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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级硕博连读初选名单 

序 姓名 学号 性别 硕导 
申请 

博导 
申请学科 申请学院 

1 马小霞 201521010105 女 陈开鑫 陈开鑫 光学工程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2 黄夏涛 201521010207 男 易兴文 易兴文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3 孙凡 201521010212 女 凌云 武保剑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4 朱明月 201521010226 男 许渤 易兴文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5 杜昊 201521010509 男 毛玉明 冷甦鹏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6 廖填兴 201521010621 男 王文钦 王文钦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7 王中扬 201522010327 男 许都 许都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8 褚楚 201522010424 男 谢军 文光俊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9 张明 201521020126 男 王刚 曾兵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10 邱荷茜 201521020127 女 王刚 李宏亮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11 何仕景 201521020407 男 汪学刚 汪学刚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12 刘文博 201521020421 女 何子述 韩春林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13 彭伟来 201521020426 男 韩春林 韩春林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14 田博坤 201521020428 男 张晓玲 张晓玲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15 周黎明 201521020429 男 张晓玲 张晓玲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16 毛德庆 201521020437 男 杨建宇 杨建宇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17 党思航 201521020467 男 曹宗杰 皮亦鸣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18 周远远 201521020477 男 任春辉 师君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19 瞿辉洋 201521020482 男 刘光辉 刘光辉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20 马俊虎 201521020512 男 甘露 甘露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21 王琛 201521020563 男 李纯明 李纯明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22 甘文东 201521070112 男 谢华 陈建文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23 柳井刚 201522020759 男 李廷军 杨晓波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电子工程学院 

24 刘坤宁 201521020215 男 杨仕文 杨仕文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25 黄元 201521020223 男 赵志钦 赵志钦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26 吴利锋 201521020226 男 赵延文 赵延文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27 连继伟 201521020230 男 杨显清 林先其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28 李晓鲲 201521020234 男 张永鸿 张永鸿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29 敬怀舒 201521020235 男 张永鸿 张永鸿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30 余承勇 201521020238 男 李恩 李恩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31 吴成凯 201521020241 男 张勇 张勇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32 刘晓宇 201521020243 男 张勇 张勇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33 吴耿波 201521020312 男 屈世伟 屈世伟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34 冯鹏雨 201521020315 男 屈世伟 夏明耀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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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博导 
申请学科 申请学院 

35 吴亚飞 201521020320 男 程钰间 程钰间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36 曹飞飞 201521020326 男 杨德强 潘锦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37 姚荣钊 201521020330 男 张波 樊勇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38 毛书漫 201521020335 男 徐跃杭 徐跃杭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39 王桐 201521020347 男 何十全 聂在平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40 王旭 201521020348 男 何十全 陈益凯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41 张鹏飞 201521020349 男 孙胜 孙胜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42 刘云 201521020351 女 孙胜 赵延文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43 武晓芳 201521040402 女 杨梓强 陈益凯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44 李睿明 201522020602 男 胡皓全 胡皓全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45 朱旭 201522020607 男 徐锐敏 徐锐敏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46 付裕 201522020608 男 徐锐敏 徐锐敏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47 荣志 201522020622 男 胡俊 胡俊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48 董君辰 201522020624 男 延波 徐跃杭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49 田川 201522020631 男 王玲 唐小宏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50 黎雨坤 201522020635 男 张勇 张勇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51 周冶迪 201522020743 男 赵明华 宋开军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工程学院 

52 沈策 201521020113 男 何松柏 何松柏 电路与系统 电子工程学院 

53 李亚峰 201521020237 男 李恩 杨涛 电路与系统 电子工程学院 

54 于博 201521034002 男 陈远富 陈远富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55 雷天宇 201521034021 男 熊杰 熊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56 张星 201521034038 男 唐斌 张树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57 李月 201521035022 女 彭波 谢建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58 巫雪玉 201521035042 女 翁小龙 谢建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59 康同同 201521035045 女 谢建良 毕磊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0 许进山 201521037007 男 刘钰 郝建原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1 李超 201521037022 男 王志红 李晶泽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2 贾莉萍 201521037024 女 何为 何为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3 徐小兰 201521037025 女 何为 何为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4 刘洋 201521037030 男 胡文成 杨成韬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5 祁青 201521037036 女 刘孝波 刘孝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6 杨鸿宇 201522034035 男 李恩竹 张树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7 何禹含 201522036022 男 白飞明 白飞明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8 赵博文 201522037014 男 贾春阳 贾春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69 朱宇灿 201522037016 男 贾春阳 贾春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70 张开盛 201521034025 男 张万里 张万里 
电子信息材料与元

器件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71 黄飞 201521034026 男 张万里 张万里 
电子信息材料与元

器件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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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李远鹏 201522036040 男 文天龙 钟智勇 
电子信息材料与元

