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名称 复试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名称 考生编号 姓名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发展 107187131505475 李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发展 100827054000007 温美云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100947008000034 高佳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全日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101457000000601 宋冉冉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全日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105117101400130 张诏汇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全日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101837218205069 张旭静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全日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100287150200001 李泽璐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全日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101457000001258 唐梦霞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全日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105117101400125 陈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全日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105117101400122 陈桂艳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全日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104877000130457 翟汝其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全日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100557333304841 侯钰琪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全日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100537011040033 许日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政府法务 100527011102106 马秀秀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政府法务 100537261011274 郜一迪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0347229880242 韩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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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0367111101746 李金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7307026007983 崔德全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7307026008869 张晔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1407007004579 杨诺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0527011102074 岳丽娜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5117626411263 王睿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全日制)政府法务 100947013000006 杨诗欣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全日制)政府法务 100527011101996 贾真龙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全日制)政府法务 106527351020225 周凡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0947013000020 王浩瑾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0947014000007 宋玉芹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0947013000017 王宇飞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0947013000014 刘亚琦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全日制)司法法务 104877000130439 王逸凡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非全日制)政府法务 100947013000008 王俊晓

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 (全日制)产业组织与产业政策研究 100117801000193 李亚

商学院 世界经济 (全日制)中外财政体制比较 104227510094701 李艳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互联网金融 107307021009834 张珂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微型金融研究 100367999907150 张园园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研究 104867105012449 王天奕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研究 106517025190266 陈卓蕾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研究 100387025100168 张翀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证券投融资研究 100347229310403 刘书宁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证券投融资研究 102847210211312 吴梦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证券投融资研究 100347229310399 王旭宁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证券投融资研究 100347228010756 周婉萍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证券投融资研究 101737243100060 李梦曦

商学院 金融 (全日制)证券投融资研究 100567002708040 李瑞杰

商学院 统计学 (全日制)金融统计 100387071400008 李海龙

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 (全日制)教育基本理论 103197131700615 张泽

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 (全日制)教育基本理论 100077000005328 朱玲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全日制)学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05427131702066 成苗苗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全日制)学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02007210100297 郗倩玮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全日制)学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01667100000611 陈禹萌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全日制)学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06357305015491 肖楠

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学 (全日制)成人教育管理 100947030000045 孙艳丽



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学 (全日制)成人教育管理 103197130500365 石子鹏

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学 (全日制)教师继续教育与专业化研究 105117104401916 杨然

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 (全日制)教师教育 100277218041018 王艺

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 (全日制)教师教育 105117104401364 曹瑞娟

教育学院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全日制)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106367040100024 郑悦

教育学院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全日制)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102957212000232 贾晓薇

教育学院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全日制)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105117104402229 施夏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277218041145 焦志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947056000076 吴旭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全日制)教育管理 102857210402018 牛朋朋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全日制)教育管理 107367620902065 张婷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287370900005 孙鲁倩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277218041017 张璇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非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947065000453 闫雪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非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947042000106 李静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非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947040000194 耿甜甜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非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947042000101 张瑜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非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947056000304 王少思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947040000097 傅玉霞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6357306025744 任雅斯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2857210402924 陈拓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2007210101030 王卓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5117105403535 秦思敏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4867118015768 杨伟玲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4867118015808 赵瑞芳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7187410209735 孙佳培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0277999070648 李亚茹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0557333305821 梁洁霜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0347229920075 魏紫凯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6107045400034 何林颖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0287130800018 刘红叶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0947037000017 马如意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2697116020039 蒋坤耘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5747000001651 陈谆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44307125000278 张美凡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5117105403637 林飞飞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0557333304917 滑卫军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0347229920167 杜鑫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0287231600008 曹茹茹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5427431804112 黄瑶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0557333314713 李志贤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44307125000190 刘丽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5117105403031 陈静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6357306020917 马进杰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10787045400037 付嘉欣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 105117105403188 刘艳艳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6357306025238 韦汉林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6357306021772 曾露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2697116030049 孙云开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4147045400002 陆琳琳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3197131100506 马敬丹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6107045400010 刘文锦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44307125000109 王偲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0347229920050 仇不凡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2857210402369 陈星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0567002708027 李沙沙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5747000001334 伍琴琴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0947038000038 刘雅宁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6357306023422 侯恒飞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4867113014821 冯伯姝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0947038000047 种梦竹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1657000004636 孟亚男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0227131701713 张孟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测评 144307125000279 徐琛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测评 100347229920146 王阔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测评 100947038000037 王文月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测评 105747000001488 孙玲超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测评 105747000001288 刘宇飞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测评 100567001506543 刘颖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治疗与康复 100567039616302 张慧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治疗与康复 100567016112530 孙珊珊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治疗与康复 105747000001304 许馨方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治疗与康复 100277999070581 李梦颜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全日制)心理治疗与康复 105117105403374 王欣楠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0227130401370 张超男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非全日制)心理健康与咨询 100277999070658 郝彩丽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非全日制)心理测评 101657000004475 刘娇娇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 (非全日制)心理测评 100277999071098 王于岚

