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本科学校 考核成绩 拟录取类别 

1 廖鹤明 山东科技大学 96.0 直博生 

2 张志宇 华中科技大学 95.0 直博生 

3 李浩然 山东大学 94.5 直博生 

4 万子义 四川大学 94.2 直博生 

5 高立明 山东大学 94.1 直博生 

6 刘菁华 电子科技大学 93.6 直博生 

7 申轩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93.2 直博生 

8 刘康威 东北大学 92.7 直博生 

9 高新博 东华大学 92.6 专业型硕士 

10 齐石 山东大学 92.3 直博生 

11 许肖汉 北京理工大学 92.0 学术型硕士 

12 杨浚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91.8 直博生 

13 魏千博 燕山大学 91.7 学术型硕士 

14 李洪成 哈尔滨理工大学 91.7 直博生 

15 杨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91.3 直博生 

16 朱子璇 北京邮电大学 91.3 直博生 

17 李滢 四川大学 91.3 直博生 

18 李责胜 北京科技大学 91.2 直博生 

19 王允成 山东大学 91.0 直博生 

20 祁银皓 郑州大学 91.0 直博生 

21 陈若愚 东北大学 90.5 直博生 

22 包家玮 兰州大学 90.5 学术型硕士 

23 李思源 北方工业大学 90.4 学术型硕士 

24 周嘉辰 南开大学 90.0 直博生 

25 魏克婷 湖南师范大学 90.0 直博生 

26 刘子翔 北京林业大学 90.0 直博生 

27 刘森林 厦门大学 89.8 直博生 

28 张斌 暨南大学 89.8 学术型硕士 

29 唐志敏 北京邮电大学 89.6 学术型硕士 

30 周佳翔 中国矿业大学 89.5 专业型硕士 

31 张传鑫 天津工业大学 89.5 直博生 

32 韩丁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9.1 学术型硕士 

33 吴勇 北京理工大学 89.0 专业型硕士 

34 张艳秋 山东师范大学 89.0 专业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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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郑银行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89.0 直博生 

36 涂皓钦 福州大学 88.7 学术型硕士 

37 刘明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8.6 学术型硕士 

38 肖震宇 重庆大学 88.5 学术型硕士 

39 刘士豪 湖北大学 88.5 直博生 

40 黄佳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88.3 学术型硕士 

41 常宝茗 南开大学 88.2 学术型硕士 

42 刘宇凡 河北工业大学 88.1 直博生 

43 刘玟 河南大学 88.0 直博生 

44 钟逸晟 哈尔滨理工大学 87.8 学术型硕士 

45 张看起 南昌大学 87.7 直博生 

46 陆文煊 哈尔滨工程大学 87.6 直博生 

47 张格源 中南大学 87.6 学术型硕士 

48 莫迪凯 西南交通大学 87.6 学术型硕士 

49 任耀辰 山东师范大学 87.5 直博生 

50 陈续 郑州大学 87.5 直博生 

51 王嘉文 云南大学 87.4 学术型硕士 

52 郭维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87.4 直博生 

53 吴卓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87.4 学术型硕士 

54 唐涛 燕山大学 87.3 学术型硕士 

55 侯铖安 重庆大学 87.3 学术型硕士 

56 高培杰 北京科技大学 87.3 学术型硕士 

57 尹勇荐 山东大学 87.2 直博生 

58 史欣怡 河南大学 87.2 直博生 

59 陈松岳 电子科技大学 87.1 专业型硕士 

60 谢传熙 四川大学 87.0 专业型硕士 

61 李安逸 燕山大学 86.8 学术型硕士 

62 张宇 青岛大学 86.7 学术型硕士 

63 季飞 北方工业大学 86.6 直博生 

64 吴洋 北京理工大学 86.6 直博生 

65 罗翔 北京科技大学 86.5 直博生 

66 钱非凡 浙江工商大学 86.5 直博生 

67 宋传承 南京邮电大学 86.3 直博生 

68 王涵钰 哈尔滨工程大学 86.3 学术型硕士 

69 王勇攀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86.0 学术型硕士 

70 王彦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5.9 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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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林声浩 清华大学 85.9 直博生 