器件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73 李明明 201522036046 男 张怀武 张怀武 
电子信息材料与元

器件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74 张中 201521031025 男 宁宁 于奇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75 张启辉 201521031027 男 宁宁 宁宁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76 徐成阳 201521031038 男 于奇 宁宁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77 郑心易 201521032027 男 罗萍 罗萍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78 方冬 201521032040 男 乔明 乔明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79 肖瑶 201521034005 男 蒋洪川 李言荣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80 蒲逸然 201521035044 男 谢建良 邓龙江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81 辛奇 201522031013 男 杜江锋 于奇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82 王正康 201522032005 男 乔明 张波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83 黎凤霞 201522035037 女 陆海鹏 邓龙江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84 乐子瑜 201522037017 男 贾春阳 林媛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85 田成祥 201521040305 男 向霞 向霞 物理学 物理电子学院 

86 张飒 201521040315 女 肖海燕 肖海燕 物理学 物理电子学院 

87 田雨 201521040403 女 杨华军 杨华军 光学 物理电子学院 

88 蒋子祺 201522040833 男 陈树强 陈树强 光学 物理电子学院 

89 王代鹏 201521040301 男 孙久勋 孙久勋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90 郑刚 201521040411 男 柯莎莎 徐军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91 马宗琳 201521040503 男 徐军 马凯学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92 何熙 201521040507 男 王清源 王清源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93 张翔鸥 201521040512 女 喻梦霞 徐军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94 院琳 201521040515 男 杨雪松 杨雪松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95 蒋志国 201521040521 男 肖绍球 肖绍球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96 郭飞 201521040524 男 赵德双 赵德双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97 李涛 201521040525 男 赵德双 陈晓东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98 王楷 201521040531 男 邵维 邵维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99 魏腾飞 201521040532 男 王晓华 王秉中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100 唐彬 201522040826 男 洪劲松 洪劲松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101 王克强 201522040883 男 李浩 徐建华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102 叶齐铖 201522040884 男 李海龙 李家林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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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刘兵 201522040913 男 牟首先 马凯学 无线电物理 物理电子学院 

104 彭瑞彬 201521040201 男 蒙林 蒙林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05 谢梦君 201521040203 女 李海龙 鄢扬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06 杨思怡 201521040610 男 徐立 宫玉彬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07 雷雳 201521040611 男 李斌 李斌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08 王新 201521040613 男 段兆云 段兆云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09 杨睿超 201521040615 男 岳玲娜 魏彦玉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10 马佳路 201521040617 男 路志刚 宫玉彬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11 穆敏航 201521040625 男 鄢然 罗勇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12 何朝雄 201521040704 男 李天明 李天明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13 曾繁博 201522040202 男 蒙林 蒙林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14 谢龙昊 201522040808 男 赵青 赵青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15 韩梦 201522040819 女 鄢扬 鄢扬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16 黄浩 201522040829 男 李建清 李建清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17 黄澍程 201522040850 男 徐立 李斌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18 郭恒 201522040916 男 奚磊 蒋华北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院 

119 季新亮 201521040204 男 李海龙 吴坚强 物理电子学 物理电子学院 

120 姜芮芮 201521040701 女 曾葆青 曾葆青 物理电子学 物理电子学院 

121 宋俊逸 201521040702 男 罗勇 罗勇 物理电子学 物理电子学院 

122 王兰 201522040863 女 史宗君 张雅鑫 物理电子学 物理电子学院 

123 刘凌玲 201521050107 女 李小飞 张晓霞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24 王子君 201521050121 男 于军胜 于军胜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25 杜文雄 201521050204 男 李和平 李和平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26 常俊利 201521050222 女 汪平河 刘爽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27 李佳城 201521050232 男 张雅丽 刘爽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28 王德祺 201521050237 男 陶斯禄 陶斯禄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29 潘锐 201521050408 男 蒋亚东 蒋亚东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30 陈皓 201521050413 男 李世彬 李世彬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31 石沅林 201521050432 男 吴志明 吴志明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32 王斯 201521050433 女 谢光忠 谢光忠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33 李欣荣 201521050502 男 许向东 许向东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34 戢龙 201521050514 男 陈志 陈志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35 刘钊 201521050515 男 陈志 刘永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36 雷涛 201521050525 男 陈泽祥 陈泽祥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37 彭振凯 201521050526 男 陈泽祥 陈泽祥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38 杨铮 201521220115 男 雷航 王卓然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39 江海涛 201522050117 男 李斌成 李斌成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40 张晓华 201522050123 女 于军胜 于军胜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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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季然 201522050135 男 于军胜 高椿明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42 姬在文 201522050228 男 张尚剑 张尚剑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43 吴梓楠 201522050235 男 周晓军 周晓军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44 张明 201522050239 男 郑才俊 陶斯禄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45 王晨韵 201522050415 男 李世彬 陈志 光学工程 光电信息学院 

