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录取博士研究生档案未到名单（截止到8月31日）

姓名 部分身份证号码（前三位加后两位） 录取学院

艾力希热 650***17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安普广 230***7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蔡向群 350***76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藏雨轩 140***28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陈江明 430***5X 计算机学院

陈小雨 510***3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学渊 130***17 计算机学院

崔臣浩 410***5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崔少华 142***17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邓俊超 410***18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董晓慧 371***46 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

冯玮 370***14 计算机学院

高妍 142***83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宇 410***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渊 152***24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高自谦 370***17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耿伟 410***11 计算机学院

巩旭 230***20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郭坤 370***12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韩波 370***13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郝阿辉 142***6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郝哲 130***16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何齐 230***10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黄楷博 412***35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鹏 411***5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黄绍晗 130***10 计算机学院

黄鑫 371***1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霍鹏 142***1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季旭东 342***99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贾红星 372***2X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金浩 371***3X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金文博 620***39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金雪莹 410***49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靳子建 130***15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康慧 230***21 化学学院

康杰 140***5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寇建阁 371***1X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兰梦飞 411***1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超 370***16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李光慧 140***22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李虹波 232***63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华志 130***15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健 610***18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李静雯 130***2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凯敏 140***12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李萌 131***6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李倩 654***47 计算机学院

李全 370***16 经济管理学院

李旭峰 152***5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义情 410***2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云 342***20 化学学院

李兆弘 110***1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梁子林 432***33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林椿眄 350***1X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讯 330***16 计算机学院

刘春香 152***48 化学学院

刘佳 650***29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刘珂 140***5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浏 330***18 计算机学院

刘娜 420***20 外国语学院

刘倩 370***49 外国语学院

刘镕珲 142***35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刘润坤 412***12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潇丽 370***27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刘晔 341***30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刘友 130***14 化学学院

刘宗阳 130***13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刘祚良 152***11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楼巧笑 330***28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罗奕 420***3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马广辉 610***93 计算机学院

马万里 411***77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马潇 511***29 法学院

马宇宇 370***1X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聂保珍 142***4X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潘杰 412***19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蒲养林 511***10 计算机学院

秦宇辰 220***13 经济管理学院

秦震 411***32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邱晓晗 130***17 计算机学院

曲翠翠 220***0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任嘉伟 610***58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沈成 422***11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石通 421***1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苏笑梦 330***44 法学院

睢少博 410***57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谈溥川 430***91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谭深 412***16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谭学强 222***14 空间与环境学院

唐红梅 654***60 计算机学院

万季 410***15 计算机学院

汪宗福 430***54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王波涛 410***77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王灿 511***79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王超 130***1X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王冲 610***65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王广彪 370***1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王建 342***14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萌 412***17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王鹏鹏 371***1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王尚刚 522***77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王文丽 372***29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王晓哲 610***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银婷 371***2X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吴鹏 452***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新华 210***15 法学院



吴亚聪 130***25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武嘉琦 150***38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郗洪雷 130***3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席龙龙 420***7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谢文龙 410***50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邢正 210***53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邢子墨 210***11 计算机学院

熊林曼 411***23 法学院

胥新政 371***14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徐冬冬 610***1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许少峰 150***12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闫宇 410***77 化学学院

严小天 330***19 计算机学院

杨秀勤 341***03 化学学院

姚琪 370***3X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衣明辉 371***71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尹志彬 220***19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于振 230***11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余丽 360***46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余明星 500***1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宇文旋 130***36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翠英 412***25 外国语学院

张凡 610***13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张红 370***2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坚 142***12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张俊强 131***3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楠 411***78 计算机学院



张世超 130***7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晓晓 130***22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张旭东 411***12 化学学院

张旋 610***1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扬 411***11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张媛媛 110***29 计算机学院

张智博 130***1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赵润康 150***31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开发 429***5X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郑路平 411***20 化学学院

郑雪文 152***2X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钟绍源 222***10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钟治勇 130***1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思成 430***19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周戌燕 142***09 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

朱永北 410***95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左辉 340***58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