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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单位 姓名 职 称 主讲课程 

1 材料 陈万煜 副教授 材料概论等 

2 材料 陈潇 副研究员 绿色建筑材料等 

3 交通 杜志刚 教授 交通设计 

4 交通 潘晋 副教授 工程结构力学 

5 交通 周利兰 副教授 船舶阻力 

6 交通 赵欣 副教授 城市规划原理 

7 管理 程琦 副教授 网络营销 

8 管理 方明 副教授 财务管理 A 

9 管理 殷向洲 副教授 商务谈判 

10 管理 王斌 副教授 数据可视化 

11 管理 马颖 教授 市场营销学等 

12 机电 胥军 副教授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13 机电 卢杰 讲师 运输包装、包装测试 

14 机电 宋春生 副教授 计算机辅助产品分析 

15 机电 凌鹤 副教授 机械 CAD/CAD等 

16 机电 吴超华 讲师 工程材料、金属工艺学 

17 能动 胡甫才 副教授 轮机工程测试技术、 船舶管理 

18 土建 程静 讲师 水工艺设备基础 

19 土建 徐舟影 讲师 水处理生物学 

20 土建 刘小英 副教授 水文学等 

21 汽车 邹斌 副教授 发动机管理系统 

22 汽车 田哲文 副教授 汽车拆装实习 

23 汽车 杨波 副教授 汽车理论 

24 汽车 汪怡平 副教授 汽车理论、汽车空气动力学 

25 汽车 谭罡风 副教授 汽车构造 

26 资环 任高峰 副教授 工矿通风与空调 

27 资环 刁红丽 讲师 环境生物学等 

28 信息 黄铮 副教授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29 信息 刘新华 教授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等 

30 信息 付琴 副教授 电磁场与电磁波等 

31 信息 旷海兰 副教授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等 

32 信息 沈增帧 实验师 微机原理与通信接口实验 



33 计算机 赵广辉 副教授 计算思维等 

34 计算机 彭德巍 副教授 人工智能概论等 

35 计算机 李琳 教授 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分析技术等 

36 计算机 李玉强 副教授 UML建模技术等 

37 计算机 唐星 讲师 物联网工程与组网技术等 

38 自动化 李向舜 副教授 仪表与过程控制系统 

39 自动化 张清勇 
高级实验

师 
电工电子实习 

40 自动化 陆 宁 副教授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 

41 自动化 胡红明 副教授 运动控制系统等 

42 航运 陈厚忠 副教授 船舶操纵与海上搜救 

43 物流 陈云 副教授 金属工艺学 

44 物流 李郁 副教授 结构力学 

45 物流 陈建华 副教授 运作管理 

46 物流 熊新红 副教授 金属工艺学 

47 物流 辜勇 副教授 国际物流 

48 物流 杜艳迎 讲师 金属工艺学等 

49 物流 王艺 讲师 交通运输工程概论等 

50 理学院 张梅 副教授 材料力学（双语） 

51 理学院 李丹 讲师 高等数学 

52 理学院 陶珺 副教授 信号与线性系统等 

53 理学院 彭凯 副教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 

54 理学院 江登英 副教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55 理学院 刘扬 副教授 高等代数 

56 理学院 范莉莉 讲师 微处理器与微控制器应用等 

57 理学院 郜洪云 副教授 应用光学 

58 理学院 汪礼胜 副教授 大学物理 C等 

59 理学院 文江辉 副教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0 化生 吴选军 副教授 化工原理实验等 

61 化生 史彬 副教授 化工过程分析与综合等 

62 化生 刘霞 副教授 医学基础等 

63 经济 余谦 副教授 博弈论基础 

64 艺设 黄雪飞 副教授 设计方法学 

65 艺设 袁晓芳 副教授 用户研究及可用性设计 

66 外国语 刘应亮 副教授 英语写作 

67 外国语 李明菲 副教授 大学英语 



68 外国语 王岚 副教授 大学英语 

69 文法 刘介明 副教授 知识产权法 

70 政治 秦琴 教授 质的研究方法等 

71 政治 金桂桃 副教授 古代汉语 

72 政治 叶琼琼 副教授 中国现代文学等 

73 马克思 刘国龙 副教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74 马克思 雷江梅 副教授 中国近代史纲要 

75 体育部 易鹏 副教授 大学体育 

76 学工部 刘喆 副教授 心理健康教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