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1

张云飞 讲师

宋静 讲师

华亮 副教授

记录：王可可

2018年 5月 15日

12:30--20:30
E0623

11403021 于远

2014 级三维模

型材质 1班

宋静

32

11403024 史天宇 宋静

11403051 连伟 宋静

11403077 邓雪松 宋静

11403094 赵星博 宋静

11403225 张仲奇 宋静

11403240 路振远 宋静

11403245 李阳 宋静

11403325 柳铭 宋静

11403397 杨诗宇 宋静

11403407 安江涛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413 柯锐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443 于志伟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462 杨梓楠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467 张皓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473 郝晨旭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474 卢博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529 刘炳前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530 刘一凡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544 杨丹妮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560 陶学义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620 陈金河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654 王宁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659 刘雪婷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663 谭少帅 桑秋杰、沈军枫

11403735 郭斯妮 白名洲、孟琪

11403785 王志翔 白名洲、孟琪

11403792 王欢 白名洲、孟琪

11403793 谢鑫 白名洲、孟琪

11403826 楚秋丽 白名洲、孟琪

11403827 郭苗苗 白名洲、孟琪

11403847 董然 白名洲、孟琪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2

张云飞 讲师

宋静 讲师

华亮 副教授

记录：司莹莹

2018年 5月 16日

12:30--20:30
E0623

11403023 国正一

2014级

三维模

型材质

2班

白名洲、孟琪

31

11403028 郑涛 白名洲、孟琪

11403104 张钰 白名洲、孟琪

11403236 冯璐 白名洲、孟琪

11403254 刘时盛 白名洲、孟琪

11403260 陆诗芸 白名洲、孟琪

11403266 宋倩倩 白名洲、孟琪

11403273 龚路凡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280 赵章相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306 刘卫涛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307 周圣炜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352 罗凡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382 张菊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387 杨易霖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430 张宸婉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432 侯杰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437 姚超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452 张艺濒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460 曹静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463 王瑜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471 段国庆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477 刘誉圣 王东明、姜秀梅

11403541 姜迈伦 张云飞

11403635 刘志远 张云飞

11403643 齐春蕊 张云飞

11403688 应宛桐 张云飞

11403693 林子涿 张云飞

11403731 成宇佳 张云飞

11403767 杜宗泽 张云飞

11403817 祁雪 张云飞

1130496 许守城 孙丰、韩冬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人

数

3

张云飞 讲师

郑迪 讲师

华亮 副教授

记录：伊慧娟

2018年 5月 18日

12:30--20:30
E0623

11403784 李晓海

2014

级三

维模

型材

质 3

班

张云飞

30

11403035 刘浩 高丹、黄燎原

11403042 亢婕 高丹、黄燎原

11403062 刘雅鑫 高丹、黄燎原

11403070 王婷婷 高丹、黄燎原

11403073 嘉玉 高丹、黄燎原

11403122 潘梦晓 高丹、黄燎原

11403209 鲁贺 高丹、黄燎原

11403243 谭海洋 高丹、黄燎原

11403264 陈家辰 高丹、黄燎原

11403272 沈兆淳 高丹、黄燎原

11403274 徐祯意 高丹、黄燎原

11403297 蔡丹尔 高丹、黄燎原

11403309 权树恩 高丹、黄燎原

11403328 徐墁 高丹、黄燎原

11403479 张悦茂 高丹、黄燎原

11403491 张毓敏 孙丰、韩冬

11403497 史佳宝 孙丰、韩冬

11403524 孙铭浩 孙丰、韩冬

11403569 高强 孙丰、韩冬

11403573 李磊 孙丰、韩冬

11403581 孙文俊 孙丰、韩冬

11403671 李润政 孙丰、韩冬

11403709 谭亚 孙丰、韩冬

11403714 黄智涓 孙丰、韩冬

11403725 谭勇林 孙丰、韩冬

11403747 陈彦妍 孙丰、韩冬

11403796 贺世豪 孙丰、韩冬

11403818 袁妙帅 孙丰、韩冬

11403849 马晶晶 孙丰、韩冬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4

孙正元 讲师

关剑 工艺美术师

李骥 讲师

记录：孟琪

2018年 5月 14日

12:30--20:30
E0619

1120926 王俊杰

2014

级三

维动

画绑

定1班

魏玉璞、韩乐

31

11403015 李佳玥 魏玉璞、韩乐

11403059 杨启超 魏玉璞、韩乐

11403137 魏海祥 魏玉璞、韩乐

11403151 苗鑫童 魏玉璞、韩乐

11403155 杜航 魏玉璞、韩乐

11403158 姜羿宏 魏玉璞、韩乐

11403162 陈旭 魏玉璞、韩乐

11403184 赵乾旭 魏玉璞、韩乐

11403212 朱毅 魏玉璞、韩乐

11403222 于安格 魏玉璞、韩乐

11403283 尹力 魏玉璞、韩乐

11403375 龙道铭 魏玉璞、韩乐

11403377 刘传影 魏玉璞、韩乐

11403415 丁晓艺 魏玉璞、韩乐

11403445 权丽婧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469 孔琳颖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500 李仙奇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505 侯轩皓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538 周恩旭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596 殷海东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604 单玉飞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683 古傲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689 王薇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705 杨文洁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715 田武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738 张艺林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739 王诚成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776 宋一越 庞英智、伊慧娟

