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已经顺利结束，现将拟录取名单予以公示(名单如下)。对以上

人选有异议的，请自公示之日起，通过电话或书面形式向研究生院反映。 

联系电话：024-83681389 传真号码：024-23907982 

考生编号 姓名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101454100000011 徐旭 文法学院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101454125000190 贾璐萌 文法学院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101454100000001 丁一轩 文法学院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101454125000229 武青 文法学院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101454100000002 谷晓丹 文法学院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101454100000013 赵东东 文法学院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101454100000025 吕锦芳 文法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01454100000019 晋晓晓 文法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01454100000028 王笑颜 文法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01454100000032 杨斌 文法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01454100000029 王一 文法学院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01454100000042 路稳玲 文法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101454100000040 党英杰 文法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101454123000101 甘海威 文法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101454100000047 赵斌飞 文法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101454100000048 赵海艳 文法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101454100000045 杨大瀚 文法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101454100000051 唐尧 文法学院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01454125000168 曹方方 文法学院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01454100000050 李丽红 文法学院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01454100000054 杜雅琼 文法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101454100000067 赵庚 文法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101454100000066 杨锦儒 文法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101454123000061 李晓晨 文法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101454123000111 朱琳 文法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101454100000061 刘野 文法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101454100000069 郑吉友 文法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101454100000057 韩永乐 文法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101454125000180 鄂施璇 文法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01454125000204 路昌 文法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01454100000077 周敏 文法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01454100000076 杨厚翔 文法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01454125000225 王越 文法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01454125000249 邹朝晖 文法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01454100000073 林佳 文法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01454100000072 李洋 文法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01454100000070 李东 文法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01454100000081 李大业 理学院 070205 凝聚态物理 

101454100000078 崔晶磊 理学院 070205 凝聚态物理 

101454100000084 王鸿钢 理学院 070301 无机化学 

101454125000236 叶妮雅 理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101454124000005 夏捷 理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101454123000064 胡琳琳 理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101454123000094 蔡忆 理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101454125000173 陈晴 理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101454100000087 夏俊美 理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101454124000003 王亚宁 理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101454100000088 张莹 理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101454100000085 陈蕾 理学院 070302 分析化学 

101454123000149 冯东阳 理学院 070304 物理化学 

101454125000251 叶银坚 理学院 070304 物理化学 

101454123000084 许婧文 理学院 070304 物理化学 

101454100000092 徐鸣遥 理学院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01454100000099 徐晨 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101454100000094 刘智 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101454100000098 王洪曾 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101454100000097 宋颖伟 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101454100000096 盛莹 理学院 071400 统计学 

101454100000107 于福强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00000101 樊子铭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23000141 季洪梅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00000103 韩冬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23000133 戚聿杰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00000105 齐琳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00000104 孟凡顺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25000195 李昌蔚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00000108 张晓东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30000018 宋利伟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30000001 冯文强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30000002 顾青青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30000003 江彬彬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30000004 王飞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30000005 冯阳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01454100000109 陈硕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01454125000218 孙瑶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01454100000113 刘寅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01454100000111 郎庆阳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01454123000074 李灏楠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01454125000226 王振宇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01454100000117 赵海东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01454123000080 陈洋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101454100000118 党丹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101454124000008 时佳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101454125000171 常文文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101454100000123 徐春雨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101454100000145 闫铭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4000010 李杨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5000207 马小刚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4000050 董鹍鹏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3000092 王健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47 于震梁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40 孙洪哲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5000242 张居乾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36 刘云山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4000006 赵丙峰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3000077 谭秀峰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3000090 李强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34 刘博林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28 范例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4000009 邓延生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44 王雨时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41 王大伟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3000066 赵永杰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3000122 赵天宇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31 李炳强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38 任金朝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4000007 周雁迅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3000157 恩溪弄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33 李振远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48 张晓丽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5000192 康程铭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00000126 陈晔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101454123000112 李武杰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4 车辆工程 

101454100000149 范威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4 车辆工程 

101454100000150 闫宝森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204 车辆工程 

101454100000151 孙梦楠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101454124000011 王东阳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704 流体机械及工程 

101454100000154 殷冀平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704 流体机械及工程 

101454100000152 李博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704 流体机械及工程 

101454123000067 沈阳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101454123000113 柴天昱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101454125000210 潘元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101454125000248 朱玉芳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101454100000159 王学科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101454100000176 魏新芳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17 叶恒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20 王斌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59 陈润泽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61 寇荣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54 刘丁铭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096 刘维港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66 马晶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72 史树君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77 叶杰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14 海本融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43 郭快快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5000211 青勇权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5000172 陈捷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5000203 卢刚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67 马煜林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4000018 石英男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62 李小茜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098 张洋鹏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5000169 曹晓晴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4000020 张鑫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087 靳博恺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5000174 陈曦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71 邵光帅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4000017 杨瑞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52 赵环宇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5000208 马智欣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36 张学哲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076 沈德鹏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64 李永存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4000019 高博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091 王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5000166 安金岚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5000177 董立谨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73 孙明军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065 高杨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21 王慧敏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5000178 董蒙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068 白宇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08 田家龙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054 郭瑞鹏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118 杨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75 王旭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70 钱晓明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00000179 周轶然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4000021 刘梅帅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079 曹敬祎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3000081 何日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30000015 石国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30000006 林博超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30000007 白凤霞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30000008 方若翩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30000013 陈妍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30000014 朱若林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2 材料学 