72 延晓龙 吉林大学 85.9 直博生 

73 李豪 河南大学 85.8 专业型硕士 

74 李佳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5.8 直博生 

75 郑伊静 东华大学 85.8 专业型硕士 

76 庄尚缘 北方工业大学 85.6 学术型硕士 

77 张逢时 北京交通大学 85.6 直博生 

78 程嘉兴 四川大学 85.6 直博生 

79 李敏彰 电子科技大学 85.5 学术型硕士 

80 季慧山 南京邮电大学 85.5 直博生 

81 卢昊洋 石家庄铁道大学 85.4 学术型硕士 

82 刘珍妮 河北工业大学 85.3 专业型硕士 

83 张傲婷 哈尔滨工业大学 85.3 直博生 

84 彭炳炜 合肥工业大学 85.2 直博生 

85 李子昂 中国农业大学 85.1 直博生 

86 张舸航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85.1 学术型硕士 

87 毛月恒 云南大学 85.1 专业型硕士 

88 夏琦清 山东科技大学 85.0 直博生 

89 张景茜 北京交通大学 84.9 直博生 

90 牛晨旭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4.7 直博生 

91 徐杨 大连海事大学 84.7 专业型硕士 

92 郭晓蕾 北京交通大学 84.7 学术型硕士 

93 程逸飞 南京邮电大学 84.7 学术型硕士 

94 屈详颜 北京科技大学 84.7 直博生 

95 黄春早 海南大学 84.6 学术型硕士 

96 刘政 山东科技大学 84.6 直博生 

97 赖堃 北京邮电大学 84.6 专业型硕士 

98 贺浩宁 武汉大学 84.5 学术型硕士 

99 康雪 北京交通大学 84.5 专业型硕士 

100 杨世豪 河南大学 84.5 专业型硕士 

101 杨海博 西安理工大学 84.5 专业型硕士 

102 朱泽烁 暨南大学 84.5 学术型硕士 

103 倪文鑫 中国矿业大学 84.5 学术型硕士 

104 袁明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4.4 直博生 

105 郑宁军 合肥工业大学 84.4 专业型硕士 

106 石峰源 国际关系学院 84.3 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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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唐源民 河南大学 84.3 直博生 

108 黄子豪 华北电力大学 84.2 学术型硕士 

109 夏雨微 湖北大学 84.1 直博生 

110 张振超 中国海洋大学 84.0 专业型硕士 

111 崔健聪 山东师范大学 83.9 学术型硕士 

112 韩天硕 中国农业大学 83.9 直博生 

113 印君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3.8 学术型硕士 

114 张璐婷 河北师范大学 83.8 专业型硕士 

115 李韵锋 广西大学 83.8 学术型硕士 

116 张汉松 华北电力大学 83.8 直博生 

117 王汝芸 山东师范大学 83.7 直博生 

118 蔡逸桐 国际关系学院 83.7 直博生 

119 鲍可欣 合肥工业大学 83.7 直博生 

120 杨宇凌 湖北大学 83.6 直博生 

121 魏成安 四川大学 83.4 直博生 

122 陈灿华 南昌大学 83.2 直博生 

123 任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83.2 学术型硕士 

124 梁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3.1 专业型硕士 

125 涂云庆 福州大学 83.1 直博生 

126 陈庆旺 东北大学 83.1 直博生 

127 杨旸 武汉大学 83.1 直博生 

128 刘玉婷 河北工业大学 83.0 学术型硕士 

129 付煜 北京工业大学 83.0 专业型硕士 

130 孟铃翔 北京化工大学 83.0 学术型硕士 

131 杨涵之 北京科技大学 82.9 学术型硕士 

132 刘奕君 厦门大学 82.9 专业型硕士 

133 杨晓萌 浙江大学 82.9 学术型硕士 

134 李晓东 国际关系学院 82.8 直博生 

135 陈宇 山西大学 82.8 专业型硕士 

136 刘茹悦 青岛大学 82.7 直博生 

137 乔博宇 河北工业大学 82.6 直博生 

138 王植棽 北京林业大学 82.6 学术型硕士 

139 牟凌宇 山东大学 82.5 直博生 

140 郭鹏 大连海事大学 82.5 专业型硕士 

141 李嫣 北京林业大学 82.4 学术型硕士 

142 汤伟韬 湖北大学 82.4 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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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林雨晴 北京科技大学 82.3 专业型硕士 

