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录取学院 考生编号 姓名 考试方式 录取专业代码 录取专业名称 录取类别 导师 专项计划 

1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39 张鲸超 普通招考 0801Z3 空气动力学 非定向就业 蔡晋生   

2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23 潘维煌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非定向就业 冯蕴雯   

3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28 刘星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定向就业 郭博智   

4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36 刘少伟 普通招考 082304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非定向就业 姜洪开   

5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01 赵慧 普通招考 080102 固体力学 定向就业 李亚智   

6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08 王卫东 普通招考 080102 固体力学 非定向就业 李亚智   

7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14 杨学 普通招考 080102 固体力学 非定向就业 李玉龙   

8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30 岳源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定向就业 裴扬   

9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06 王建军 普通招考 080102 固体力学 定向就业 屈展   

10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29 秦梦竹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非定向就业 王刚   

11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13 王焕芳 普通招考 080102 固体力学 非定向就业 张超   

12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05 张鑫 普通招考 080102 固体力学 非定向就业 郑锡涛   

13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37 赵广 普通招考 0801Z3 空气动力学 非定向就业 钟诚文   

14 航空学院 106999120000038 邹森 普通招考 0801Z3 空气动力学 非定向就业 钟诚文   

15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50 于辉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定向就业 谷良贤   

16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72 刘沙石 普通招考 082502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定向就业 侯晓   

17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68 李逢超 普通招考 082502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胡春波   

18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70 韩进朝 普通招考 082502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胡松启   



19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42 苏博文 普通招考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非定向就业 黄攀峰   

20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57 马超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非定向就业 刘磊   

21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77 朱远 普通招考 0825Z3 空间应用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宁昕   

22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49 邓天博 普通招考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非定向就业 闫杰   

23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75 杨素兰 普通招考 082502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严启龙   

24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62 石敏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非定向就业 袁建平   

25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78 李树龙 普通招考 0825Z3 空间应用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袁建平   

26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79 敬衡 普通招考 0825Z3 空间应用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袁建平   

27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54 冯浩阳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非定向就业 岳晓奎   

28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56 陶然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非定向就业 岳晓奎   

29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43 吴刚 普通招考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定向就业 张科   

30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48 李冠霄 普通招考 081105 导航、制导与控制 非定向就业 张科   

31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53 刘百明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非定向就业 朱战霞   

32 航天学院 106999120000059 潘政旭 普通招考 082501 飞行器设计 非定向就业 朱战霞   

33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119 洪汐 普通招考 070206 声学 非定向就业 曾向阳   

34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118 邓云云 普通招考 082403 水声工程 非定向就业 陈克安   

35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100 张时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崔荣鑫   

36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102 何耀祯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高剑   

37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103 周少波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李慧平   

38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101 玄立伟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刘明雍   



39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106 张文博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刘卫东   

40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112 施强 普通招考 082403 水声工程 非定向就业 马远良   

41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089 吴必霖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毛昭勇   

42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087 杨殿禹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潘光   

43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088 李占英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胡欲立   

44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090 李福正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潘光   

45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104 董兆鑫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严卫生   

46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105 白博铭 普通招考 082600 兵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严卫生   

47 航海学院 106999120000086 朱冰 普通招考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非定向就业 张雯   

48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62 张帆 普通招考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曾卫东   

49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57 胡进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曾燮榕   

50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06 王重阳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陈福义   

51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49 张萍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高峰   

52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58 徐贝贝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郭喜平   

53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51 左振博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定向就业 胡锐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54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75 杨波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黄维   

55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69 杨许冬 普通招考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李恒   

56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72 张力文 普通招考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定向就业 李恒   

57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86 邓卫斌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李铁虎   

58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73 刘升青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李炫华   



59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97 丁艳方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李祯   

60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40 王天义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尚利   

61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71 张谨博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王洪强   

62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80 杨平军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王洪强   

63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28 钟洁 普通招考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非定向就业 王建浦   

64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50 郑国明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魏秉庆   

65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84 王鹤林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魏秉庆   

66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48 李岚青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文丹   

67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05 宋阿敏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谢科予   

68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73 张媛琦 普通招考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詹梅   

69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227 师维刚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定向就业 张程煜   

70 材料学院 106999120000187 陈慧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张雨雷   