101454124000012 李云杰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4000016 白冒坤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130 王晓晖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02 吴健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03 吴俊宇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83 崔洪波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87 胡文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06 杨洁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00 王学强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07 翟璐璐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11 赵男男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5000205 马明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98 王晨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137 雷文斌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05 闫宁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88 黄慧强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4000004 张文井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89 吉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4000014 王宇翔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099 胡克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08 占亮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99 王期文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81 蔡国君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4000046 柯迪文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4000013 赵岩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073 吴思炜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5000197 李志峰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92 李晓理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93 李毅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085 常东旭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09 张思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4000015 类承帅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078 杨永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5000223 王昊杰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01 温长飞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90 蒋月月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80 才贺龙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204 许宝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82 陈刚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123 胡智评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110 朱绍珍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126 刘元铭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131 王鸿雨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95 刘雪峰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5000247 赵景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186 侯泽然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30000009 郭朝乾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30000010 郭逸丰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30000011 王志楠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30000012 陈帅峰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1454125000189 华晓鸣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Z1 先进能源材料与装置 

101454100000212 李享容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Z1 先进能源材料与装置 

101454100000213 满田囡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5Z2 材料电磁工程与科学 

101454100000216 刘博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00000217 任玲玲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25000220 谭喜瀚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25000243 张俊凯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23000138 王帅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00000214 崔富晖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23000150 余钟芬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24000025 汪兴楠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00000215 李红梅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00000218 张俊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23000107 刘柯佳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30000019 李俊哲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1 冶金物理化学 

101454100000220 邓浩华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23 高嵩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4000023 汤雅婷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5000191 居天华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24 关志刚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32 王伟先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4000047 余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3000057 冯浩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3000095 李星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4000024 邱吉雨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3000115 张庆松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26 卢建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31 王娟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25 姜丽丽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3000103 周延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36 张学飞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5000188 侯星慧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34 杨鑫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28 钱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27 马保良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3000100 李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3000104 吴晨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35 余海存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33 邢飞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4000022 黄文信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3000089 孟繁超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23000144 郁肖兵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29 任倩倩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30 任志峰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30000020 王晓英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2 钢铁冶金 

101454100000243 蒋涛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40 黄红波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4000026 孙洋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5000221 唐俊杰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46 苏楠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47 孙留根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5000193 孔亚鹏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4000052 管晋钊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37 曹岛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3000142 朱广林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3000160 吕继可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41 黄小晓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5000199 刘彩玲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3000148 百玉婷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5000170 岑鹏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51 伍永福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4000028 高帅波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4000001 吕建芳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3000082 张德胜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3000153 丘学民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3000156 许家宁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53 赵鹤飞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4000027 李小龙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3000155 王龙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5000183 关跃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5000241 张保敬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42 黄宇坤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39 程楚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48 田磊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00000249 王日昕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30000016 李想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30000017 王金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03 有色金属冶金 

101454123000069 史晓国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Z1 冶金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101454125000186 何占伟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Z1 冶金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254 方得安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Z1 冶金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255 高明磊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6Z1 冶金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258 尚达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701 工程热物理 

101454100000262 苗楠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702 热能工程 

101454123000059 冯军胜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702 热能工程 

101454125000216 宋延丽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702 热能工程 

101454100000260 韩治成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702 热能工程 

101454100000261 侯丽敏 材料与冶金学院 080702 热能工程 

101454100000264 曹建刚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101454123000109 黄湛钧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101454100000272 雷彦华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101454124000002 张旭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101454100000270 戴翠琴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101454124000029 李浩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101454123000105 李昭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101454124000037 郭丽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101454100000271 黄彩梅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101454100000273 盛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101454100000310 张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311 张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5000227 魏晶亮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277 单超颖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284 韩莹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4000038 刘东明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3000086 李旭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5000234 杨敏敏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309 于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3000088 王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3000125 陈小龙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306 谢淇先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4000032 李玉帅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293 李召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5000240 袁杰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291 李明杰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298 荣键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308 徐佳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278 丁三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4000035 张晋熙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3000127 谢春华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288 李贺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4000030 姜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3000058 韩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312 周建国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292 李涛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313 祖培福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290 李景浩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307 谢莹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5000222 唐丽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302 王寒梅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00000300 孙要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5000250 刘鹏达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01454125000224 王静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01454124000034 李雪刚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01454100000318 王圣毫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01454124000031 东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23000124 张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00000319 毕华玲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23000158 卢超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23000119 邵志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00000320 崔海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00000323 刘莹昕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24000036 邹菲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25000198 李作成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00000329 吴静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00000324 施展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3 系统工程 

101454100000334 艾青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01454123000070 许茗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01454123000147 茹敬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01454125000181 房卓群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01454100000335 寇冰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01454100000346 张强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101454100000343 方笑晗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101454100000344 王翠萍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101454100000345 王俊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101454100000349 黄俊婷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Z1 物流优化与控制 

