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0101221972 黄昱 机械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322101050001  

121101221958 于明鑫 机械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322101040002  

121104010490 管海涛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 322104040003  

120103222300 郝雪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03050004  

121104022363 褚继阳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 322104040005  

121104222595 盛科龙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 322104040006  

121106010716 盛猛猛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322106040007  

120110023037 孔令琦 自动化学院 电子信息 322110050008  

120103022123 王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16050009  

121116023482 李宗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16040010  

121116011490 夏伟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16040011  

121116223497 杨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16040012  

120110011151 胥瑞 自动化学院 电子信息 322110050013  

120101221985 牛雨秋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01050014  

120103010313 包鹏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03050015  

120103222275 赵品旭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03050016  

120103022259 熊大军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03050017  

120116223459 崔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16050018  

120108010977 田昱昊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322108020019  

121113011352 周航 机械工程学院 力学 322101010020  

121113011348 钱蓉 机械工程学院 力学 322101010021  

121101221923 王港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22  

121101010163 沈奎元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23  

121101021689 慈斌斌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24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1101010005 樊瑞疆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25  

120101021717 苗栩移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26  

120101021691 赵高阳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27  

120101221850 尹清远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28  

120101221886 程振文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29  

121101221920 姚瑶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30  

121101010084 乔诗翔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31  

120101021815 何佳豪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32  

120101221876 庄皓然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33  

120101221975 侯昭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34  

120101222007 秦伟伟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35  

121101221881 杨铮芃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36  

121101021814 姚土灶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37  

121101021707 高帅龙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38  

121101221893 张天爽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39  

120101021697 李楠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40  

121101221913 谭钰然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41  

121101010040 王淼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42  

121101221931 马文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43  

121101010039 刘昊林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10044  

120101021672 王明昊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45  

120101010041 郑轶彤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46  

120101221899 祝之森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2101020047  

121101010142 吕妍 机械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48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1101010139 马子皓 机械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49  

121101021646 陈凡 机械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50  

121101010138 刘涵 机械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51  

120102022105 冯旭宇 机械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52  

120101221947 陈卓 机械工程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53  

121101021774 李登科 机械工程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54  

121101010035 赵熙孟 机械工程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55  

120101021802 吴轩 机械工程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56  

120101010253 沈小东 机械工程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57  

121101010154 何振川 机械工程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58  

120101021796 曲植 机械工程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59  

120101021800 袁心怡 机械工程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60  

121101010146 傅腾飞 机械工程学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61  

120101010237 沈周宇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62  

121101010229 郭佳辉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63  

121101010233 于佳鑫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64  

120101010180 巫英豪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65  

121101010213 恽佳辉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66  

121101010210 陈俊翰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67  

120101021757 赵晨耕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68  

121101221834 何志一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69  

120101221848 曹捷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70  

121101010174 韩忠烜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71  

121101010193 祁妍洁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72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1101010184 陈靖沅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73  

120101021740 李梦生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74  

120101010198 查继鹏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75  

120101221902 段立阳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76  

121101010180 赵启阳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77  

121101010234 袁嘉鑫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78  

120101021767 洪毕辉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79  

121101010188 王元辰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80  

121101010176 马嘉华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81  

121101010172 韩硕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82  

121101021726 武一丁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83  

121101221989 何举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84  

121101221888 胡皓东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85  

120101010203 朱俊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86  

121101010216 霍宪旭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87  

121101021722 段佳宁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88  

121101021735 李健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89  

121101021745 王思维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90  

121101221907 李治倩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91  

121101021811 武天阳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92  

121101221969 齐浩杰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93  

121101010221 曾艺柯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94  

121101010171 卢俊林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95  

121101010219 刘举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96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0101010259 侯先苇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20097  

121101021723 陈常发 机械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1010098  

120102010265 邓秋凤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2020099  

120102010285 毕瑞凤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22102020100  

120102022033 罗新钊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22102020101  

121102010255 盛海涛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22102010102  

121102022042 杨孟楷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22102010103  

120102022041 薛宇轩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22102020104  

121102022040 宋怡明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22102010105  

121102010254 杨众丞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22102010106  

120102022051 李子木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22102020107  

121102010271 余仲豪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22102010108  

120102022043 顾连凯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322102020109  

121103022236 何桂标 化学与化工学院 力学 322103010110  

120103010428 周思园 化学与化工学院 力学 322103020111  

121103022219 李辰亮 化学与化工学院 力学 322103010112  

121103010295 雷康 化学与化工学院 力学 322103010113  

120103022224 邵星宇 化学与化工学院 力学 322103020114  

121103010326 李文江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15  

120103010324 高衡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20116  

121103010327 刘雨农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17  

121103010314 黄齐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18  

121103022155 聂志豪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19  

120103022145 卢强强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20120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0103010435 孙慧铭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20121  

