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院系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分组 地点

建筑工程学院 2015G1203007 孙陈俊妍 女 建筑与土木工程 第一组 2-S110

建筑工程学院 201521201005 杨怡雯 女 生态学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20103007 洪永明 男 化学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20103024 王东辉 男 化学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G0107006 李成才 男 化学工程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G0107007 刘振山 男 化学工程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G0107012 袁辉强 男 化学工程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20104007 王巧飞 男 纳米材料与器件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20102007 刘淑丹 女 数学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20102017 吴邦 男 数学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G0108007 吴流铭 女 应用心理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20101004 梁子峰 男 应用心理学 第一组 2-S110

理学院 201520101019 袁小建 男 应用心理学 第一组 2-S110

生命科学学院 201520201006 崔正阳 男 生物学 第一组 2-S110

生命科学学院 201520201007 丁炯燕 女 生物学 第一组 2-S110

生命科学学院 201520201037 彭琪琪 男 生物学 第一组 2-S110

生命科学学院 201520201047 吴佳 女 生物学 第一组 2-S110

生命科学学院 201520201057 章嘉磊 男 生物学 第一组 2-S110

生命科学学院 201520201062 朱兵 男 生物学 第一组 2-S110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G0307007 蒋中原 男 材料工程 第二组 2-S114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G0307027 周晶艳 女 材料工程 第二组 2-S114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20303007 汪凯 男 材料加工工程 第二组 2-S114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20301007 王林芳 女 材料物理与化学 第二组 2-S114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20302007 雷容 女 材料学 第二组 2-S114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G0506007 张亚涛 男 动力工程 第二组 2-S114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20501017 高云 女 机械工程 第二组 2-S114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20501027 李雅洁 女 机械工程 第二组 2-S114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20501037 钱杰 男 机械工程 第二组 2-S114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20501047 王培 男 机械工程 第二组 2-S114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20501067 杨宇 男 机械工程 第二组 2-S114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G0505017 刘兵 男 机械工程 第二组 2-S114

经济管理学院 201520802006 张成瑞 男 统计学 第二组 2-S114

经济管理学院 201520801001 陈菁菁 女 应用经济学 第二组 2-S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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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 201520801007 李妮丹 女 应用经济学 第二组 2-S114

经济管理学院 201520801027 张琪 女 应用经济学 第二组 2-S114

经济管理学院 201520801034 周顺安 男 应用经济学 第二组 2-S114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20701007 赵洋阳 男 艺术学理论 第二组 2-S114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20502007 徐哲毅 男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第三组 2-S118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20501007 陈青松 男 机械工程 第三组 2-S118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G0505001 安培源 男 机械工程 第三组 2-S118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G0505033 张宽 男 机械工程 第三组 2-S118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G0507007 胡建 男 控制工程 第三组 2-S118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G0507010 汝杰 男 控制工程 第三组 2-S118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20504006 沈春娅 女 控制科学与工程 第三组 2-S1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20901007 林佳 女 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组 2-S1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20901017 张雯婧 女 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组 2-S118

信息学院 2015G0604007 李天宇 男 电子与通信工程 第三组 2-S118

信息学院 2015G0604017 王尚哲 男 电子与通信工程 第三组 2-S118

信息学院 2015G0604027 朱晓芳 女 电子与通信工程 第三组 2-S118

信息学院 2015G0605007 李刚 男 计算机技术 第三组 2-S118

信息学院 2015G0605017 吴勤 女 计算机技术 第三组 2-S118

信息学院 2015G0605023 于宏涛 男 计算机技术 第三组 2-S118

信息学院 201520602007 李俊男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三组 2-S118

信息学院 201520602023 朱健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三组 2-S118

信息学院 201520601007 顾敏 女 信号与信息处理 第三组 2-S118

信息学院 201520601010 鲁涛 男 信号与信息处理 第三组 2-S118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20305001 曹原 男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第四组 2-S122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20305007 刘青 女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第四组 2-S122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20304007 李胜 男 纺织工程 第四组 2-S122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20304017 尹媛 女 纺织工程 第四组 2-S122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G0308007 李泽华 女 纺织工程 第四组 2-S122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20306007 何霞 女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第四组 2-S122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20306017 孙剑飞 男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第四组 2-S122

材料与纺织学院 2015G0309007 楼炳轩 男 轻工技术与工程 第四组 2-S122

法政学院 2015L1005006 刘敏 女 法律（法学） 第四组 2-S122

法政学院 201521002006 赵娅萍 女 马克思主义法学 第四组 2-S122

法政学院 201521003001 方茜 女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 第四组 2-S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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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学院 2015G0404006 徐娜娜 女 纺织工程 第四组 2-S122

服装学院 201520401007 李梦雪 女 服装设计与工程 第四组 2-S122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2015G0508007 欧阳园园 女 工业工程 第四组 2-S122

经济管理学院 201520803004 李丹丹 女 管理科学与工程 第四组 2-S122

经济管理学院 201520804014 王柳 女 企业管理 第四组 2-S122

经济管理学院 201520804017 肖梦云 女 企业管理 第四组 2-S122

经济管理学院 2015G0805007 何召伟 男 物流工程 第四组 2-S122

经济管理学院 2015G0805008 胡存 男 物流工程 第四组 2-S122

经济管理学院 2015G0805010 蒋云龙 男 物流工程 第四组 2-S122

服装学院 2015Y0406003 王译泽 女 美术 第五组 2-S126

服装学院 201520403007 周景怡 女 设计学 第五组 2-S126

服装学院 2015Y0407001 陈涵 男 艺术设计 第五组 2-S126

服装学院 2015Y0407017 梁思思 女 艺术设计 第五组 2-S126

服装学院 2015Y0407050 赵方圆 女 艺术设计 第五组 2-S126

服装学院 2015Y0407024 牟朦曦 女 艺术设计 第五组 2-S126

服装学院 2015Y0407002 崔明杰 女 艺术设计 第五组 2-S126

外国语学院 2015F1301009 竺晶晓 男 英语笔译 第五组 2-S126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G0704005 严静蕾 女 工业设计工程 第五组 2-S126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Y0705007 任欢钰 女 美术 第五组 2-S126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Y0705008 王笑天 男 美术 第五组 2-S126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20702001 李晓赟 女 美术学 第五组 2-S126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20703012 徐恩 女 设计学 第五组 2-S126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20703017 岳伟岸 男 设计学 第五组 2-S126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Y0706011 蒋欣瑶 女 艺术设计 第五组 2-S126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Y0706017 刘峰 男 艺术设计 第五组 2-S126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Y0706037 张静 女 艺术设计 第五组 2-S126

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5Y0706040 赵向圳 男 艺术设计 第五组 2-S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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