71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15 田璐 普通招考 0802Z1 微机电系统及纳米技术 非定向就业 常洪龙   

72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07 王卓 普通招考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非定向就业 葛文杰   

73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43 张杰 普通招考 082503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非定向就业 何卫平   

74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12 曾行昌 普通招考 0802Z1 微机电系统及纳米技术 定向就业 何洋   

75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33 童鑫 普通招考 082503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非定向就业 李原   

76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296 杨程 普通招考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定向就业 齐乐华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77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17 宋旭东 普通招考 0802Z1 微机电系统及纳米技术 非定向就业 乔大勇   

78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297 何喆 普通招考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非定向就业 史耀耀   



79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49 刘明丽 普通招考 0802Z3 工业工程 非定向就业 司书宾   

80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50 侯格格 普通招考 0802Z3 工业工程 非定向就业 司书宾   

81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51 孙涛 普通招考 0802Z3 工业工程 非定向就业 王军强   

82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05 李志宾 普通招考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非定向就业 王三民   

83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55 王路 普通招考 0802Z3 工业工程 非定向就业 王震   

84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32 赵阳 普通招考 082503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非定向就业 王仲奇   

85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11 陈智勇 普通招考 080204 车辆工程 定向就业 徐颖强   

86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21 王晗宇 普通招考 0802Z2 工业设计 非定向就业 莫蓉   

87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22 肖江浩 普通招考 0802Z2 工业设计 非定向就业 余隋怀   

88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25 黄悦欣 普通招考 0802Z2 工业设计 非定向就业 余隋怀   

89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13 王燕 普通招考 0802Z1 微机电系统及纳米技术 非定向就业 虞益挺   

90 机电学院 106999120000338 杨省喆 普通招考 082503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定向就业 朱继宏   

91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106999120000364 徐海涛 普通招考 080100 力学 非定向就业 秦卫阳   

92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106999120000368 刘琦 普通招考 080100 力学 非定向就业 秦卫阳   

93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106999120000367 杨森 普通招考 080100 力学 非定向就业 王峰会   

94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106999120000362 韩鹏举 普通招考 080100 力学 非定向就业 徐斌   

95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106999120000365 李崧维 普通招考 080100 力学 定向就业 岳珠峰   

96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106999120000371 王军军 普通招考 080100 力学 定向就业 岳珠峰   

97 动力与能源学院 106999120000381 罗睿 普通招考 082500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范玮   

98 动力与能源学院 106999120000376 刘锬韬 普通招考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就业 高丽敏   



99 动力与能源学院 106999120000385 李辉 普通招考 082500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郭迎清   

100 动力与能源学院 106999120000389 宋辉 普通招考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定向就业 刘存良   

101 动力与能源学院 106999120000383 刘思杰 普通招考 082500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吴亚锋   

102 动力与能源学院 106999120000387 马蕊 普通招考 082500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吴耀国   

103 电子信息学院 106999120000404 李奇威 普通招考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定向就业 丁君   

104 电子信息学院 106999120000414 厉行 普通招考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非定向就业 樊养余   

105 电子信息学院 106999120000427 茹鑫鑫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高晓光   

106 电子信息学院 106999120000397 苗旺 普通招考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蒋雯   

107 电子信息学院 106999120000402 梁瑞 普通招考 0809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李辉   

108 电子信息学院 106999120000409 耿琅环 普通招考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非定向就业 李勇   

109 电子信息学院 106999120000411 刘会敏 普通招考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非定向就业 李勇   

110 电子信息学院 106999120000415 戚楠 普通招考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定向就业 王伶   

111 电子信息学院 106999120000412 葛聪乐 普通招考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非定向就业 张若南   

112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65 谢星星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程塨   

113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68 姚艳清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程塨   

114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45 李振威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程咏梅   

115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62 刘钊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就业 邓正宏   

116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504 黄攀飞 普通招考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定向就业 邓正宏   

117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54 张会霞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梁彦   

118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77 马冲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刘天明   



119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41 牛佳伟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刘准钆   

120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96 景啸 普通招考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非定向就业 慕德俊   

121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500 赵金雄 普通招考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定向就业 慕德俊   

122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94 张俊溪 普通招考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定向就业 曲仕茹   

123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56 杨敏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王小旭   

124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43 刘星岚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许斌   

125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53 杨少华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智永锋   

