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考核

总成绩
拟录取学院 博士专业代码 博士专业名称 接收博导姓名

2016207239 祝伟康 90.3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M.Guiver

2017201127 蔡金文 88.7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田华

2016201159 王晓文 87.7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卫海桥

2017201148 王佔元 86.7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舒歌群

2017201129 崔雁清 86.7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郑尊清

2017201137 刘子阳 86.3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梁兴雨

2017201161 赵博文 85.7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梁兴雨

2016201158 王怀印 83.7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王天友

2016201129 赵东鹏 82.0 机械学院 080701 工程热物理 赵力

2017201114 李嘉舒 76.2 机械学院 080701 工程热物理 戴传山

2017201109 周泽洋 95.8 机械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杨志永

2017201014 常颖 95.0 机械学院 080102 固体力学 仇巍

2017201054 曹心煜 93.0 机械学院 080104 工程力学 张琪昌

2017201056 柳芳 92.0 机械学院 080104 工程力学 竺致文

2016201020 李鑫亮 91.0 机械学院 080102 固体力学 郭建刚

2017201005 吕晓飞 90.0 机械学院 080101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丁千

天津大学各学院面向本校以硕博连读方式选拔(类型I)拟录取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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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028 吴孟臻 88.0 机械学院 080102 固体力学 王建山

2017201038 盖德雨 87.0 机械学院 080103 流体力学 曹伟

2017201045 牛萌浩 85.0 机械学院 080103 流体力学 苏彩虹

2017201019 李军 84.0 机械学院 080102 固体力学 李林安

2017202012 路永昌 92.6 精仪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韩家广

2017202020 王庆伟 91.2 精仪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张伟力

2017202019 王晨欢 91.0 精仪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刘琨

2017202018 仝欣 90.8 精仪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张林

2017202006 冯汐 89.8 精仪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张伟力

2017202036 白云涛 92.5 精仪学院 0803Z1 光电子与光子学技术 丁欣

2017202048 乔鸿展 92.3 精仪学院 0803Z1 光电子与光子学技术 钟凯

2017202046 马昕宇 91.5 精仪学院 0803Z1 光电子与光子学技术 栗岩锋

2017202039 贾泽朝 89.8 精仪学院 0803Z1 光电子与光子学技术 马雷

2016202104 孙艺嘉 93.8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宫虎

2017202103 马国腾 92.6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胡春光

2017202084 何晶晶 92.2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孙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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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105 孙中波 89.8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蒋佳佳

2017202104 宁远 88.2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庞慰

2017202100 刘文正 88.0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段发阶

2017202073 邓睿 88.0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邾继贵

2017202105 欧阳俊豪 87.8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仇中军

2017202136 张饶 87.8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邾继贵

2016202117 夏小琴 86.8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胡晓东

2017202130 游开元 86.6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房丰洲

2016202078 黄思雨 86.4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房丰洲

2017202127 闫宁 86.4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张效栋

2017202088 侯一冰 86.2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吴斌

2017202085 何珊 86.0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庞慰

2016202122 薛铭龙 85.8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李健

2017202069 陈娴 84.2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段学欣

2017202142 周杨超 83.2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段学欣

2017202071 崔恒瑞 82.2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曾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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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56 凌伟 93.2 精仪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黄显

2017202147 但迈 90.4 精仪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高峰

2017202155 李榕 88.4 精仪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明东

2017205085 曹鲁赣 94.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苑希民

2017205133 余红玲 94.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王晓玲

2017205117 齐欣 94.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丁红岩

2017205118 乔雅男 94.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马超

2017205143 赵胤懋 94.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王浩

2017205139 张耕 93.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贾金生

2017205119 任秋兵 97.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李明超

2016205087 卜世龙 94.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李大鸣

2017205108 梁健羽 96.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刘东海

2017205145 郑彦辰 97.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冯平

2017205111 刘婷 95.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张社荣

2017205015 郭知一 84.7 建工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郑刚

2017205048 吴殿起 85.6 建工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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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5046 王伟鑫 86.6 建工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韩庆华

