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录取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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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乾 130***3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乔娇 412***4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瑞琦 421***2X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崔璨 340***1X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董赋然 230***2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刘嘉伟 150***1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虞志远 610***3X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博麟 421***1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若晴 610***2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李明晗 370***39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牟松源 150***10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王田田 610***02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王业硕 411***1X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吴成龙 340***18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陈家辉 330***3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黄德兰 350***4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黄俊杰 430***3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卢少春 130***3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沈祺峰 320***3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田雪 130***2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肖倩 511***8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家豪 513***1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越 130***1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邹胜文 500***7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董镇洵 152***19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栗宁 142***19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乐 610***15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秦学宇 410***17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石晓航 130***18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谭磊 511***75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田宇豪 610***12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蓉 610***22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曹新昱 140***11 计算机学院

陈虹睿 142***38 计算机学院

程志远 370***99 计算机学院

郭彦文 410***1X 计算机学院

郭阳 411***28 计算机学院



郭颖 142***22 计算机学院

郝元桢 140***1X 计算机学院

胡宗琦 433***17 计算机学院

李正 411***14 计算机学院

刘思远 310***11 计算机学院

刘重伟 130***13 计算机学院

汪凌风 320***31 计算机学院

王乐天 130***12 计算机学院

王业杰 142***14 计算机学院

严震 340***16 计算机学院

杨澎钢 142***36 计算机学院

张东鑫 130***16 计算机学院

赵芝锐 140***16 计算机学院

罗阳 420***30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孟浩 370***14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王体彪 372***10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王玉柱 412***19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姚开然 220***17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余博 362***11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高梦阳 371***28 经济管理学院

温宇新 130***20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郑若楠 330***21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邓佳豪 610***10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丁胜男 220***2X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李威铮 410***10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牛晓聪 131***29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张明柔 230***20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赵煜 620***15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周龙飞 612***26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高叶 412***29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任子榆 612***2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王孟菲 130***2X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肖也 411***4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徐相栋 410***3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杨婧竹 152***49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张重庆 140***1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赵会来 130***15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赵影 130***29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孟佳茵 110***21 外国语学院



王金玲 130***43 外国语学院

王腾蛟 130***68 外国语学院

吴思雨 130***45 外国语学院

冯敏健 140***10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毅 120***10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文涛 410***54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姬鼎丞 130***59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孙义鹏 341***1X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王家伟 130***20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张悦 140***65 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

杜耀文 142***14 宇航学院

任嘉琳 150***23 宇航学院

唐菡 511***37 宇航学院

王冲冲 410***1X 宇航学院

王树文 370***32 宇航学院

吴航 510***34 宇航学院

周勇 522***19 宇航学院

陈文卓 370***2X 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

李高杰 130***20 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

凌子盟 610***37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刘雨豪 610***1X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任可君 610***41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王博阳 130***13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谢进京 130***14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杨生 130***17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张蕾 622***24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郑策 220***53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崔楷玲 140***22 法学院

黄秋月 411***28 法学院

陈佳 500***43 软件学院

侯芹芹 132***61 软件学院

李慧敏 142***15 软件学院

李康佳 371***1X 软件学院

庞博 110***17 软件学院

邵云飞 110***18 软件学院

郭肇旌 110***1X 化学学院

马岩 653***92 化学学院

杨焱 420***15 化学学院

姚丽谦 142***27 化学学院



胡卓 410***4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岳红 152***2X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文宇 640***46 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尹心航 211***67 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李嘉尧 610***13 空间与环境学院

李凯 142***17 空间与环境学院

施俊杰 230***14 空间与环境学院

宋东泽 210***1X 空间与环境学院

周杰 421***34 空间与环境学院

江廷宇 360***77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鲜达 622***32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张钰 620***14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姜嘉裕 362***16 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大飞机班

凌岳 131***15 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大飞机班

韶甜甜 610***21 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大飞机班

沈昀堃 352***12 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大飞机班

张兆光 370***16 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大飞机班

朱玉康 413***59 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大飞机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