101454100000350 庞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Z1 物流优化与控制 

101454100000353 冯云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101454100000358 张强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101454100000355 刘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101454100000354 李征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101454100000357 孙磊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101454125000214 司帅宗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101454100000352 陈星池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1 计算机系统结构 

101454100000359 陈昆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00000365 逯绍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24000049 韩姝敏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00000364 刘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00000363 刘井莲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24000053 李梁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23000075 刘松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00000361 纪东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24000033 张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23000083 刘超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25000185 韩雨童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00000368 宋晓旭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25000232 许鸿斐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00000366 马茜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00000362 李成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00000360 丁际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25000179 杜权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01454100000373 林晓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00000377 刘振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00000372 李相泽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4000051 张卿祎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3000134 吕建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5000213 石峻岭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5000231 徐双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00000369 曹健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00000376 刘永俊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00000380 叶正旺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3000116 王鹏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3000135 吴嘉轩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00000383 周阔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00000375 刘琳琳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3000145 闫俊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3000151 王进法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5000235 杨晓陶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4000048 曹哲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00000378 彭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1454124000042 孔瑞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0104 工程力学 

101454100000388 田志超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0104 工程力学 

101454100000390 张世超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0104 工程力学 

101454100000387 师文豪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0104 工程力学 

101454100000389 于水生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0104 工程力学 

101454100000393 王亮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101454100000396 孙爽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101454100000399 崔健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101454124000045 苗卓伟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101454123000071 许江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101454123000146 丁东胜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101454125000200 刘东旭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101454100000398 曹煜昊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101454123000055 高文元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101454123000056 高尚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101454100000401 路军生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 

101454100000423 张姝婧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24 周睿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06 郭浩森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12 龙翼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22 于健洋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13 卢高明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14 马春艳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25000219 谭宝会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20 武会强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16 孙明志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21 徐浩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05 崔志华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17 王湖鑫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24000041 赵永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23000140 侯宪港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07 胡高建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23000139 李少华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25000202 刘溪鸽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00000415 秦涛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101454124000039 唐志东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25000238 余建文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426 陈超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428 吕良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429 朴永超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106 申帅平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427 陆帅帅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433 赵晨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432 张彩娥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434 郑丽娟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23000162 刘娜娜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430 吴岩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24000040 曹少航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25000217 孙乾予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101454100000436 任思潼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Z2 资源开发决策与数字矿山 

101454124000044 杨正仓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Z2 资源开发决策与数字矿山 

101454100000435 刘姗依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9Z2 资源开发决策与数字矿山 



101454100000452 王若菌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101454123000060 王军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101454123000128 刘芳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445 刘洋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438 关里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457 张津嘉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451 王贝贝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450 田向亮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467 李许卡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76 任喜萍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85 袁金桥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78 宋雪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66 李俊锋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80 王栋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73 穆克瑞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81 王恒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69 梁璟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88 张青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77 双全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1 国民经济学 

101454100000495 廖清林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101454100000493 崔梦苏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2 区域经济学 

101454100000516 徐建红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4 金融学 

101454100000486 张飞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4 金融学 

101454125000228 吴伟博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4 金融学 

101454100000510 谭雪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4 金融学 

101454125000182 宫晓莉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4 金融学 

101454125000233 阎俊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4 金融学 

101454100000509 石军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4 金融学 

101454123000097 李伟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01454100000529 杨天英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01454100000526 李晓宁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01454100000523 范忠宏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01454100000527 秦尔东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01454100000474 南北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01454100000524 金莉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01454100000533 石晓霞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01454100000532 齐朝顺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01454123000063 关欣 工商管理学院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01454100000539 孙琦 工商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549 陈大宇 工商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1454123000072 王宁宁 工商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1454125000212 师俊国 工商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1454125000230 习扬 工商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536 李峰 工商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1454123000163 屈庆星 工商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1454125000239 袁铎宁 工商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01454100000544 代玺玲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101454100000546 屠立鹤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101454100000545 李颖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1 会计学 

101454100000551 贾明媚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101454125000237 叶同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101454100000560 姚大钢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101454100000558 王立霞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101454123000129 刘轩旺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101454100000553 刘宏涛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101454123000093 周莹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01454100000566 李东涵 工商管理学院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01454125000167 毕晓旭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25000175 陈秀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75 柳成宾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25000206 马清娟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72 雷辉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70 姜泓羊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81 魏国辉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85 何殿宁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67 黄河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77 宋江典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25000209 牛坤伟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25000245 张小楠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69 贾聪聪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82 尹香菊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25000184 郭静文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25000244 张帅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78 孙健芳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80 汪卓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76 柳军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86 罗洋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101454100000584 王艳飞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Z1 生物医学影像 

101454125000187 侯晓文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0831Z1 生物医学影像 

101454100000592 朱春娆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101454100000587 夏兴有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101454123000164 李宇溪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101454100000588 徐紫枫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101454125000215 宋延杰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101454100000590 原野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101454100000589 杨雪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