2017205055 薛淑友 80.0 建工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郝洪

2016205079 王一伟 92.0 建工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刘润

2017205079 于征 97.0 建工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刘润

2017205082 赵格立 94.0 建工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夏开文

2017205077 杨阳 96.0 建工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田英辉

2017205076 魏新栋 93.0 建工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赵高峰

2017205083 赵晓玲 92.0 建工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朱建波

2017205070 李瑞 94.0 建工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朱建波

2017206017 刘虹杉 90.0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马蕙

2017206026 曲冠华 89.5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刘刚

2016206041 赵子杰 89.0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徐苏斌

2017206061 张天琳 88.5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张华

2016206037 张净妮 88.0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王其亨

2017206058 王柳璎 87.5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周恺

2017206052 程秉钤 87.0 建筑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张天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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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7015 郭灿 89.0 化工学院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陈旭

2017207014 付元杰 90.3 化工学院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陈旭

2017207018 刘玉东 90.6 化工学院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王一平

2017207042 陈艺夫 93.1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龚俊波

2017207137 张嘉兴 92.9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齐崴

2017207087 马祎明 92.9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王静康

2016207150 张帅 92.5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刘春江

2016207134 徐永胜 91.3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辛峰

2016207162 朱佳兴 91.2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卫宏远

2017207037 车明达 91.2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苏荣欣

2017207145 赵术春 91.2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张金利

2016207070 兰美超 90.9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李保安

2017207123 燕方正 90.6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王志

2017207034 曹传鹏 90.1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王越

2017207045 戴佳宇 90.1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尹秋响

2017207119 吴迪 90.0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范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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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7063 康玉阳 89.8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袁希钢

2017207082 刘裕 89.4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龚俊波

2017207155 周亚楠 89.4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李韡

2016207159 周泾泾 89.3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隋红

2017207043 丛畅 89.2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王纪孝

2017207151 郑凯天 89.2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许春建

2017207101 孙杰 89.1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王靖涛

2017207100 孙冠伦 89.0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李洪

2017207296 俞伽 89.0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那平

2017207129 翟羿 88.9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王富民

2017207094 尚泽仁 88.2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张昕

2016207031 鲍天翼 88.0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祝京旭

2017207110 王梦薇 87.6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张裕卿

2017207225 赵展烽 92.3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姜忠义

2017207185 刘亚坤 92.2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邹吉军

2016207172 郭丹 92.0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马新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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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7217 吴晓霞 90.5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刘昌俊

2017207196 王强 89.7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李振花

2017207184 刘韬 89.5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巩金龙

2017207178 李璐璐 89.0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王拓

2016207195 穆超 88.8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王胜平

2017207191 沈辰阳 88.7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刘昌俊

2017207170 郭梦雅 88.3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李国柱

2017207193 王慧莹 88.0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唐韶坤

2016207185 李立雯 87.8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韩金玉

2017207314 刘硕 87.5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孙洁

2017207166 高亚慧 87.3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夏淑倩

2016207210 王森 84.8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李振花

2017207002 王杰文 87.3 化工学院 081703 生物化工 黄鹤

2017207250 吴垠 87.6 化工学院 081703 生物化工 孙彦

2017207247 曲直 88.0 化工学院 081703 生物化工 孙彦

2017207253 许少莹 91.2 化工学院 081703 生物化工 董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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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7249 孙曦 91.3 化工学院 081703 生物化工 王智文

2017207374 宋巧智 92.6 化工学院 081703 生物化工 周志江

2016207277 李佳益 95.0 化工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 陈立功

2017207265 葛风胜 92.0 化工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 刘东志

2016207274 关旭泽 92.8 化工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 刘兴江

2017207260 褚悦 95.4 化工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 杨全红

2017207261 崔长俊 94.4 化工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 智林杰

2017207319 武佩佩 93.2 化工学院 081705 工业催化 李新刚

2017207321 拥鑫 92.0 化工学院 081705 工业催化 刘源

2017207323 张紫阳 93.4 化工学院 081705 工业催化 刘源

2017207342 孙慧中 87.6 化工学院 0817J4 合成生物学 程景胜

2017207335 陈祥荣 86.5 化工学院 0817J4 合成生物学 赵广荣

2017207001 何博 84.3 化工学院 0817J4 合成生物学 李炳志

2017207236 李树斌 95.0 化工学院 0817Z1 制药工程 张卫文

2017207340 雒睿雯 89.8 化工学院 0817Z1 制药工程 白鹏

2017207356 刘祥 93.0 化工学院 0817Z3 材料化工 董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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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7009 王小宇 92.6 化工学院 0817Z3 材料化工 冯亚凯