121103010308 谈小雪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22  

121103010290 叶名宇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23  

121103010360 陈泽林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24  

121103010312 张校源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25  

121103022209 马娟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26  

120103022152 刘铂源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20127  

121103010289 梅梦云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28  

121103022175 张旭阳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29  

121103022205 张宇翔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30  

120103022133 张先碟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20131  

121103010363 崔俊杰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32  

121103010331 马宋雨辰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33  

121103010351 邢世俊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03010134  

120103222279 黎晓坤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35  

120103010387 刘淇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36  

120103222291 尹子萍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37  

121103022229 贺彪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38  

121103010359 祝龙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39  

121103010285 阮鹏飞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40  

121103022193 王小贺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41  

121103222298 张华淇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42  

120103222264 汪晓昆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43  

121103010391 郭子豪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44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0103010366 张皖佳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45  

121103010342 虞明毅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46  

121103022244 邹永斌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47  

121103010349 徐万亿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48  

120103222271 王雅雅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49  

121103022200 尚晓芳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50  

120103010346 张营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51  

120103010361 翟信让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52  

121103010354 余学治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53  

120103022199 蒋帅杰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54  

120103022250 钱晓虎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55  

121103022204 王玉洋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56  

121103010345 蔡蔚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57  

120103010309 刘德运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58  

121103010424 钱铭欢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59  

121103010357 凌志燚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60  

121103222294 尹帅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61  

120103222287 刘浩颖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20162  

121103010352 王雨秋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2103010163  

121103022224 赵云飞 化学与化工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3010164  

121103010396 曾禹阳 化学与化工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3010165  

121103010411 欧阳可儿 化学与化工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3010166  

121103010399 宁政 化学与化工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3010167  

121103010401 王磊 化学与化工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3010168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1103022214 李宇轩 化学与化工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3010169  

121103010398 曾胤宁 化学与化工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3010170  

121103010402 刘益超 化学与化工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3010171  

121104010428 范筱昕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72  

120104010449 吴梓剑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20173  

121104010441 朱福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74  

121104022325 任名扬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75  

121104010484 朱世豪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76  

121104010473 王书敏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77  

121104010465 曹志豪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78  

121104010495 钟永燊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79  

121104010450 邱秉文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80  

121104010454 陈孺恩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81  

121104022354 芮九多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82  

121104222503 李子坤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83  

121104010464 唐嵩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84  

121104022439 梁坤瑶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85  

121104010442 韦一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86  

120104010478 张佳乐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20187  

121104010478 葛晓玲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88  

121104010429 邹宇通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89  

121104010452 霍霄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10190  

120104010462 瞿超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322104020191  

120104022356 周奇琪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20192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0104022439 孙圣凯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20193  

120104010625 周松照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20194  

121104133806 储子清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10195  

120104010526 曹资浩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20196  

121104010533 成曦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10197  

120104022398 朱泳庚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20198  

121104222520 黄丽燕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10199  

121104010590 张广兴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10200  

121104133796 朱少鹏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10201  

121104010532 季宇豪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10202  

120104022410 张铭轩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20203  

121104022400 宋汶钊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10204  

121104010537 彭岩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2104010205  

120104022448 冉龙瑶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20206  

120104010631 周圣麒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20207  

121104010633 周思奕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10208  

121104010539 钱柏杨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10209  

121104222579 罗杰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10210  

121104010622 崔继轩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10211  

121104010568 杨雅帆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10212  

120104022367 李兴海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20213  

121104010530 吴一凡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10214  

121104010538 李健超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10215  

120104022391 南昊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322104020216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1104010547 盛天瑶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 322104040217  

121104133804 查卫煜 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 322104040218  

120106010722 王赫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19  

120106010733 邢鹏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20  

120106010766 孔令顺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21  

120106010785 徐斌倩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22  

120106022597 张泽栋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23  

120106022650 王绍萌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24  

120106022666 武祥宇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25  

120121023621 赵欣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26  

121106010721 郭博思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10227  

120106010717 孙苏军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28  

120106010782 艾果果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29  

120106010800 张泽天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30  

120106010825 李泳科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31  

120106022620 申钰凡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20232  

121106010690 胡康鹏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10233  

121106010797 蔡鑫浩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2106010234  

120106222689 张博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322106020235  

121107010876 宋奎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2107010236  

121107010871 唐蓉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2107010237  

121107010944 李子龙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2107010238  

121107022799 魏泽怡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2107010239  

120107010887 顾玉芸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2107020240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0107010833 何孟喜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2107020241  

