 学前卫生学 左婷婷 陈作飞 张平

音乐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音乐学 1+2班 \ 美阶一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谢慧敏 董锐 丁思文

2018 音乐学 3+4班 \ 美阶二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高静 李晶 陈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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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下午

文学楼、电气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机械

181 39 2101

理论力学

汪岳林平芳

2018 181 39 2102 王峥 张友杰

2018 182 40 2103 林植慧 崔平安

2018 182 40 2105 张青 高旗

2018

车辆

181 33 2501 徐世平刘德义

2018 181 27 2503 王志乐 黄凯

2018 182 30 2505 潘广香 黄建文

2018 182 39 2508 时晓杰 卜祥风

2018
机电

181 40 2510 吕小莲 佟默 

2018 181 37 2511 苏金文王梓萌

2018 汽服 18 52 实阶2 工程力学 李增松 刘曼利 赵文婷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1
94 西阶203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
丁海涛 程学彩 王玉杰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2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3 49 东阶202 汪先兵 谢国雄

2016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61 27 2407

PLC技术与应用

孙琰李玲纯

2016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61 27 2409 何泽宇 王国奎

2016 电子信息工程 电信162 48 西阶104 张臻李杰

2016 自动化 自动化161 40 2403
机器人技术

李扬石世忠

2016 自动化 自动化162 35 2405 彭靳邱森友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6 30 2301 工程结构抗震设计方法 薛玉洁 张昊 

2016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6 25 2303 工程结构抗震设计方法 胡水根 陈云

2016 土木工程对口 土木对口16 45 西阶204 建筑工程质量控制 石振庆 杨青

2017 园林 园林17 30 2311 园林花卉学 魏树强 潘琤琤 

2017 园林 园林17 28 2313 园林花卉学 倪云 盛璐

2017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7 30 2315 园林花卉学 汪美英 王伟

2017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7 33 2316 园林花卉学 董元亮 邸云菲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71 68 东阶101
秘书学原理与实务

宫伟伟 陆荣丽 程明霞

2017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172 54 西阶103 王运歌 杨锦鸿 夏群山

2017 新闻学 新闻17 31 22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高尚 王英

2017 新闻学 新闻17 31 2210 潘火强 韩霞

逸夫楼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计科 1 60 YF3201 课程三 温卫敏 王松劼

2018 计科 2 61 YF3202 课程三 吴豹 岳座刚

2018 网工 1 40 YF3203 课程三 董凤娇 计成超

2018 网工 2 40 YF3204 课程三 王涛（皖）程辉 

2018 物联网 1 40 YF4403 课程三 王南洋 董再秀

2018 物联网 2 40 YF4404 课程三 罗虎 马骏

2018 软件 1 40 YF4401 课程三 史小勇 季璇

2018 软件 2 40 YF4402 课程三 张燕玲 王正山

2018 通信 1 57 YF4408 课程三 于红利 赵亮

2018 空间 1 37 YF3205 课程三 叶春 胡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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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工商管理

1 53 YF2204
公共关系学

王素侠 程艳

2017 2 53 YF2206 周智朝 程长明

2017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44 YF2104
国际贸易实务

张晴 丁素云

2017 2 45 YF2106 朱金龙 冯春梅

2017

财务管理

1 67 YF2202J

管理会计

许艳芳 韩兰华

2017 2 65 YF2402J 朱维维 侯晓珊

2017 3 56 YF2102J 朱晓俊 胡慧

2017 4 55 YF2302 祝华凤 黄山青

2017

审计学

1-1 33 YF2301

成本与管理会计

汪娇 蒋旋

2017 1-2 32 YF2303 曹晨 张媛媛

2017 2-1 30 YF2305 陈若旸 李丹

数学与金融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金融工程 171 25 YF4301

金融工程学

葛梅梅 相旭东

2017 金融工程 171 25 YF4302 王兵 孙书亚

2017 金融工程 172 49 YF4508J 王学金 方芳 姚宁宁

2017 金融工程 173 24 YF4303 唐正 吕文华

2017 金融工程 173 24 YF4304 胡贝贝 史雨梅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6 31 YF4204 食品包装与贮藏 龙门 杜庆飞

2016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6 30 YF4206 食品包装与贮藏 张元昶 欧永跃

2017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装备17 24 YF4208J 食品机械与设备 孙骁 何诗行 

