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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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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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27007 罗辰奕 92.0 机械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王延辉

2016201215 时贝超 92.7 机械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王福军

2017201215 王皓吉 92.9 机械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林彬

2016201275 王晨晰 90.2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裴毅强

2016201274 汪洋 89.2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祖炳锋

2017201296 石盖 88.2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李志军

2016201292 朱志峰 87.2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李中山

2016201272 汤代杰 87.2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毕凤荣

2017201287 刘宗宽 87.0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周磊

2017201302 王辉 75.2 机械学院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汪洋

2016202186 王可蒙 92.6 精仪学院 080300 光学工程 谷建强

2017202198 史朝督 91.2 精仪学院 0803Z1 光电子与光子学技术 姚建铨

2016202231 肖莎莎 88.0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胡小唐

2016202206 韩振烨 87.2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胡晓东

2017202276 杨永 86.9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赵美蓉

2016207413 黄玉凤 85.9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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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238 张潇 85.9 精仪学院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曾周末

2017205300 朱洪涛 96.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高学平

2016205249 李政 95.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钟登华

2016205151 张志猛 95.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及春宁

2016205236 冯立阳 94.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何理

2016205264 吴金森 93.0 建工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白玉川

2017205315 吴晨 97.3 建工学院 082400 船舶与海洋工程 曾恒一

2016205281 刘亚柳 95.8 建工学院 082400 船舶与海洋工程 刘利琴

2016205238 高鑫 83 建工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郭伟

2016205192 李光帅 78.7 建工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蒋明镜

2016205207 王磊 89.3 建工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雷华阳

2016205224 赵佳鹏 89.4 建工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郑刚

2016205210 王哲 87.4 建工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谢剑

2016205229 周子豪 89.7 建工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李宁

2016205004 杜春雨 87.4 建工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李忠献

2016205057 应皎洁 89.0 建工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刘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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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5037 马睿 87.7 建工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陈志华

2016205252 刘鑫 95.0 建工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李飒

2016229021 谭慧姣 88.0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党睿

2016206049 王琛 85.0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张明宇

2016206128 李晋轩 90.0 建筑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曾鹏

2016206065 罗俊杰 89.4 建筑学院 083400 风景园林学 曹磊

2016206153 赵忆 87.9 建筑学院 083400 风景园林学 刘庭风

2016206140 李佳滢 88.4 建筑学院 083400 风景园林学 王洪成

2016207451 马彪 90.5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张凤宝

2016207495 徐咪 89.4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张吕鸿

2016207378 白云鹤 88.8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谢闯

2016207404 郭俊恒 88.8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张金利

2016207425 李欣 87.6 化工学院 081701 化学工程 郝红勋

2016207395 段晶莹 90.4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王成扬

2016207458 牛晓坡 88.9 化工学院 081702 化学工艺 王庆法

2016207440 刘旭 91.9 化工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 单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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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7547 王兆官 90.8 化工学院 0817Z1 制药工程 齐浩

2016214006 张悦 90.1 化工学院 0817Z1 制药工程 乔建军

2016208129 白珊 89.3 材料学院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袁晓燕

2016208196 张阳 91.0 材料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荆洪阳

2016208133 陈媛媛 90.5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王祖敏

2016208138 范夏月 91.0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胡文彬

2016208145 胡章平 88.4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马宗青

2016208158 刘英杰 87.3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胡文彬

2016208172 孙宜琳 90.4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李冲

2016208191 张睿 93.1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师春生

2016208153 厉婷婷 89.2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郭瑞松

2016208183 薛云嘉 91.9 材料学院 080502 材料学 刘家臣

2017230010 王操 87.4 管理学部 120400 公共管理 孙佑海

2016209035 张涛 84.4 管理学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解百臣

2016213051 倪延海 93.1 药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药） 待定

2016213054 石月 93.1 药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药）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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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13053 秦鹃 87.2 药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药） 待定

2016213056 王海英 82.6 药学院 081704 应用化学（药） 待定

2016214132 王舒 91.4 环境学院 083001 环境科学 李楠

2016214134 叶磊 85.4 环境学院 0830J2 环境能源工程 吕学斌

2016214126 孙袭明 86.9 环境学院 083001 环境科学 赵林

2017214095 刘俊伟 85.9 环境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周志华

2016216085 韩瑞泽 89.9 计算机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冯伟

2016216110 王剑锟 88.9 计算机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吴斌

2017216086 刘猛 88.6 计算机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龙标

2117218033 杨亚南 87.3 计算机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克秋

2017218028 李聿轩 86.9 计算机学院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多清志

2016229037 韩光耀 90.7 海洋学院 0830Z3 海洋环境科学与技术 付晓梅

2017234211 于潞 93.0 自动化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王守相

2117234101 陈梦颖 94.0 自动化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王萍

2117234083 刘赣俊 95.0 自动化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张涛

2016204155 李佳伦 96.0 自动化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于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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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3212 樊亚琴 90.6 自动化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魏熙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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