11403837 韩步超 吴晓鸥、潘鹤

11403840 梁丁昌 吴晓鸥、潘鹤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

辩

人

数

5

孙正元 讲师

关剑 工艺美术师

李骥 讲师

记录：蓝雪铭

2018年 5月 15日

12:30--20:30
E0619

1130036 冯硕

2014 级

三维动

画绑定

2 班

吴晓鸥、潘鹤

30

1130375 李家旭 吴晓鸥、潘鹤

11403036 江福嘉 吴晓鸥、潘鹤

11403056 王晓蕾 吴晓鸥、潘鹤

11403067 杨旭东 吴晓鸥、潘鹤

11403071 白珺楠 吴晓鸥、潘鹤

11403115 孙曼浠 吴晓鸥、潘鹤

11403142 郭璎珞 吴晓鸥、潘鹤

11403281 赵迦得 吴晓鸥、潘鹤

11403299 贺政豪 吴晓鸥、潘鹤

11403312 李宛霞 吴晓鸥、潘鹤

11403334 阳早 吴晓鸥、潘鹤

1120055 王斯迪 吴晓鸥、潘鹤

11403380 袁晓 关剑

11403421 李燕捷 关剑

11403435 白旭 关剑

11403539 段黾农 关剑

11403585 孙秋凡 关剑

11403590 李全刚 关剑

11403592 陈涛 关剑

11403597 赵如梦 关剑

11403606 邱箫 关剑

11403633 马毓瑶 关剑

11403636 杨继开 邸小松、刘卓

11403642 张其柱 邸小松、刘卓

11403648 齐龙霞 邸小松、刘卓

11403649 刘高慧 邸小松、刘卓

11403697 闫弥 邸小松、刘卓

11403724 陈宇 邸小松、刘卓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6

孙正元 讲师

关剑 工艺美术师

李骥 讲师

记录：姜秀梅

2018年 5月 16日

12:30--20:30
E0619

11403014 刘晔

2014

级三

维动

画绑

定3班

邸小松、刘卓

28

11403076 褚冠超 邸小松、刘卓

11403180 王瑞 邸小松、刘卓

11403093 樊煜 孙正元

11403111 马金铭 孙正元

11403127 贾旭 孙正元

11403156 蔡一菲 孙正元

11403202 宋露露 孙正元

11403213 秦悦翔 孙正元

11403237 叶超南 孙正元

11403263 陶露豪 孙正元

11403267 陈庭玮 孙正元

11403338 黄春凤 孙正元

11403364 余鹙珽 李新、陈希玲

11403414 王忠桦 李新、陈希玲

11403439 石润光 李新、陈希玲

11403459 吴佳鑫 李新、陈希玲

11403512 王墨 李新、陈希玲

11403517 高传彬 李新、陈希玲

11403521 华容 李新、陈希玲

11403540 许野 李新、陈希玲

11403564 陈郁晴 李新、陈希玲

11403605 凌日栩 李新、陈希玲

11403615 苏泽榕 李新、陈希玲

11403621 缪淏臻 李新、陈希玲

11403790 刘筱恬 李新、陈希玲

11403800 门莹莹 李新、陈希玲

11403842 赵祥瑞 李新、陈希玲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7

孙正元 讲师

关剑 工艺美术师

李骥 讲师

记录：姜秀梅

2018年 5月 18日

8:30--16:30
E0619

11403004 王亚宾

2014

级三维

动画绑

定 4班

潘星

20

11403082 孙宇阳 潘星

11403107 苑玉 潘星

11403252 陈勤勤 潘星

11403255 李超 潘星

11403279 马翡妃 潘星

11403311 张可 潘星

11403366 唐锋 潘星

11403483 程爽峰 潘星

11403499 罗思远 孟录录

11403531 钟亮 孟录录

11403589 朱禧 孟录录

11403616 姜钰 孟录录

11403619 郑婕 孟录录

11403638 刘梦迪 孟录录

11403660 张宏宇 孟录录

11403673 安鹏 孟录录

11403718 刘乐怡 孟录录

11403673 安鹏 孟涵

11403311 张可 孟涵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8

刘畅 工艺美术师

王茹 讲师

刘卓 讲师

记录：潘鹤

2018年 5月 16日

12:30--20:30
E1121

11403012 袁一鸣

2014

级灯

光渲

染1班

谷长林、王可可

33

11403013 梁子航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091 陈斌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144 王艺璇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153 刘瑶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159 王卓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175 李玲宜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177 郑可欣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179 韩天朕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229 王一迪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235 王丽娟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241 段慧泽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265 徐书宸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270 郑忠杰 谷长林、王可可

