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班级 学生姓名 答辩分组 答辩组组长 答辩组成员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备注

1 1801000520 工业机器人1802班 朱嘉川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2 1801000522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陈柏林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3 1801000567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黄英豪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4 1801000523 工业机器人1802班 胡宇轩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5 1801000527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宋宇轩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6 1801000521 工业机器人1802班 胡锦亮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7 1801000528 工业机器人1802班 程晓鹏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8 1801000526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龙坤坤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9 1801000524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张伟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10 1801000529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彭九龙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11 1801000532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唐友俊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12 1801000539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刘福山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13 1801000540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黄俊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14 1801000531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尹玲珑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15 1801000533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刘宏亮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16 1801000534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刘宇轩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17 1801000536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周文凯 徐作栋 罗德强、张武金、张炎、张兴龙 艾程

18 1801000537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陈威杰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19 1801000538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屈志鸿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20 1801000543 工业机器人1802班 李洪宇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安排表

    专业：   工业机器人技术                 填表人：    谢楚雄                填表日期： 2021年 5 月 5 日

一组

二组

5月6日
－

5月20日

5月6日
－

5月20日

A栋101

A栋201



序号 学号 班级 学生姓名 答辩分组 答辩组组长 答辩组成员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备注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安排表

    专业：   工业机器人技术                 填表人：    谢楚雄                填表日期： 2021年 5 月 5 日

21 1801000542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吴坚强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22 1801000547 工业机器人1802班 潘显成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23 1801000545 工业机器人1802班 范文轩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24 1801000544 工业机器人1802班 肖祥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25 1801000546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阳聪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26 1801000541 工业机器人1802班 贺柳江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27 1801000549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陈攻博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28 1801000548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钟腾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29 1801000550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陆炯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30 1801000551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邹启军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31 1801000564 工业机器人1802班 佘磊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32 1801000565 工业机器人1802班 王祺 徐作栋 夏春晖、张炎、张兴龙、谢楚雄 柏琼松

33 1801000552 工业机器人1802班 李晓辉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34 1801000553 工业机器人1802班 李家辉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35 1801000555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吕雯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36 1801000557 工业机器人1802班 王青云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37 1801000556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唐志勇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38 1801000561 工业机器人1802班 谭喜云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39 1801000558 工业机器人1802班 刘涛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40 1801000560 工业机器人1802班 邓宇程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5月6日
－

5月20日
三组 A栋301

二组
5月6日
－

5月20日
A栋201



序号 学号 班级 学生姓名 答辩分组 答辩组组长 答辩组成员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备注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安排表

    专业：   工业机器人技术                 填表人：    谢楚雄                填表日期： 2021年 5 月 5 日

41 1801000559 工业机器人1802班 李彬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42 1801000562 工业机器人1802班 谢昌知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43 1801000563 工业机器人1802班 蒋志林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44 1801000566 工业机器人1802班 田飞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45 1801000478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刘沛成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46 1801000519 工业机器人1801班 郝名扬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47 1801000511 工业机器人1801班 肖毓棋 徐作栋 谭洪晖、张武金、张炎、谢楚雄 黄宁

48 1801000517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成文杰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49 1801000475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易文彬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50 1801000477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曾子豪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51 1801000476 工业机器人1801班 王雄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52 1801000479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李孝齐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53 1801000489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段涛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54 1801000488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李龙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55 1801000483 工业机器人1801班 龙非凡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56 1801000482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刘金波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57 1801000480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刘运刚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58 1801000484 工业机器人1801班 阳斯宸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59 1801000485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刘南煌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60 1801000486 工业机器人1801班 罗敏杰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A栋303
5月6日
－

5月20日

5月6日
－

5月20日
三组

四组

A栋301



序号 学号 班级 学生姓名 答辩分组 答辩组组长 答辩组成员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备注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安排表

    专业：   工业机器人技术                 填表人：    谢楚雄                填表日期： 2021年 5 月 5 日

61 1801000491 工业机器人1801班 何思吟 徐作栋 徐作栋、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蒋后平

62 1801000492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刘哲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63 1801000494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刘诚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64 1801000495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彭龚龙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65 1801000493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曾朋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66 1801000497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张平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67 1801000474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李卓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68 1801000498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刘嘉成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69 1801000496 工业机器人1801班 黄晗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70 1801000499 工业机器人1801班 陈子涵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71 1801000514 工业机器人1801班 龙锐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72 1801000516 工业机器人1801班 肖杰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73 1801000515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刘峥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74 1801000518 工业机器人1801班 贺俊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75 1801000502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李凯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76 1801000501 工业机器人1801班 王康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77 1801000503 工业机器人1801班 雷鹏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78 1801000504 工业机器人1801班 陈艺嘉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79 1801000509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唐毅琦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80 1801000505 工业机器人1801班 胡彬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五组
5月6日
－

5月20日
A栋103

A栋303
5月6日
－

5月20日
四组



序号 学号 班级 学生姓名 答辩分组 答辩组组长 答辩组成员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备注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安排表

    专业：   工业机器人技术                 填表人：    谢楚雄                填表日期： 2021年 5 月 5 日

81 1801000510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周申军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82 1801000507 工业机器人1801班 申盛杰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83 1801000506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李志豪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84 1801000490 工业机器人1801班 刘康杰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85 1801000508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李昂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86 1801000513 工业机器人1801班 林长龙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87 1801000512 工业机器人1801班 陈浩 徐作栋 张炎、张武金、张兴龙、谢楚雄 王昊武

五组
5月6日
－

5月20日
A栋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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