146 谢吉航 201522050318 男 何艳敏 彭真明 信号与信息处理 光电信息学院 

147 高伟峰 201521060132 男 闵革勇 闵革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48 袁飞 201521060204 女 傅彦 傅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49 张莹莹 201521060233 女 张景中 符红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0 王宇青 201521060238 女 肖鸣宇 肖鸣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1 张磊 201521060410 男 陈雷霆 陈雷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2 曾慧茹 201521060413 女 陈雷霆 陈雷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3 马奥 201521060445 男 鲁珂 鲁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4 康仲锋 201521060516 男 杨波 杨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5 胡孟秋 201521060543 男 杨阳 杨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6 赵子天 201521240303 男 张可 段翰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7 赵磊 201522060626 男 邱会中 申恒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8 刘璐 201522060631 女 卢光辉 叶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59 张翀 201522060707 男 侯孟书 侯孟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0 杨帆 201522060713 女 龚海刚 文勇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1 张晓冰 201522060716 女 刘明 文勇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2 李松璠 201522060808 男 鲁力 鲁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3 宋一杭 201522060810 男 鲁力 龚海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4 刘明辉 201522060819 男 王晓敏 刘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5 顾记清 201522060827 女 宋超 刘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6 贺丽荣 201522060838 女 徐增林 徐增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7 吕昀琏 201522190407 女 张向刚 申恒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8 唐文佚 201522240311 男 张可 罗光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69 文慧 201522240314 女 导师组 吴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70 李闯 201521060138 男 许春香 许春香 网络空间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71 周雨阳 201521060142 女 李发根 李发根 网络空间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72 王颖 201521060432 女 张小松 张小松 网络空间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73 徐国文 201522060815 男 李洪伟 李洪伟 网络空间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74 邹朝彬 201521070312 男 程洪 程洪 控制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工程学院 

175 吴凡 201521070516 男 童玲 李耘 控制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工程学院 

176 朱洪波 201522070520 男 童玲 李耘 控制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工程学院 

177 谢文倩 201521100401 女 钟守铭 朱宏 控制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78 苗玲 201521170114 女 吴云峰 高斌 控制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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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徐发树 201522070317 男 郝家胜 程洪 控制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80 黄磊 201521070146 男 刘科 田书林 仪器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81 孟婕 201521070212 女 叶芃 叶芃 仪器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82 赵禹 201521070213 男 叶芃 王厚军 仪器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83 廖霜 201521070216 女 叶芃 叶芃 仪器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84 张博 201521070247 男 姜书艳 程玉华 仪器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85 肖芳鸿 201521070501 男 陈彦 童玲 仪器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86 李宇 201521070517 男 童玲 童玲 仪器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87 魏源璋 201521070522 男 孟继成 谢永乐 仪器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88 彭礼彪 201521070523 男 谢永乐 谢永乐 仪器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工程学院 

189 黄鹏 201521080101 男 黄洪钟 黄洪钟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90 伍功宇 201521080121 男 骆德源 左明健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91 张靖 201521080130 女 杜丽 丁杰雄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92 袁飞 201521080135 女 于亚婷 于亚婷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93 冯忠强 201521080136 男 凌丹 左明健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94 夏侯唐凡 201521080154 男 刘宇 刘宇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95 杨茂 201521080159 男 曾志 彭倍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96 李海 201521080165 男 王伟 王伟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97 冯振宇 201521080168 男 蒋丹 彭倍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98 李懿凡 201522080401 男 黄洪钟 李迅波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99 钱华明 201522080402 男 黄洪钟 黄洪钟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200 张冰雪 201522080431 女 郝晓红 杜平安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201 周成宁 201522080434 男 左明健 左明健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202 徐冲 201522080455 男 黎业飞 徐尚龙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203 梁晓花 201521090201 女 李朝义 李朝义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4 郭丰茹 201521090202 女 夏阳 尧德中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5 张立娟 201521090207 女 游自立 游自立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6 陈中原 201521090307 男 刘贻尧 刘贻尧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7 彭悦婷 201521090310 女 刘贻尧 刘贻尧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8 朱小娟 201521090313 女 王先龙 邹学明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9 任秋蓉 201521090316 女 张勇 张勇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10 王宏晋 201521090326 男 李光蓉 杨足君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11 靳艳婷 201521090401 女 郭锋彪 郭锋彪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12 蒋立旭 201521090404 女 黄健 黄健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13 杜文菊 201521090411 女 曾红娟 饶妮妮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14 彭鹏 201521090507 男 李永杰 李永杰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15 陈余燕 201521090514 女 陈华富 廖伟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16 李娇 201521090516 女 陈华富 陈霖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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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韦雪瑚 201521090518 女 蒋田仔 蒋田仔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18 周函 201522090629 女 张涛 张涛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19 李瑞佳 201521100101 男 朱培勇 朱培勇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20 蹇焕燕 201521100201 女 黄廷祝 朱培勇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21 陈勇 201521100202 男 黄廷祝 黄廷祝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22 赵永良 201521100203 男 黄廷祝 黄廷祝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23 张莉 201521100207 女 黄晋 黄晋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24 黄江凤 201521100220 女 邓志亮 徐立伟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25 赵灿 201521100404 男 蒋泽云 蒋泽云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26 彭英萍 201521100406 女 向昭银 向昭银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27 郭欣 201521100502 女 舒兰 舒兰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28 刘林杰 201521100508 男 陈小杰 陈小杰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29 杨瑶 201521100608 女 韦鵾 
KONGEF