2017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装备17 23 YF4406 食品机械与设备  顾海洋 罗来高

琅琊校区

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小学教育 1 68 西二楼 学生品德发展与道德教育 张敏杰 吴迪 王大为

2018 小学教育（专升本） 1 72 东一楼 小学课程与教学论 刘雨 陈思曼 骆玲玲

音乐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音乐学 1+2班 \ 美阶一 外国民族音乐 郭进怀 王乐 徐璐

2016 音乐学 3+4班 \ 美阶二 外国民族音乐 房燕 黄河 王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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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上午

文学楼、电气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机械

161
40 2510

数控加工工艺与编程

刘曼利 张孝琼

2016 39 2511 冯霞 张友杰

2016
162

40 2513 时晓杰 吕小莲

2016 40 2516 邓景泉 佟默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1 30 2401

电路分析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1 31 2402 丁海涛 李刚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2 30 2403 王玉杰 周昌海

20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82 30 2405 胡士亚 于文娟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1 35 2408 周海军 赵世武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1 33 2410 程学彩 江锡顺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2 65 2411 周晓烨 孙琰

2018 自动化 自动化182 30 2413 郑桂林 冯明春

2018 机器人 机器人18 47 东阶202 李扬 董可秀

2018 电信 电信18 65 西阶104 王婷 段大卫

2018 电科 电科18 63 西阶203 王国奎 石永华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8 27 2301 测量学 孙磊 钱璐

2018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8 30 2303 测量学 戴书亚 顾成军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1 30 2308 理论力学 李建操 陈云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1 32 2310 理论力学 张昊 薛玉洁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2 30 2311 理论力学 姚晓光 张莎莎

2018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82 26 2313 理论力学 满晓磊 胡水根

2018 园林 园林18 40 西阶204 园林设计初步 潘琤琤 魏树强

2018 园林 园林18 30 2302 园林设计初步 董元亮 李孝雄

2018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8 25 2309 园林设计初步 盛璐 倪云 

2018 园林对口 园林对口18 27 2315 园林设计初步 王伟 杨青

逸夫楼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网工 网络安全 39 YF4403 无线网络原理及应用 张燕玲罗虎

2016 网工 互联网应用 41 YF4404 无线网络原理及应用 陈海宝 王南洋

2016 物联网
物联网系统构
建与管理

35 YF3201 无线传感器网络 杨斌 张妙飞

2016 物联网
智能数据分析

与应用
47 YF3202 无线传感器网络 张巧云 张海洋

2016 空间 1 46 YF3205 GIS开发与应用 刘东良 刘玉锋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市场营销 1 47 YF2507 会计学 陶雨萍 李慧

2018
工商管理

1 50 YF2204
会计学

黄山青 李敏

2018 2 55 YF2206 蒋旋 李文玉

2018

财务管理

1 70 YF2102J

初级会计学

王晓梅 罗文雯

2018 2 69 YF2202J 李丹 罗一斌

2018 3 60 YF2402J 陈若旸 吕嘉捷

2018
审计学

1 58 YF2104
初级会计学

程艳 吕有清

2018 2 57 YF2106 刘顺 马守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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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7 24 YF3407 食品加工原理 欧永跃 吕日琴

2017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7 25 YF4406 食品加工原理 柏钰 史长宏

2017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安17 31 YF4204 食品分析与检测 杜庆飞 于士军

2017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安17 32 YF4206 食品分析与检测 张汆 贲宗友

琅琊校区

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学前教育（对口） 1 59 西一楼 学前教育学 李春玲 董秋雨 鲍玲

2018 学前教育（对口） 2 58 西二楼 学前教育学 陈思曼 储绍兴 陈作飞

音乐学院
7月11日上午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8 音乐学 1+2班 \ 美阶一 基本乐理 谢慧敏 秦峰 陈宝利

2018 音乐学 3+4班 \ 美阶二 基本乐理 吴一玲 黄河 陈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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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下午

文学楼、电气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车辆

171 21 2501

汽车构造（二）

时晓杰 刘曼利

2017 171 29 2503 张孝琼 冯霞

2017 172 30 2505 王志乐 刘德义

2017 172 22 2508 黄凯 王波

2017
汽服 17

30 2101
汽车构造（二）

吕小莲 黄建文

2017 37 2102 林植慧 赵文婷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1
94 西阶203

发电厂电气部分
段大卫 冯明春 张彪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2

20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63 49 东阶202 郑桂林 李辛毅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1 29 2401