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567003008348 周倩

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全日制)教育管理 100287414600005 王璐琦

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全日制)教育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102857210401859 史乐乐

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全日制)教育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100277218040027 张宇航

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全日制)教育政策与教育发展 102477131704790 申志琨

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学 (全日制)职业教育管理 100277218040846 席思田

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学 (全日制)职业教育管理 102477370910554 张亚南

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学 (全日制)比较职业教育 100277218040071 宋凯璇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中国古代文论 100557333306048 吴冬兰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基础文艺理论 100277218100755 张晗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基础文艺理论 103197130500361 陈晓茹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基础文艺理论 100027113008637 张颖慧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文艺美学 100277218100053 王宇婷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文艺美学 100347228170021 尹晗玉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文艺美学 100327050106047 于苗苗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文艺美学 100277218100051 唐纯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文艺美学 100027113009171 孔红梅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文艺美学 107307021006852 张春青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当代文论与当代文化 100337012130008 郭思佳

文学院 文艺学 (全日制)当代文论与当代文化 100557333306047 渠翠翠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全日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 100527011103668 张书侨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全日制)传统语言文献研究 100337015133003 孟荣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英国文学 104597410610033 焦婷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英语语言学 100027113208875 张凯欣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翻译理论与实践 100687521400560 柴小哲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翻译理论与实践 100027113209180 卜苗凤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全日制)日本文化 103537210002003 张依帆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现代外语教学论 100327050211067 田明真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现代外语教学论 100327050211053 赵志娟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现代外语教学论 100327050211074 苗树利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现代外语教学论 100327050211071 李双双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现代外语教学论 102907211003586 段九正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现代外语教学论 100327050211085 梁小杰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现代外语教学论 100367999912139 元若菲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典籍英译 102857211006677 胡平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全日制)新闻实务 100277998370226 蔡静楠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全日制)新闻实务 102807210017250 李盈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全日制)新闻实务 100657006713727 张子晴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全日制)应用传播 100757064000045 杨冰

音乐学院 学科教学（音乐） (全日制)音乐教育理论 100947076000019 骆丽晶

音乐学院 学科教学（音乐） (全日制)音乐教育理论 100947075000027 高川舒

音乐学院 学科教学（音乐） (全日制)音乐教育理论 100947076000040 刘若琳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全日制)民族音乐学 100457666660681 蒋晨晨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全日制)历史学科教学 100277218120082 佟鹏宇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全日制)历史学科教学 107187131505478 马静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全日制)历史学科教学 107187131505522 李小涵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全日制)历史学科教学 100277218120085 夏庆飞

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学 (全日制)新石器时代考古 106567060100002 谭培阳



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学 (全日制)汉唐考古 100527011103304 王健

