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考生

姓名
本科院校 硕士院校

硕士
毕业年月

总成绩
录取博士
专业代码

录取博士专业名称 录取博导姓名 导师团队名称

1 机械学院 刘煜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202107 95.00 080200 机械工程 陈焱 大变形机构超材料

2 机械学院 左启尧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202106 96.30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田华 压缩超临界CO2储能技术

3 机械学院 王彩梅 河北工业大学 重庆大学 202106 87.80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谢辉 智能网联汽车先进控制研究团队

4 精仪学院 王天宇  长安大学  中北大学 202108 84.80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李醒飞 智能感知团队

5 精仪学院 潘济宇 天津大学 上海大学 202107 74.98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房丰洲 天津大学微纳制造实验室

6 建筑工程学院 张帆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 202106 93.54 081402 结构工程 陈志华 大型结构智能监测导师团

7 建筑工程学院 王嘉伟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202106 92.50 081401 岩土工程 郑刚 岩土与地下工程变形智能控制

8 建筑工程学院 王如锴 华南理工大学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202101 95.51 081500 水利工程 练继建 清洁能源协同开发和高效利用

9 建筑工程学院 汤振杰 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202106 94.73 081500 水利工程 何理 水系统智能化

10 建筑学院 何其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7 89.67 083300 城乡规划学 闫凤英 基于控碳目标的空间规划技术研究

11 化工学院 初众 中国石油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6 91.93 081701 化学工程 龚俊波 工业结晶与智能过程控制团队

12 化工学院 尹四星 西南石油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106 90.00 081702 化学工艺 王拓 集成电路与先进电子材料 

13 化工学院 王芸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106 89.36 0817Z1 制药工程 乔建军 天然产物合成生物学团队

14 材料学院 王效阳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 202106 90.00 080502 材料学 钟澄 电池电化学与储能系统

15 材料学院 何青霞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202106 98.00 0805Z1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

工程
封伟 海洋原位储能技术研究团队

16 管理与经济学部 王秋人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202101 91.95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兮 前沿技术生物安全管理

17 管理与经济学部 王亚仙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202104 91.80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霍宝锋 智慧运营与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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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管理与经济学部 乔可 河海大学 伦敦国王学院 202012 96.57 120400 公共管理 杜慧滨 资源与环境管理研究团队

19 理学院 何立铧 福州大学 福州大学 202106 86.50 070300 化学 胡文平 有机光电材料及器件集成

20 环境学院 车悦驰 天津大学 西藏大学 202107 90.60 080702 热能工程 颜蓓蓓
基于生物质固废重构的新型储能材

料

21 环境学院 王昊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6 93.30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

及空调工程
刘俊杰 建造环境人工智能营造研究

22 环境学院 杨梓晔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7 92.10 083002 环境工程 王灿 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

23 环境学院 刘明琳 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 202107 90.60 083002 环境工程 刘庆岭 大气环境与生物能源团队

24 生命科学学院 郑翔 浙江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 202106 90.00 071000 生物学 叶升 蛋白质元件设计与应用团队

25 微电子学院 智雨燕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上海大学 202107 88.67 080903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徐江涛 光电材料与成像芯片创新团队

26 自动化学院 陈可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202106 93.40 080800 电气工程 杜伯学 高性能储能电介质材料创新团队

27 自动化学院 袁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106 93.74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雷建军 智能视频编码与处理

28 自动化学院 黄曦朗 天津大学 格拉斯哥大学 202106 92.20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于晋龙 光电信息智能感知与处理

29 自动化学院 周亚涛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202107 90.64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高忠科 人工智能与网络科学团队

30 医工院 田芳臻 内蒙古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106 94.74 0831Z2 智能医学工程 张晓东 生物光子成像和材料

31 分子＋研究院 陶胜 天津工业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202106 90.00 070300 化学 孙哲 新型储能材料及器件导师团

32 智能与计算学部  张诗宇 山东大学 贵州大学 202107 90.00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文俊 智慧社会与大数据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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