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班级 开放实验名称 课时数 成绩 指导老师
1 1512180105 鲍帅 物流15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2 1512180124 戴顺 商务15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3 1512180125 傅宇 商务15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汪澍
4 1512180129 景荣达 商务15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5 1512180201 王成浩 物流15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6 1512180216 梅芳蓝 商务15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汪澍
7 1512180220 江子威 商务15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8 1512180221 吴彬 物流15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9 1512180311 施政 信息15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汪澍
10 1512180324 吴青青 商务15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11 1512180506 于帅 商务15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汪澍
12 1512180513 蔡曙泽 物流15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汪澍
13 1512180626 周潼 物流15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汪澍
14 1592010218 许益飞 商务15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汪澍
15 1612180113 陈思含 商务16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16 1612180116 郑雨芬 商务16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6 不合格 蒋长兵/汪澍
17 1612180205 洪君 商务16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18 1612180206 陈茜 商务16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19 1612180208 李婷婷 商务16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20 1612180303 张倩 信息16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21 1612180318 周郁洁 信息16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22 1612180403 詹艳怡 信息16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23 1612180607 李雨露 商务16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汪澍
24 1707090602 甄景平 商务1706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合格 蒋长兵/汪澍
25 1710070209 方亚琪 商务1704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汪澍
26 1735010209 赵紫韩 工程17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27 1735010226 应丽丹 工程17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28 1735020203 刘雨欣 商务17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29 1735020211 孙佳妮 商务17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30 1735020213 宓珍妮 商务1702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31 1735020401 吴晓芬 商务1704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6 不合格 蒋长兵/汪澍
32 1735020407 韩凤萍 商务1704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汪澍
33 1735020413 王晨宇 商务1704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6 不合格 蒋长兵/汪澍
34 1735020429 胡莞忻 商务1704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汪澍
35 1735020124 董梦菲 商务17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36 1735020132 夏嘉南 商务17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汪澍
37 1512150105 贺宇 计科1705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合格 蒋长兵/汪澍
38 1401060125 蔡吉宏 工程1401 商务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汪澍
1 1061060115 刘晓意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2 1601060225 潘笑笑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及格 瞿焱
3 1601060209 王世敏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及格 瞿焱
4 1601060102 陈蝶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5 1601060110 蔡守正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6 1601060129 孙发良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中等 瞿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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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601060223 金张狄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及格 瞿焱
8 1601060226 林康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9 1601060113 张蒙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0 1601060213 彭静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及格 瞿焱
11 1601060206 余能能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中等 瞿焱
12 1601060212 陈芷萱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3 1601060131 李崇慧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14 1601060204 常晓璐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5 1601060122 戴乐依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及格 瞿焱
16 1601060120 甘丹琪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7 1601060112 张悦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及格 瞿焱
18 1601060108 郭鑫豪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中等 瞿焱
19 1601060229 童鑫佳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中等 瞿焱
20 1601060105 李敏敏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中等 瞿焱
21 1601060126 潘浩辉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22 1601060118 吴琦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中等 瞿焱
23 1601060231 俞烨锦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24 1601060203 赖婷婷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25 1601060101 何珍文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26 1601060228 章莹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27 1601060117 李傲煜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28 1501060209 史卫国 工程15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29 1501060129 童书艺 工程15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30 1501060120 吴海霞 工程15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31 1601060209 王世敏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不及格 瞿焱
1 1601060210 孙秋霜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中等 瞿焱
2 1601060220 黄宇杰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中等 瞿焱
3 1601060117 李傲煜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4 1601060228 章莹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5 1601060101 何珍文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6 1601060203 赖婷婷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中等 瞿焱
7 1601060231 俞烨锦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8 1601060118 吴琦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及格 瞿焱
9 1601060126 潘浩辉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0 1601060105 李敏敏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及格 瞿焱
11 1601060229 童鑫佳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中等 瞿焱
12 1601060108 郭鑫豪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及格 瞿焱
13 1601060112 张悦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及格 瞿焱
14 1601060120 甘丹琪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15 1601060122 戴乐依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6 1601060204 常晓璐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17 1601060131 李崇慧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8 1601060212 陈芷萱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中等 瞿焱
19 1601060206 余能能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中等 瞿焱
20 1601060213 彭静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21 1601060113 张蒙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22 1601060226 林康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中等 瞿焱



23 1601060223 金张狄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及格 瞿焱
24 1601060110 蔡守正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25 1601060102 陈蝶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26 1601060209 王世敏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中等 瞿焱
27 1601060225 潘笑笑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28 1601060115 刘晓意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中等 瞿焱
29 1501060203 张诗敏 工程15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30 1601060129 孙发良 工程16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及格 瞿焱
31 1601060208 杜华 工程16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不及格 瞿焱
1 1512180325 徐倩倩 信息15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2 1512180120 张宏盛 信息1501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3 1612180506 杨林 物流16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4 1612180105 袁旦 物流1601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5 1512180316 卢彬 物流15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6 1512180409 朱甜甜 物流15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7 1512180416 何雅迪 物流15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8 1512180420 祝梓垲 物流15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9 1512180426 傅丹萍 物流15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10 1512180428 吴浩梁 物流15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11 1512180606 刘聪 物流15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12 1512180514 楼权威 物流1501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13 1412180125 陈旻桦 物流14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14 1735020615 任欣缘 商务1706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15 1735020505 李春妍 商务1705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16 1735020522 张心焱 商务1705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17 1735020533 胡如意 商务1705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18 1735020526 何怡平 商务1705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19 1735020420 杨露 商务1704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20 1735020310 吴少茜 商务1703班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21 1735020224 戴梦霞 商务17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22 1735020209 杨隽 商务17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23 1735020218 吴冰洁 商务17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24 1735020223 王怡雯 商务17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良 李修琳

