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本科学校 考核成绩 拟录取类别 

1 戴思然 北京工业大学 95.50 直博生 

2 秦嗣量 中国科学院大学 95.00 直博生 

3 周沁 清华大学 94.50 直博生 

4 朱祖耀 南方科技大学 94.00 直博生 

5 黄潇璇 中南民族大学 94.00 学术型硕士 

6 牛庆芸 山东大学 93.90 直博生 

7 申博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93.30 学术型硕士 

8 陈子翀 清华大学 92.70 直博生 

9 谢铠宇 新疆大学 92.70 直博生 

10 王诗文 南京邮电大学 92.55 直博生 

11 程迪 西南财经大学 92.00 学术型硕士 

12 周胤昌 北京化工大学 91.85 学术型硕士 

13 杨子豪 清华大学 91.50 学术型硕士 

14 周泽峻 重庆大学 90.65 直博生 

15 陈颖霓 电子科技大学 90.50 学术型硕士 

16 艾语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0.40 学术型硕士 

17 赵佳辰 山东大学 90.00 学术型硕士 

18 邓翔龙 电子科技大学 90.00 直博生 

19 田鑫 北京科技大学 89.90 直博生 

20 刘锦浩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89.80 直博生 

21 王新初 东北大学 89.70 学术型硕士 

22 尉远炬 山东大学 89.45 直博生 

23 王一斌 中国科学院大学 89.40 直博生 

24 向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9.10 学术型硕士 

25 彭翰中 北京工业大学 89.00 专业型硕士 

26 刘易简 北京邮电大学 89.00 直博生 

27 陈煜锋 北京大学 88.90 直博生 

28 彭昱 中国科学院大学 88.90 直博生 

29 蔡毓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8.70 学术型硕士 

30 王承淳 中国矿业大学 88.30 直博生 

31 吴洪宇 中国科学院大学 88.30 直博生 

32 于小斌 清华大学 88.27 直博生 

33 黄昭月 山东大学 88.13 直博生 

34 刘建铄 重庆大学 88.00 学术型硕士 



35 马明皓 青岛大学 88.00 学术型硕士 

36 薛丁钊 重庆邮电大学 88.00 直博生 

37 周阳 南京邮电大学 87.96 直博生 

38 李乔 北京邮电大学 87.80 直博生 

39 余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7.80 直博生 

40 杨恒宇 重庆大学 87.60 直博生 

41 周辰初 中国科学院大学 87.60 直博生 

42 熊振宇 江西师范大学 87.20 学术型硕士 

43 李佳乐 安徽大学 87.20 直博生 

44 董放明 中国科学院大学 87.20 直博生 

45 马钰淇 北京工业大学 87.05 专业型硕士 

46 魏戌龙 北京工业大学 87.05 专业型硕士 

47 王向涵 大连理工大学 86.70 学术型硕士 

48 路壮 山东农业大学 86.44 学术型硕士 

49 张润泽 大连理工大学 86.40 学术型硕士 

50 李聪仪 中国科学院大学 86.30 直博生 

51 张军正 北京工业大学 86.20 直博生 

52 曾佳敏 宁波大学 86.06 专业型硕士 

53 孙铭 北京邮电大学 86.04 直博生 

54 任星威 湖南科技大学 86.04 学术型硕士 

55 张敏 北京科技大学 86.00 学术型硕士 

56 李闯 新疆大学 85.95 专业型硕士 

57 张俊浩 山东农业大学 85.80 专业型硕士 

58 杨晨曦 西南交通大学 85.62 学术型硕士 

59 张福鑫 北京科技大学 85.50 专业型硕士 

60 彭勇强 海南大学 85.45 专业型硕士 

61 彭知源 清华大学 85.45 专业型硕士 

62 邝彬 湘潭大学 85.25 直博生 

63 陈鹏桢 福州大学 85.20 学术型硕士 

64 孟晟 大连海事大学 85.07 直博生 

65 杨其帆 北京工业大学 85.05 学术型硕士 

66 郑雄 长沙理工大学 85.04 专业型硕士 

67 姜盛懋 东南大学 84.95 学术型硕士 

68 孙书樵 武汉理工大学 84.80 专业型硕士 

69 邓杰 四川师范大学 84.63 直博生 

70 戴程威 河北工业大学 84.60 学术型硕士 

71 邹艳丽 重庆大学 84.50 专业型硕士 



72 王智超 山东大学 84.50 学术型硕士 