121107022843 严欣怡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2107010242  

121107010892 余燕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2107010243  

120108011017 王顺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力学 322108020244  

121108022903 杨帅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力学 322108010245  

121108022907 钱瑞景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力学 322108010246  

121108010949 黄鸿飞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力学 322108010247  

121108010950 孙雨田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力学 322108010248  

121108010954 肖展鸿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力学 322108010249  

121108010959 陈凯旋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322108010250  

121108010974 罗文著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322108010251  

120108010993 朱天骄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322108020252  

121108010963 陈鸣霄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322108010253  

121108010984 苏志伟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322108010254  

121108010955 陈垲璇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322108010255  

120108222972 刘毅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322108020256  

121108011019 郝飞宇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10257  

120108011027 赵朴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20258  

121108022934 蒋中惠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10259  

121108022889 杨保禄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10260  

120108011026 饶梓玄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20261  

121108022915 王俊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10262  

121108011022 杨浩威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10263  

120108022921 肖玉堂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20264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0108011012 刘宣廷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20265  

121108011010 柏雯斌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10266  

120108022905 曹宇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20267  

120121023599 郑志伟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20268  

121108011020 姜春雷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10269  

121108011007 汪沭江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08010270  

120110011079 顾天明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20271  

120110011083 张玉坪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20272  

120110011214 庄新程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20273  

120110023063 张鹏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20274  

121108022904 殷恰恰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75  

121110011100 韩潇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76  

120108011001 于睿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20277  

121110134089 邓文嘉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78  

121110011189 刘宏磊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79  

121110011184 高鼎峰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80  

121110011222 张超杰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81  

120110011144 周凯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20282  

121110011144 史俊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83  

121110011157 廖岚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84  

121110011186 王凯生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85  

121110223196 宋鑫金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86  

120110011133 冯宾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20287  

121110011168 陈颖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88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1110023065 黄佳男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89  

121110011179 陈洞明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90  

120110011129 贺勇钦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20291  

121110223233 岳彪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92  

121110223149 赵若涵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93  

120110011225 余朝宝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20294  

121110011066 张学松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2110010295  

121113011276 张弛 理学院 物理学 322113010296  

120113011311 王梓 理学院 物理学 322113020297  

121113011281 万涛 理学院 物理学 322113010298  

121113011285 陈越 理学院 物理学 322113010299  

121113011290 程新娟 理学院 物理学 322113010300  

121113011314 吴嘉骏 理学院 力学 322113010301  

121113011323 郭康 理学院 力学 322113010302  

121113023309 赵芮 理学院 力学 322113010303  

120113023232 陈子毅 理学院 光学工程 322113020304  

120113011314 孔卓冉 理学院 光学工程 322113020305  

121113011343 曹雯禧 理学院 光学工程 322113010306  

120116011542 彭云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20307  

121116023463 黄荣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08  

120116011512 闫浩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20309  

121116011521 高鹏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10  

120116223488 张学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20311  

120116011467 张依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20312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1116011462 黄志高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13  

121116011463 向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14  

120116023450 刘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20315  

121116011472 朱铭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16  

121116011486 孟佳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17  

121116011447 张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18  

121116011471 吴宇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19  

121116023468 徐海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20  

121116011491 常改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21  

121116223553 董春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22  

121116223539 陈章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23  

121116023466 姚忠正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24  

120116223515 李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20325  

121116011465 刘彦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26  

120116011546 杨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20327  

121116223551 张笑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28  

120116011501 李红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20329  

121116223556 刘润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2116010330  

120116023431 刘乙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与化工 322116050331  

121119011551 李烨辉 知识产权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2119010332  

121121011570 麻益铭 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力学 322121010333  

121121011567 刘坤 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力学 322121010334  

120121011585 王宇涵 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力学 322121020335  

121121011577 龚涵昕 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21010336  



硕士学号 姓名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博士学号 备注 

121121023654 周标军 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21010337  

120121023602 王怡 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21020338  

120121023630 王浩 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21020339  

121121011579 郭太平 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21010340  

121121023665 郭佳敏 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兵器科学与技术 322121010341  

120121011603 党子涵 瞬态物理重点实验室 电子信息 322121050342  

121127223764 李小超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322127010343  

120106222701 张盼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322127020344  

121113011272 刘涵杰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322130010345  

121113011245 陈芸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322130010346  

121113011241 赵晓俐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322130010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