126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59 颜瑾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就业 杨建华   

127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44 张青青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张绍武   

128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75 张桐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张绍武   

129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76 党大昌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张绍武   

130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83 高秦祥 普通招考 080800 电气工程 非定向就业 张晓斌   

131 自动化学院 106999120000474 姚乃夫 普通招考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赵永强   

132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05 冯凯杰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樊晓桠   

133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33 王竹晴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郭阳明   

134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28 张建聪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李士宁   

135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41 赵晓伟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聂飞平   

136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42 董侠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聂飞平   

137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50 赵杰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聂飞平   

138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53 陈红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聂飞平   



139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11 高美虹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尚学群   

140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17 雷鸣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尚学群   

141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35 苗艳玲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王琦   

142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44 胡憬韬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王琦   

143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52 李涛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谢磊   

144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30 张沛华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於志文   

145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32 党敏玲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於志文   

146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06 郝鹏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张盛兵   

147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34 王文娜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张艳宁   

148 计算机学院 106999120000559 张海宇 普通招考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张艳宁   

149 理学院 106999120000622 方梅 普通招考 070300 化学 非定向就业 胡小玲   

150 理学院 106999120000651 东赫 普通招考 070300 化学 非定向就业 黄维   

151 理学院 106999120000576 曹庆贺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黄维   

152 理学院 106999120000583 杜俊杰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黄维   

153 理学院 106999120000590 何强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黄维   

154 理学院 106999120000594 卢睿涵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黄维   

155 理学院 106999120000606 胡慧琴 普通招考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非定向就业 解文军   

156 理学院 106999120000623 张司辰 普通招考 070300 化学 非定向就业 李林   

157 理学院 106999120000579 霍静静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李鹏   

158 理学院 106999120000598 周倩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李鹏   



159 理学院 106999120000621 宋森洋 普通招考 070300 化学 非定向就业 马晓燕   

160 理学院 106999120000601 李媛 普通招考 080300 光学工程 定向就业 梅霆   

161 理学院 106999120000574 张小强 普通招考 070200 物理学 非定向就业 王楠   

162 理学院 106999120000608 吴海斌 普通招考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非定向就业 王伟丽   

163 理学院 106999120000604 李小康 普通招考 080300 光学工程 非定向就业 杨德兴   

164 理学院 106999120000591 刘伟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张广成   

165 理学院 106999120000582 王明齐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张秋禹   

166 理学院 106999120000605 惠卫华 普通招考 080300 光学工程 非定向就业 赵晓鹏   

167 理学院 106999120000609 王霞 普通招考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非定向就业 赵晓鹏   

168 理学院 106999120000593 李晓倩 普通招考 080502 材料学 非定向就业 郑亚萍   

169 管理学院 106999120000660 卫小华 普通招考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白思俊   

170 管理学院 106999120000654 赵怡然 普通招考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蔡建峰   

171 管理学院 106999120000681 刘静静 普通招考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贾明   

172 管理学院 106999120000667 赵梦园 普通招考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刘晨光   

173 管理学院 106999120000653 王艺 普通招考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就业 缪小明   

174 管理学院 106999120000678 陈从军 普通招考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就业 潘杰义   

175 管理学院 106999120000684 赵艳 普通招考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就业 苏坤   

176 管理学院 106999120000655 段雪凝 普通招考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就业 黄维   

177 生命学院 106999120000700 田尊哲 普通招考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非定向就业 蔡晶   

178 生命学院 106999120000708 郑彩云 普通招考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非定向就业 卢婷利   



179 生命学院 106999120000707 朱志龙 普通招考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非定向就业 牛卫宁   

180 生命学院 106999120000720 王建萍 普通招考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非定向就业 商澎   

181 生命学院 106999120000721 廖宁 普通招考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非定向就业 师俊玲   

182 生命学院 106999120000693 张晨州 普通招考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非定向就业 王文   

183 生命学院 106999120000712 宁凯婷 普通招考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非定向就业 续惠云   

184 生命学院 106999120000714 周杨 普通招考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定向就业 杨慧   

185 生命学院 106999120000724 王飞 普通招考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定向就业 张辰艳   

18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999120000755 高会燕 普通招考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非定向就业 冯刚   

187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999120000734 杨颖萱 普通招考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非定向就业 张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