73 王欣熠 东北大学 84.40 专业型硕士 

74 田静远 中国科学院大学 84.20 直博生 

75 刘伟 吉林大学 84.20 学术型硕士 

76 关星茂 中国科学院大学 84.20 直博生 

77 肖文博 中南大学 84.14 学术型硕士 

78 王旭 北方工业大学 84.05 专业型硕士 

79 白明强 中南大学 84.00 学术型硕士 

80 饶诗浩 兰州大学 84.00 直博生 

81 侯天铭 西南科技大学 84.00 直博生 

82 陈鹏 天津工业大学 84.00 专业型硕士 

83 刘曦雨 中国科学院大学 84.00 直博生 

84 易恒 华中科技大学 84.00 直博生 

85 宋林轲 中国科学院大学 83.90 学术型硕士 

86 胡晨洁 安徽大学 83.73 学术型硕士 

87 李瑞源 华中科技大学 83.70 学术型硕士 

88 王兴奇 北京邮电大学 83.66 专业型硕士 

89 刘振旭 东南大学 83.50 专业型硕士 

90 张天枢 东南大学 83.30 专业型硕士 

91 许金波 北京工业大学 83.21 直博生 

92 石丁燚 厦门大学 83.00 直博生 

93 田晓滨 山东科技大学 83.00 专业型硕士 

94 崔晨旭 河南大学 82.90 直博生 

95 陈梦阳 北京师范大学 82.90 直博生 

96 周诗淇 北京工业大学 82.85 直博生 

97 王鹏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82.70 直博生 

98 刘相儒 北京邮电大学 82.60 直博生 

99 曹晗 北京外国语大学 82.20 直博生 

100 孙禹铭 北京工业大学 82.20 专业型硕士 

101 董鑫 西北工业大学 82.15 学术型硕士 

102 仇渝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2.10 学术型硕士 

103 郭佳明 安徽大学 82.10 直博生 

104 田士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2.00 直博生 

105 孔德伟 山东大学 81.80 学术型硕士 

106 胡蝶 湖北大学 81.80 学术型硕士 

107 谢庆贺 北京邮电大学 81.80 专业型硕士 

108 徐子彬 暨南大学 81.60 专业型硕士 



109 陈星杵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81.50 直博生 

110 张言 北京工业大学 81.50 直博生 

111 秦健 北京交通大学 81.50 直博生 

112 朱学琦 中南大学 81.40 学术型硕士 

113 张文超 河南大学 81.00 专业型硕士 

114 艾冠先 中国矿业大学 81.00 专业型硕士 

115 曹文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0.90 直博生 

116 范廷钰 河南大学 80.80 直博生 

117 赵荻 中国科学院大学 80.80 直博生 

118 崔文昊 山东科技大学 80.80 直博生 

119 王静 吉林大学 80.65 直博生 

120 陈奕任 中南大学 80.60 直博生 

121 岳健龙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80.30 专业型硕士 

122 梁逸飞 北京科技大学 80.10 专业型硕士 

123 梅明阳 山东大学 80.00 学术型硕士 

124 庄理淇 华南理工大学 80.00 直博生 

125 王星宇 东南大学 80.00 专业型硕士 

126 黄卫强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79.60 学术型硕士 

127 王昊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9.50 直博生 

128 张雨欣 电子科技大学 79.50 专业型硕士 

129 贾广琛 青岛大学 79.50 专业型硕士 

130 王庆峰 山东大学 79.50 学术型硕士 

131 徐品 中央民族大学 79.45 直博生 

132 孙浩 东南大学 79.45 直博生 

133 王一丹 山东大学 79.40 直博生 

134 李东浩 北京科技大学 79.30 直博生 

135 周天 南京邮电大学 79.30 专业型硕士 

136 李福连 河南大学 79.10 专业型硕士 

137 陈亚楠 武汉大学 79.00 学术型硕士 

138 顾佴彬 中国农业大学 78.90 直博生 

139 刘奇奇 河南大学 78.85 专业型硕士 

140 王咏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78.80 专业型硕士 