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学 (全日制)专门考古 802017204000009 李倩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全日制)学科教学（数学） 102007211104769 晁旭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全日制)学科教学（数学） 107187140605952 于志妍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全日制)学科教学（数学） 100277218150012 刘冰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全日制)学科教学（数学） 102317045104108 王倩倩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全日制)学科教学（数学） 107187214107857 娄敬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全日制)学科教学（数学） 105117111407510 白雪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全日制)学科教学（数学） 107187361008815 李星星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全日制)学科教学（数学） 107187131705564 刘肖瑞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全日制)代数拓扑与微分拓扑 101417113150618 付佳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全日制)代数与代数组合 105117111407834 李珂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数学 (全日制)人工智能数学基础 107187131505493 孙瑞霞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数学 (全日制)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 107187130705344 樊双强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全日制)组合设计与组合几何 101417113090520 何雪梅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全日制)组合设计与组合几何 100277218150129 王颖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全日制)组合设计与组合几何 107187131505496 刘艳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全日制)组合设计与组合几何 105117111407736 刘晓东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全日制)组合设计与组合几何 100567002708143 刘营营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全日制)组合设计与组合几何 100077000008085 井梦龙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科学技术史 (全日制)河北省科技史与科技志 144307088000032 杨中明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科学技术史 (全日制)河北省科技史与科技志 100087210008278 海金霞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科学技术史 (全日制)河北省科技史与科技志 144307088000055 宋高尚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 (全日制)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106107077500024 王静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 (全日制)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100057131503058 田真真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 (全日制)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100087210003617 田国强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 (全日制)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100087210003616 李晨广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 (全日制)知识管理与信息服务 100947123000012 钱程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 (全日制)智能信息系统 102907211700184 张佳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 (全日制)信息安全 100947123000008 尹晓雪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技术 (非全日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 102947101302740 张薇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技术 (非全日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 100077000006262 郝琪琪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技术 (非全日制)Web信息系统 100137025030213 杨阿森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全日制)物理学科教学 102007211205010 张心悦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全日制)物理学科教学 102007211205011 许志玲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全日制)物理学科教学 102007211205021 闫加奇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全日制)物理学科教学 107187142007249 刘江江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全日制)物理学科教学 103197130200279 刘彦君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全日制)物理学科教学 107187131505511 孙姗姗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全日制)凝聚态物理 100557333306006 陈小风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全日制)理论物理 144307009000034 牛志民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全日制)光学 100807012030010 王永博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全日制)光学 100567002007540 宋立敏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天体物理 (全日制)核天体物理 100557333304825 谢玲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天体物理 (全日制)恒星物理 144307058000009 李子川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天体物理 (全日制)高能天体物理与宇宙线物理 104227510096053 李微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全日制)功能材料和纳米体系物理 100797070510039 宋笑龙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全日制)功能材料和纳米体系物理 100037035109203 邱家康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科学与技术教育 (全日制)中小学学科课程与教学 105747000005839 王曾惜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科学与技术教育 (全日制)中小学学科课程与教学 100947065000315 孙迪一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科学与技术教育 (全日制)中小学学科课程与教学 100947106000044 张晶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配位化学 100077000009885 范婧婧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配位化学 102007211305571 王雅利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配位化学 102007211305679 侯琳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配位化学 100067210501189 刘芳芳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生物无机化学 100287131500096 马杰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无机材料化学 102867130205533 谷红新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无机材料化学 100077000009936 耿延雪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无机材料化学 102867130205536 李意文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无机材料化学 102007211305566 李文清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无机材料化学 100077000010169 薛琪慧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无机材料化学 104867203016153 周孟雪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无机材料化学 101837213307671 罗亚肖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无机材料化学 100087210002405 仇娟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无机化学 (全日制)无机材料化学 100557333306038 刘博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全日制)光谱分析 105427130806844 于达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全日制)光谱分析 100757108000041 张中贺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全日制)色谱分析 104597411020004 张青青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全日制)色谱分析 102867130305569 陈雪倩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全日制)色谱分析 103587210000921 吕海燕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全日制)环境分析化学 102007211305690 吕莹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全日制)环境分析化学 102007211305692 马梦宇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全日制)环境分析化学 101417113150615 崔晓嫒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全日制)生化与药物分析 100087210003739 李鑫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纳米化学 101417113100528 贺雪莹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纳米化学 144307032000091 李会娜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纳米化学 100107100001834 高敏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纳米化学 107187131705558 袁晓璐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纳米化学 100567001506706 韩卫宁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纳米化学 102857211508309 张涵笑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电化学 101837213307810 时亚茹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电化学 101417113150614 张雪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电化学 100557333305659 褚胜男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电化学 105117113408528 杨兰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电化学 100107100001835 肖晶晶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电化学 100077000009929 朱贺玲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计算量子化学 103847211309704 韩静玮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全日制)计算量子化学 100277218190094 胡志花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 107187500211584 辛蕊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 103197131500544 查慧敏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 144307060000040 秦丽娟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 144307060000023 左丽媛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环境演变与全球变化 106357318054465 张文胜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资源评价与可持续利用 107187130605300 张波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资源评价与可持续利用 114137130201087 翟月鹏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资源评价与可持续利用 107187131505473 郭玮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 107187371409352 张春雪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 106977113047948 张敏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 100557333305944 王旭洋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生态建设与灾害防治 105117114408922 潘晨光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全日制)生态建设与灾害防治 144307060000025 杜晨亮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全日制)区域开发与城市规划 107187612200477 谷祎璠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全日制)区域开发与城市规划 103197131500547 冯轩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全日制)区域开发与城市规划 103197131500541 靳欣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全日制)区域经济与土地利用 106977114087981 赵倩石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全日制)旅游开发与管理 107187321708265 邱叶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全日制)旅游开发与管理 107247113094147 孔岳雪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全日制)旅游开发与管理 100277218210064 张一诺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社会文化地理信息系统 144307070000046 董鹤松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社会文化地理信息系统 104917211010152 刘云霞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社会文化地理信息系统 100027116115270 冯天楠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社会文化地理信息系统 860017000000004 王倩倩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社会文化地理信息系统 100567002708232 张雅芳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遥感信息机理与环境遥感应用 144307060000034 李聪聪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遥感信息机理与环境遥感应用 101837216207779 张傲双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遥感信息机理与环境遥感应用 114137130201098 李怡雯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数字国土与区域规划 105117114409211 刘思思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数字国土与区域规划 100197013152517 鲍艳磊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空间数据模型与数据挖掘 100277218210110 刘萌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空间数据模型与数据挖掘 822017131500089 何雪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空间数据模型与数据挖掘 106137081600162 孙沅浩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全日制)空间数据模型与数据挖掘 101127001105418 王晨旭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生物学科教学论 103197370312928 刘梦琦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生物学科教学论 100287130900007 李帅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全日制)植物发育与抗逆生理 107307021002825 赵志巧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全日制)植物发育与抗逆生理 102007211406261 王小霞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全日制)植物发育与抗逆生理 100557333304455 胥佳伟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全日制)植物发育与抗逆生理 100277218230064 申婷婷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全日制)植物发育与抗逆生理 821017130899671 高远瞩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全日制)植物发育与抗逆生理 100947114000043 张琳曼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全日制)系统与进化植物学 102697134010005 李岩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全日制)动物分类与分子进化 100077000009507 赵子复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全日制)动物分类与分子进化 104867204016816 赵晴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全日制)水生动物学 100277218230081 王梅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全日制)水生动物学 103847211312609 程慧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全日制)药用动物学 102517210002623 赵鹏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全日制)消化及生殖生理 100237131703038 李丹雨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全日制)消化及生殖生理 100947114000037 刘铭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全日制)消化及生殖生理 100947116000005 朱玉萌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全日制)神经生理 105597210000391 刘婧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全日制)神经生理 100197013082415 徐永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全日制)神经生理 104877000134498 周瑞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全日制)感觉与行为生理 100237131505051 张天枝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全日制)感觉与行为生理 102487121710494 张文培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全日制)新药制备与功能 100287131700084 徐凤阳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全日制)新药制备与功能 100557333306030 任倩倩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全日制)植物生长发育 102007211406215 马莉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全日制)植物生长发育 102007211406347 孙静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全日制)植物生长发育 100557333306023 李杨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全日制)植物生长发育 103197130200261 孟颖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全日制)植物次生代谢调控 100557333304351 李俊维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全日制)植物叶片衰老分子机制 100087210003481 马烨炜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全日制)动物遗传与分子标记 100557333304505 崔月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抗逆细胞信号转导与生物节律 100567003008338 齐运宁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抗逆细胞信号转导与生物节律 144307100000212 支广富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抗逆细胞信号转导与生物节律 102867130205548 薛羽君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抗逆细胞信号转导与生物节律 105047210432773 许大金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抗逆细胞信号转导与生物节律 100557333304502 王晶鑫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抗逆细胞信号转导与生物节律 102807210018562 王俏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抗逆细胞信号转导与生物节律  102697134050137 张红秋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表观遗传学与发育调控 103357000908274 胡旭彤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表观遗传学与发育调控 100557333306028 文青青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表观遗传学与发育调控 100557333304460 吕媛媛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蛋白组学与信号转导 106357320061265 房玉婷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蛋白组学与信号转导 100567003008360 王欣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蛋白组学与信号转导 100567002708231 顾士杰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02007211406216 李丽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00557333305651 李云加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全日制)植物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04227510096768 武妍妍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全日制)动物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00947114000008 夏舟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全日制)微生物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00557333306018 冯海艳