144 赵祎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2.2 学术型硕士 

145 章锦川 华南农业大学 82.1 直博生 

146 王贺 天津科技大学 82.0 直博生 

147 周文畅 北京科技大学 82.0 专业型硕士 

148 李逸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1.9 直博生 

149 黄琨 湖北大学 81.9 学术型硕士 

150 马晓蓉 宁夏大学 81.8 学术型硕士 

151 张宇锟 山西大学 81.8 专业型硕士 

152 崔晨阳 郑州大学 81.7 专业型硕士 

153 马广远 浙江大学 81.6 学术型硕士 

154 李博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1.5 专业型硕士 

155 李葭 武汉理工大学 81.5 学术型硕士 

156 肖晶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1.5 专业型硕士 

157 林繁钊 东南大学 81.2 学术型硕士 

158 屈义博 湖南大学 81.1 直博生 

159 陈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81.0 专业型硕士 

160 赵奕翔 河南大学 81.0 专业型硕士 

161 文一通 中央财经大学 80.8 直博生 

162 鲁育铭 陕西师范大学 80.8 学术型硕士 

163 陈子悦 哈尔滨工程大学 80.7 专业型硕士 

164 郑明钰 北京师范大学 80.7 学术型硕士 

165 刘柯宏 哈尔滨工程大学 80.5 学术型硕士 

166 吴岱卿 上海科技大学 80.5 学术型硕士 

167 曹旭 青岛大学 80.4 专业型硕士 

168 彭坤 电子科技大学 80.4 学术型硕士 

169 房若民 山东科技大学 80.4 学术型硕士 

170 翟明晖 河南大学 80.3 学术型硕士 

171 赵唯松 河南大学 80.3 直博生 

172 李昊 郑州大学 80.0 直博生 

173 张璐 华中科技大学 80.0 专业型硕士 

174 刘晓豪 中国传媒大学 79.8 学术型硕士 

175 孙绪瑞 国际关系学院 79.8 学术型硕士 

176 田宝杰 青岛大学 79.8 学术型硕士 

177 王若晗 重庆邮电大学 79.8 学术型硕士 

178 唐梓昕 中国矿业大学 79.8 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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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尚梦川 河北大学 79.7 学术型硕士 

180 康宏涛 清华大学 79.7 直博生 

181 王隆钲 厦门大学 79.6 学术型硕士 

182 刘朴淳 北京科技大学 79.5 直博生 

183 朱亚茹 北方工业大学 79.5 直博生 

184 李海燕 北京邮电大学 79.5 专业型硕士 

185 秦绍恒 青岛大学 79.5 专业型硕士 

186 刘子瑶 西北师范大学 79.0 学术型硕士 

187 潘哲 山东农业大学 79.0 专业型硕士 

188 马月 海南大学 78.7 学术型硕士 

189 张洋 天津工业大学 78.6 学术型硕士 

190 段柄宇 北京交通大学 78.4 学术型硕士 

191 于策 河北工业大学 78.2 专业型硕士 

192 濮厚臣 清华大学 78.2 学术型硕士 

193 朱星宇 北京工业大学 77.7 学术型硕士 

194 谭耀康 华南理工大学 77.3 专业型硕士 

195 崔孟娇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76.8 直博生 

196 陈榉烁 暨南大学 76.2 学术型硕士 

197 朱文浩 兰州大学 75.9 学术型硕士 

198 田佳琦 南京农业大学 75.0 专业型硕士 

199 陈晴方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74.8 直博生 

200 龚逸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4.6 学术型硕士 

201 肖聚鑫 南昌大学 74.6 直博生 

202 李晨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2.5 直博生 

203 湛蓝蓝 北京理工大学 71.8 专业型硕士 

204 李风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7.0 学术型硕士 

说明：  

1.公示期自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  

2.上述名单上报中国科学院大学最终审定通过后方为正式录取。在发放录取通知书前，如复

核发现考生有不符合录取要求的情况，我所有权取消其拟录取资格。  

3.如有疑问可联系信工所学生教育处：010-82546361，联系人：孙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