11403314 刘朴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320 孙登科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353 庄秋曼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371 晏若馨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417 韩阿娟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419 王伟瑶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476 耿丽丽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478 马晨芊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503 李宣豫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545 周仁宏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551 杜凯月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574 郭志娇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594 金来旭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600 鲁沁悦 韩雅怡、胡丹玲

11403646 张庆宙 邸小松、刘卓

11403664 王炳捷 邸小松、刘卓

11403690 杨钧涵 邸小松、刘卓

11403734 邓堤 邸小松、刘卓

11403758 徐晨晨 邸小松、刘卓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9

刘卓 讲师

王茹 讲师

冯诗棋 硕士研究生

记录：张佩权

2018年 5月 18日

12:30--20:30
E1121

11403001 刘畅

2014

级灯

光渲

染 2

班

刘畅

21

11403058 嘉宝 刘畅

11403337 陈健 刘畅

11403409 吴君惠 刘畅

11403447 翟雅璇 刘畅

11403618 张磊 刘畅

11403625 翁婷婷 刘畅

11403653 耿菲 刘畅

11403701 朱士真 刘畅

11403702 王慧 刘畅

11403050 苏东 王茹

11403116 李涌剑 王茹

11403196 李德根 王茹

11403250 汪金莹 王茹

11403389 孙若蓝 王茹

11403403 李骏宁 王茹

11403639 王安琪 王茹

11403658 张亚新 王茹

11403807 温少波 王茹

11403845 李童童 王茹

11403852 陈星璘 华亮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人

数

4

张中鑫 动漫设计师

孟涵 讲师

董晓黎 讲师

记录：李金穗

2018年 5月 14日

12:30--20:30
A317

1120956 杨森

2014

级三维

特效 1

班

苏显双、蓝雪铭

27

11403002 杨皓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008 李子然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045 刘雪锋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090 高占东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106 李明玮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259 邵峥峥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285 孔琦磊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303 吕欣鑫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323 党子辛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326 曹雨婕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331 周永敬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379 刘秦豪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429 王晶 苏显双、蓝雪铭

11403438 庞伟豪 梁常赓

11403455 岳文娴 梁常赓

11403562 王严 梁常赓

11403583 马玉洁 梁常赓

11403598 周化峰 梁常赓

11403614 吴凤能 梁常赓

11403628 罗林玲 梁常赓

11403656 李娜 梁常赓

11403680 李海龙 梁常赓

11403770 张佳 梁常赓

11403787 杨惠雅 华亮

11403824 马伟 华亮

11403834 郭佳桢 华亮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附件 12：

2018 届 动画 专业学生毕业 创作 答辩计划安排表

——影视动画系（三维）

组

别
答辩教师（职称) 答辩时间

答辩

地点
参加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

人数

4

张中鑫 动漫设计师

赵娇娇 讲师

董晓黎 讲师

记录：黄燎原

2018年 5月 16日

12:30--20:30
A317

1130881 马飞龙

2014

级三

维特

效2班

华亮

29

11403048 康有伟 华亮

11403066 王文鑫 华亮

11403069 冯之浩 华亮

11403088 骆成 华亮

11403129 李金萍 张中鑫

11403205 杨震 张中鑫

11403249 沈傲玉 张中鑫

11403261 陈海燕 张中鑫

11403271 钱江滔 张中鑫

11403298 王磊 张中鑫

11403342 陆烨 张中鑫

11403446 郭晓 张中鑫

11403461 李佳琛 张中鑫

11403464 王凯 张中鑫

11403475 柴曦 王云鹏、巨洁

11403481 范可可 王云鹏、巨洁

11403506 李祉慧 王云鹏、巨洁

11403535 胡纯杰 王云鹏、巨洁

11403578 付天涯 王云鹏、巨洁

11403608 欧阳鑫 王云鹏、巨洁

11403672 马路瑶 王云鹏、巨洁

11403700 邹晓冬 王云鹏、巨洁

11403706 商夏 王云鹏、巨洁

11403712 陈畅 王云鹏、巨洁

11403716 许聪聪 王云鹏、巨洁

11403771 徐兰馨 王云鹏、巨洁

11403788 刘海滢 王云鹏、巨洁

11403841 席海全 王云鹏、巨洁

说明：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答辩小组数和确定答辩小组计划表中的组别数以及每组别的答

辩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