电机学

丁海涛 王婷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1 23 2402 彭靳 江锡顺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2 24 2403 王国奎 胡士亚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2 24 2405 李玲纯 邱森友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3 22 2408 汪先兵 石世忠

20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73 23 2410 孙琰 周晓烨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6 25 2315 水质工程学Ⅱ 许昶雯 戴书亚

2016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6 25 2316 水质工程学Ⅱ 梅才华 张颖

2017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7 30 2301 水文学与水文地质学 顾成军 钱璐

2017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17 26 2303 水文学与水文地质学 张磊 张莎莎

2017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71 25 2308 房屋建筑学 张昊 薛玉洁

2017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71 29 2310 房屋建筑学 石振庆 杨青

2017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72 24 2307 房屋建筑学 孙磊 满晓磊 

2017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172 24 2309 房屋建筑学 胡水根 陈云

逸夫楼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计科 1 75 YF4408 课程三 董再秀 王涛（皖）任倩

2017 物联网 1 40 YF4401 课程三 刘进军 张妙飞

2017 物联网 2 38 YF4402 课程三 史小勇 王杨

2017 网工 1 37 YF4403 课程四 马丽生 董凤娇

2017 网工 2 38 YF4404 课程四 杨斌 刘竞遥

2017 软件 1 37 YF3202 课程三 邵雪梅 宋大杰

2017 软件 2 39 YF3203 课程三 侯雨辰 王涛（鲁）

2017 空间 1 36 YF3204 课程三 江文贵 于红利

2017 通信 1 39 YF3205 课程四 赵亭 赵国柱

2017 对口 1 50 YF3201 课程二 张燕玲 罗虎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财务管理

1 67 YF2202J

中级财务会计（二）

祝华凤 辛玉军

2017 2 65 YF2402J 汪桥 许艳芳

2017 3 56 YF2102J 王磊 俞云

2017 4 55 YF2302 王素侠 袁玲

2017

审计学

1-1 33 YF2301

中级财务会计（二）

倪敏 张凤云

2017 1-2 32 YF2303 陈明 张娟

2017 2-1 30 YF2305 王晓梅 张晴

2017 2-2 38 YF2307 王业 张守哲29



2018 市场营销 1 47 YF2507 经济法 邵尚林 孙艺芹

2018
工商管理

1 50 YF2204
统计学原理与实验

陈学云 台德进

2018 2 55 YF2206 史劲峰 朱鹤鸣

2018
审计学

1 58 YF2104
经济法

周智朝 童子祥

2018 2 57 YF2106 束亚弟 汪娇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生物科学 生科17 22 YF4204 细胞生物学 李婷婷 向玉勇

2017 生物科学 生科17 22 YF4206 细胞生物学 孙啸 史长宏

2017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7 24 YF3407 食品机械与设备 刘洋 张元昶

2017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17 25 YF4406 食品机械与设备 何诗行 师海荣

琅琊校区

教育科学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学前教育（对口） 1 67 西一楼 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 吕吉 李国峰 陈思曼

2016 学前教育 1 21 201 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 李祖红 刘新龙

2016 学前教育 1 20 202 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 李静 刘雨

2018 学前教育（专升本） 1 68 东一楼 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 秦莉 张平 聂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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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上午

逸夫楼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6 网工 网络安全 39 YF4403 Linux网络编程 姚光顺 王南洋

2016 物联网 智能数据分析与应用 47 YF3202 智能数据处理 刘进军 宋大杰

2016 通信 1 40 YF3203 高频电子线路 赵亭 王松劼

2016 通信 2 39 YF3204 高频电子线路 吴豹 孙凯传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财务管理

1 67 YF2202J

成本会计

黎娜 张媛媛

2017 2 65 YF2402J 李慧 刘顺

2017 3 56 YF2102J 金伟 刘兴宇

2017 4 55 YF2302 李敏 朱金龙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教师

2017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安17 31 YF4204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刘洋 柴新义

2017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安17 32 YF4206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殷培峰 苗文娟

7月12日下午

逸夫楼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教室 科目 监考老师

2017

财务管理

1 67 YF2202J

税法

王琦 马守莉

2017 2 65 YF2402J 罗一斌 倪敏

2017 3 56 YF2102J 吕嘉捷 史劲峰

2017 4 55 YF2302 吕有清 束亚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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