生命科学学院 化学生物学 (全日制)材料化学生态学 103197370813409 吕幸子

生命科学学院 化学生物学 (全日制)化学与生物制药 102857212314477 董雪漫

生命科学学院 化学生物学 (全日制)化学与生物制药 104597411790004 庞云梦

生命科学学院 化学生物学 (全日制)化学与生物制药 104227510096434 李娇艳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生态学 (全日制)生理生态与分子生态学 102007211406390 张诗琪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生态学 (全日制)生理生态与分子生态学 107127113063316 张献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生态学 (全日制)生理生态与分子生态学 100227130201293 李洁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生态学 (全日制)生理生态与分子生态学 100277218230078 高雪蕊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生态学 (全日制)生理生态与分子生态学 107307021002805 李佳豪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生态学 (全日制)生理生态与分子生态学 144307100000048 王敏静

信息技术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全日制)计算机技术及教育应用 104457690005078 钟小玉

信息技术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全日制)信息化教育资源开发及应用 102717000000150 张垚

信息技术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全日制)信息化教育资源开发及应用 107187130605319 胡梦琪

信息技术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全日制)信息化教育资源开发及应用 107187130605318 赵康宁

信息技术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全日制)信息化教育资源开发及应用 105747000004460 赵阳

信息技术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非全日制)信息化教育资源开发及应用 100277218041075 刘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