ANG 
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230 赵慧 201521110103 女 倪得兵 倪得兵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济与管理学院 

231 王正凯 201522110310 男 赵武 倪得兵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济与管理学院 

232 翟聪 201521110502 男 刘波 房四海 金融工程 经济与管理学院 

233 汪奎 201521100306 男 张晓军 何铮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234 魏莞月 201521110317 女 何铮 何铮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235 潘琼 201521110602 女 杜义飞 杜义飞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236 晋邑 201521110605 女 陈爽英 邵云飞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237 傅锋 201521110606 女 陈爽英 邵云飞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238 钟洋洋 201521160101 男 王让新 王让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239 罗舒晨 201521160203 男 邓淑华 邓淑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240 王存喜 201521160204 男 戴钢书 戴钢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241 宁文英 201521160207 女 吴满意 吴满意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242 吴夏炜 201521170108 男 黄琦 黄琦 控制科学与工程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243 薛薇 201522170123 女 侯晓荣 侯晓荣 控制科学与工程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244 张宏国 201521180207 男 何彬彬 何彬彬 测绘科学与技术 资源与环境学院 

245 金宇伟 201521180217 男 许文波 许文波 测绘科学与技术 资源与环境学院 

246 马晋 201521180221 男 周纪 周纪 测绘科学与技术 资源与环境学院 

247 李照阳 201521080140 男 戴跃洪 戴跃洪 导航、制导与控制 航空航天学院 

248 张新昱 201522190409 男 李滚 秦开宇 导航、制导与控制 航空航天学院 

249 蒋灵晰 201521210103 女 石毅 石毅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院 

250 张珊珊 201521210104 女 杨正林 杨正林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院 

251 徐思垚 201521210105 女 杨正林 杨正林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院 

252 杨业明 201521210106 男 朱献军 朱献军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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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邹同丹 201521210108 女 张侯斌 张侯斌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院 

254 肖婷 201521210109 女 张丰雪 张丰雪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院 

255 王欣 201521210321 女 彭洁 曲超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院 

256 胥雷 201521031012 男 王海 熊虎 软件工程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257 单要楠 201521100402 女 钟守铭 佘堃 软件工程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258 陈学勤 201521220105 男 张凤荔 张凤荔 软件工程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259 郭雯霞 201521220130 女 王庆先 田文洪 软件工程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260 闫异圣 201522010233 男 刘镰斧 蔡竟业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261 石磊 201521100504 男 邵晋梁 肖悦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62 柏果 201521260115 男 程郁凡 唐万斌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63 芦承昱 201521260155 男 方舒 梁应敞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64 马新迎 201521260203 男 杨霖 陈智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65 黄驿轩 201521260211 男 胡苏 雷霞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66 郭文博 201521260233 男 赵宏志 唐友喜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67 周凌云 201521260248 男 刘军 冯钢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68 杨晨鸣 201521260331 男 周亮 周亮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69 皇甫颖莹 201521260332 女 周亮 周亮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70 余哲琳 201521260339 女 李胜强 朱立东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71 修越 201521260342 男 张忠培 张忠培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72 谢非佚 201521260345 男 文红 文红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73 李远 201522260105 男 唐万斌 唐万斌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74 李行健 201522260122 男 方俊 方俊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75 童鑫 201522260209 男 赵国栋 陈智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76 甘柳月 201522260336 女 史治平 史治平 通信与信息系统 通信抗干扰实验室 

277 赵润波 201521310202 男 王志明 Jagadish 
电子信息材料与元

器件 
基础与前沿研究院 

278 刘德胜 201521036008 男 姬海宁 王志明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 
基础与前沿研究院 

279 李斌 201521060240 男 周涛 周涛 物理学 基础与前沿研究院 

280 李鹏程 201521310101 男 祖小涛 祖小涛 物理学 基础与前沿研究院 

注意：★为委培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