141 李雨晴 青岛大学 78.50 学术型硕士 

142 谢恩泽 清华大学 78.40 学术型硕士 

143 马天行 东南大学 78.30 学术型硕士 

144 胡杰康 电子科技大学 78.30 学术型硕士 

145 谢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8.30 直博生 



146 翟浩楠 河南大学 78.30 学术型硕士 

147 安锦阳 东北大学 78.20 学术型硕士 

148 王儒颖 郑州大学 78.00 专业型硕士 

149 曾健梁 暨南大学 77.90 学术型硕士 

150 皇京豫 武汉大学 77.70 学术型硕士 

151 倪锴 东华大学 77.70 专业型硕士 

152 陈江超 河南大学 77.60 直博生 

153 邢思雨 武汉理工大学 77.50 学术型硕士 

154 梁一鸣 湘潭大学 77.50 专业型硕士 

155 刘全才 河南大学 77.10 直博生 

156 韩迎龙 湖南大学 77.00 学术型硕士 

157 唐雳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7.00 直博生 

158 胡成 湖北大学 77.00 直博生 

159 曾维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6.90 学术型硕士 

160 刘佳朋 河南大学 76.90 直博生 

161 张逸鸣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6.70 学术型硕士 

162 武佳悦 中国科学院大学 76.65 直博生 

163 陈奕龙 北京邮电大学 76.65 学术型硕士 

164 李一立 河南大学 76.60 直博生 

165 张泰曜 青岛大学 76.45 直博生 

166 孟天宇 北方工业大学 76.40 专业型硕士 

167 王骐昊 清华大学 76.05 直博生 

168 郜成华 中国矿业大学 76.00 学术型硕士 

169 王涛 湖南大学 76.00 直博生 

170 任腾 青岛大学 76.00 学术型硕士 

171 谷中尉 中央民族大学 76.00 直博生 

172 李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5.80 学术型硕士 

173 方小宇 中南民族大学 75.75 学术型硕士 

174 管增浩 南京理工大学 75.70 学术型硕士 

175 王震 东北大学 75.70 直博生 

176 李阳 河南大学 75.55 直博生 

177 吴咏萱 国际关系学院 75.30 学术型硕士 

178 王欣 郑州大学 75.30 专业型硕士 

179 甄瑞瑜 郑州大学 75.15 专业型硕士 

180 任一鸣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5.10 直博生 

181 苗淏 山东大学 75.10 学术型硕士 

182 单立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75.10 学术型硕士 



183 吴雨伦 北京工业大学 75.00 直博生 

184 王岚睿 北京邮电大学 74.80 学术型硕士 

185 李凌浩 安徽大学 74.60 学术型硕士 

186 赵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4.50 直博生 

187 余鸿兰 西南交通大学 74.30 专业型硕士 

188 刘一粟 北京邮电大学 74.00 直博生 

189 傅延赫 北京工业大学 74.00 学术型硕士 

190 赵廷章 北京科技大学 73.70 专业型硕士 

191 朱孝伟 中国传媒大学 73.50 直博生 

192 陈子洋 燕山大学 73.10 专业型硕士 

193 宋润涵 厦门大学 72.90 学术型硕士 

194 吕嘉昊 北京师范大学 72.10 直博生 

195 郭点点 武汉大学 72.10 学术型硕士 

196 刘思源 沈阳工业大学 72.00 专业型硕士 

197 朱飒 北京邮电大学 72.00 直博生 

198 汪煜 山东大学 72.00 学术型硕士 

199 吴子晔 电子科技大学 71.80 专业型硕士 

200 杨晨旭 山东大学 70.30 直博生 

201 李世龙 吉林大学 65.40 学术型硕士 

202 吕民轩 吉林大学 64.70 学术型硕士 

203 王冠 北京工业大学 63.30 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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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