216207365 吴晓军 91.2 化工学院 0817Z3 材料化工 李俊杰

2017207361 于庆雨 93.2 化工学院 0817Z3 材料化工 姚芳莲

2016208010 崔春燕 93.8 材料学院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刘文广

2016208077 武腾玲 91.0 材料学院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刘文广

2016208089 战琦 88.9 材料学院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原续波

2017208097 杜天 89.8 材料学院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邓云峰

2017208101 李薇 89.4 材料学院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马哲

2017208103 梁紫琦 92.0 材料学院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耿延候

2017208105 刘恩平 87.5 材料学院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鲁从华

2017208109 王菲 90.5 材料学院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悦生

2016208116 唐文珅 90.6 材料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杨新岐

2017208093 张一琪 90.3 材料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程方杰

2016208042 刘晓瑞 88.3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钟澄

2016208093 张竟文 89.9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余黎明

2017208002 陈星昱 88.3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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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8010 韩露 90.2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王祖敏

2017208048 吴函 88.4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李家俊

2017208023 李先喜 81.7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刘家臣

2017208060 张凯敏 98.2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马雷

2017208014 纪佩璇 97.8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马雷

2017209189 王正民 88.7 管理学部 120200 工商管理 傅利平

2017209133 姚雨晴 89.6 管理学部 120200 工商管理 何曙光

2017209077 高媛 90.4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何桢

2017209092 李丹 86.7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霍宝锋

2016210037 彭树霞 89.4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波

2016212056 马韶君 88.9 管理学部 120400 公共管理 李磊

2017209097 梁丹钰 90.6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敏强

2017209121 王重凯 93.3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敏强

2016209188 郎小平 88.7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林盛

2017209051 张茜然 91.6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马寿峰

2017209098 梁钲浡 90.0 管理学部 120200 工商管理 毛照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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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9158 郭媛婧 87.8 管理学部 120200 工商管理 谭劲松

2017209001 程飞阳 88.5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春峰

2017209190 王子伟 87.4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春峰

2017209010 吴春颖 89.5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熊熊

2017209130 杨卓逸 91.1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熊熊

2017209157 郭春莹 87.3 管理学部 120100 工商管理 范英

2017209116 王鹏飞 91.4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维

2016210036 刘晓佩 92.0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兮

2017209124 魏馨 90.3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兮

2017209072 储刚 91.3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永杰

2017209115 王璟 89.6 管理学部 120100 公共管理 杜慧滨

2017210068 孙辰芳 91.2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胡文平

2017210051 李晓佩 88.9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陈于蓝

2017210035 冯光原 88.7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雷圣宾

2016210107 田馨孜 88.6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李荣金

2017210083 谢明森 87.8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卢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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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10089 杨宗凡 87.6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陈龙

2016210112 吴洪丽 87.4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黄跟平

2017210042 李程 87.3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王勇

2016210114 吴永萌 87.0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于一夫

2017210135 赵博航 86.8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张兵

2017210031 戴芳芳 86.5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卢小泉

2017210061 彭星 86.4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马军安

2017210009 陈香红 94.0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志青

2016210058 王超 95.0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刘卫芳

2017210023 张少芳 94.0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张晓东

2017210114 陈泽洋 96.5 理学院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马雷

2017213003 毕亚娟 #REF! 药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药） 待定

2017213080 赵博雅 87.2 药学院 1204Z2 卫生事业与药事管理 吴晶

2017213026 那斐 82.6 药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药） 待定

2017213031 王情 82.6 药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药） 待定

2017213013 姜恒 78.3 药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药）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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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13021 刘佳翼 78.3 药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药） 待定

2017213030 仝杨 78.3 药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药） 待定

2017213077 刘佳 78.3 药学院 1204Z2 卫生事业与药事管理 吴晶

2017214034 张鑫 81.0 环境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刘俊杰

2017214049 徐吉平 84.2 环境学院 083001 环境科学 毛国柱

2016214066 王静兰 85.7 环境学院 083002 环境工程 陈冠益

2017214059 付凯旋 84.8 环境学院 083002 环境工程 刘庆岭

2017214071 王倩 84.7 环境学院 083002 环境工程 赵迎新

2017216045 石育澄 90.1 计算机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韩亚洪

2016210038 任晓旭 89.6 计算机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晓飞

2016216050 徐红艳 87.6 计算机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文俊

2017233046 武绍娟 87.0 计算机学院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张小旺