25 1735020231 陈鸣 商务17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26 1612180130 余奔潮 物流1601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27 1512180303 张雪娇 信息15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28 1512180611 徐倩倩 物流1502 供应链仿真软件的使用与实践 15 优 李修琳
1 1512180306 申佩欣 信息15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优 彭扬

2 1512180312 祝颖芬 物流15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良 彭扬

3 1512180313 张王卓 信息15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优 彭扬

4 1512180317 萧亚丽 商务15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良 彭扬

5 1512180511 冯杭杰 商务15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中 彭扬

6 1522020108 杨波波 物流15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中 彭扬

7 1612180120 唐玮 物流16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优 彭扬

8 1612180201 王涛 物流16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良 彭扬

9 1612180306 唐凌云 物流16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良 彭扬



10 1612180406 张丽珍 物流16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中 彭扬

11 1612180505 吕亚云 物流16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良 彭扬

12 1612180521 黄嫦嫦 物流16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良 彭扬

13 1612180602 许宏强 物流16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优 彭扬

14 1612180619 蒋静洋 物流16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良 彭扬

15 1612180631 段晓宇 物流16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15 良 彭扬

16 1612180430 蒋璐婷 物流16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17 1612180409 程玮 物流16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18 1612180416 季思思 物流16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19 1735010205 薛媛 工程17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6 不及格 彭扬

20 1735020508 孙晓宇 商务1705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21 1735020504 丁雨 商务1705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22 1735010119 邱锡宇 工程17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6 不及格 彭扬

23 1412180217 杨晨晔 物流14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24 1522020108 杨波波 物流15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25 1612180431 王雪 物流6101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26 1735020307 彭也 商务1703班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6 不及格 彭扬

27 1612180421 陈丽琴 商务16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6 不及格 彭扬

28 1612180423 袁璐依 商务16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29 1612180419 唐丽君 商务16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30 1612180424 姚秋爽 商务1602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9 不及格 彭扬

31 刘小碟 商务1705 MATLAB建模与管理决策 3 不及格 彭扬

1 1512180124 戴顺 商务1502基于智能计算的系统调度优化方法设计与实现15 优 谢毅
2 1512180125 傅宇 商务1503基于智能计算的系统调度优化方法设计与实现15 良 谢毅
3 1612180428 李冰鑫 信息1601基于智能计算的系统调度优化方法设计与实现15 良 谢毅
4 杨舟 商务1705基于智能计算的系统调度优化方法设计与实现3 不及格 谢毅
5 王欢 商务1701基于智能计算的系统调度优化方法设计与实现3 不及格 谢毅
6 李鑫 商务1701基于智能计算的系统调度优化方法设计与实现3 不及格 谢毅
7 尹娜 信息1602基于智能计算的系统调度优化方法设计与实现3 不及格 谢毅
8 姚秋爽 商务1602基于智能计算的系统调度优化方法设计与实现3 不及格 谢毅
9 刘鹏 物流1602基于智能计算的系统调度优化方法设计与实现3 不及格 谢毅
1 1512180329 周攀 信息15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2 1612180102 冯美丽 信息16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3 1612180411 毛跃臻 信息16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4 1612180606 阮天柱 信息16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5 1612180410 伍博羽 信息16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6 1612180414 刘闻博 信息16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7 1612180207 李美宣 信息16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8 1612180501 胡嘉晟 信息16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9 1612180319 潘叙伶 信息16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10 1735020123 杜航寅 信息17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11 1735020108 牟雨函 信息17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12 1735020523 倪云鹏 信息17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13 1735020516 高云 信息17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14 1735020620 叶绮雅 信息17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15 1735020226 陈虹形 信息17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16 1735020625 朱秋雨 信息17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17 1735020234 阮吉枫 信息17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18 1735020604 麦芊芊 信息17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优秀 项益鸣
19 1612180412 李曼 信息16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良好 项益鸣
20 1612180121 邬佳彦 信息16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良好 项益鸣
21 1612180215 骆凌凌 信息16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良好 项益鸣
22 1612180328 徐金灵 信息16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良好 项益鸣
23 1735020122 吴崇南 信息17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良好 项益鸣
24 1735020525 孙鹤 信息17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良好 项益鸣
25 1735020109 张星雨 信息17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良好 项益鸣
26 1735020623 张睿 信息17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良好 项益鸣
27 1735020232 戚周蕾 信息17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良好 项益鸣
28 1735020219 李大仟 信息17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良好 项益鸣
29 1612180427 余浩楠 信息16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中等 项益鸣
30 1612180610 李曼颖 信息16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中等 项益鸣
31 1612180327 王玥 信息16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中等 项益鸣
32 1735020532 骆黄静 信息17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中等 项益鸣
33 1735020502 杨舟 信息1701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中等 项益鸣
34 1735020401 吴晓芬 信息17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中等 项益鸣
35 1735020609 董书赟 信息1702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核心能力及应用15 中等 项益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