2016216029 卢炳旭 86.0 计算机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胡清华

2017218010 汤宏垚 91.7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孟昭鹏

2017218012 王维埙 90.0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郝建业

2017218017 张久武 88.3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李克秋

第 14 页，共 18 页



学号 姓名
考核

总成绩
拟录取学院 博士专业代码 博士专业名称 接收博导姓名

天津大学各学院面向本校以硕博连读方式选拔(类型I)拟录取公示名单

2017218001 陈峙灏 88.0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万亮

2016226011 彭伟盼 87.5 生命学院 071000 生物学 常津

2017226021 李振 83.5 生命学院 071000 生物学 林志

2017226043 张焱凤 81.8 生命学院 071000 生物学 米立志

2017227013 张好运 88.7 海洋学院 0830Z3 海洋环境科学与技术 翟京生

2017227014 张永莉 88.4 海洋学院 0830Z4 海洋环境动力学 魏皓

2017227006 邵祺 87.6 海洋学院 0830Z4 海洋环境动力学 李威

2017227015 赵俊鹏 84.4 海洋学院 0830Z3 海洋环境科学与技术 翟京生

2017227023 张佳丽 83.6 海洋学院 0830Z3 海洋环境科学与技术 张安民

2016231001 陈赛男 91.4 地科院 077601 环境科学（地） 李思亮

2017231002 常沛 93.0 地科院 077601 环境科学（地） 滕辉

2017231011 何晟 90.9 地科院 077601 环境科学（地） 陈玖斌

2017231028 袁晶晶 89.2 地科院 077601 环境科学（地） 孙若愚

2017232002 柴园君 89.5 微电子学院 080902 电路与系统 马建国

2016204072 88.8 微电子学院 080902 电路与系统 刘昱

2017234308 梁祺 85.3 微电子学院 080902 电路与系统 李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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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32022 马浩诚 89.8 微电子学院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赵毅强

2017232004 宁婉如 88.5 微电子学院 080902 电路与系统 马永涛

2017232030 王浩 86.0 微电子学院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张为

2017227011 杨光 83.5 微电子学院 080902 电路与系统 李锵

2017232040 杨剑腾 90.5 微电子学院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张齐军

2017233021 白若冰 92.8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吴奕飞

2017233035 何莉娟 91.2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季青

2017233004 连艳陆 91.2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宗传明

2016210039 石琳 88.8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谢冬梅

2017233016 王瑞静 88.8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李德生

2016210026 王珅 92.7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王凤雨

2016210041 徐扬 91.3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黄正海

2017233067 闫奕琪 85.3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荣喜民

2017233009 杨子聪 90.6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周泽华

2017233010 张家兴 91.2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宋占杰

2017233050 张振伟 90.3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段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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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0008 郑亚楠 89.9 数学学院 070100 数学 侯庆虎

2016203063 杨天慧 85.0 自动化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信赢

2017234021 李浩 92.0 自动化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张艳霞

2017234034 骆柏锋 95.0 自动化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贾宏杰

2017234035 吕慧婕 91.0 自动化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李斌

2017234045 宋天宝 88.0 自动化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张云

2017234058 许秋铭 94.0 自动化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王继东

2017234075 赵晓晓 90.0 自动化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王晓远

2016204109 滕立平 96.0 自动化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汪清

2017233029 赵林清 90.0 自动化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宋占杰

2017234327 申玉馨 98.0 自动化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唐晨

2017234371 周河宇 98.0 自动化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刘安安

2016201039 马慧敏 90.0 自动化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徐英

2017234086 初春光 90.6 自动化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张镇

2017234106 李凯 91.6 自动化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王江

2017234113 刘皓 92.3 自动化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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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34124 平原 86.0 自动化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齐俊桐

2017234134 王珂 91.6 自动化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穆朝絮

2017202158 刘潇雅 97.0 医工院 107200 生物医学工程 陈善广

2017202168 张磊 95.1 医工院 107200 生物医学工程 陈善广

2017210065 施世领 88.6 理学院(分子+) 070300 化学 费竹平

2016207221 徐磊 90.0 理学院(分子+) 070300 化学 罗浪里

2017201128 ※查森 90.7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焦魁

2016204139 ※赵洋 98.0 自动化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杨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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