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编号后四位 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录取研究方向
录取学习

方式
录取导师 初试成绩

归一化后
复试笔试
总成绩

总成绩 奖助等级 备注

0736 杨文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吴金建 331 90.44 84.64 无 优研

0761 孟令研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田小林 340 83.10 83.01 无

0776 李迪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冯婕 354 93.34 89.17 二等

0779 李豪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牛毅 284 86.70 76.28 无 优研

0780 梁普江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马晶晶 352 91.44 88.11 二等

0786 孙振翔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李阳阳 351 81.76 84.07 无 优研

0793 巴梓轩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曹向海 385 88.70 91.83 二等 优研

0794 沈建超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马文萍 366 87.74 88.67 二等

0797 程家馨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李阳阳 355 81.84 84.69 无

0798 邱晨晖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若辰 340 83.64 83.23 无 优研

0799 朱宇凡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董伟生 352 76.58 82.14 二等 优研

0800 周颖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王爽 324 85.18 81.51 无

0807 姜嵩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丹华 298 80.72 75.92 无 优研

0812 陈俊源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静 364 70.02 81.26 无 优研

0815 崔健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丹华 314 90.37 82.13 无 优研

0853 尚守望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张向荣 283 92.43 78.43 无 优研

0854 单守平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张向荣 316 80.72 78.55 无 优研

0858 李英萍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屈嵘 341 85.94 84.30 无 优研

0868 郭博嘉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牛毅 343 80.96 82.59 无 优研

0870 刘畅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牛毅 308 85.34 79.23 无 优研

0871 张杨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田小林 406 87.96 94.60 一等 优研

0872 曹玉晗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谢雪梅 361 85.79 87.16 二等 优研



0874 周振宇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红英 327 86.55 82.49 无

0887 曹雅婷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静 366 84.95 87.55 二等 优研

0890 郭天娇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波 336 86.32 83.72 无 优研

0894 陈姝喆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刘波 355 91.80 88.69 二等 优研

0895 孙泽培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杨淑媛 378 63.08 80.52 无 优研

0898 田梦卓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李阳阳 386 90.80 92.82 一等 优研

0899 毛永伟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吴金建 358 87.59 87.44 二等 优研

0903 张吉凯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若辰 286 88.92 77.46 无 优研

0906 秦健瑞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刘丹华 399 89.21 94.08 一等 优研

0907 卢云飞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缑水平 407 92.36 96.51 一等 优研

1016 贾美霞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全日制 焦李成 344 87.37 85.31 二等 优研

1088 马向前 信息与通信工程 智能信息处理 全日制 杨淑媛 337 93.20 86.63 二等 优研

1116 李龙伟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马文萍 373 83.72 88.08 二等

1129 郑升圆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全日制 张小华 372 91.09 90.89 二等 优研

1134 王毅飞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韩红 280 86.47 75.60 无 优研

1136 马睿妍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全日制 焦李成 327 84.26 81.58 无 优研

1138 刘朝辉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全日制 齐飞 382 87.37 90.85 二等 优研

1148 张超龙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白静 335 94.04 86.67 二等

1149 陈梦倩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冯婕 298 75.47 73.81 无

1155 刘超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马晶晶 394 91.01 94.07 一等

1292 黄天欢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慕彩红 319 93.62 84.17 二等 优研

1312 李显民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白静 370 88.48 89.55 二等 优研

1321 李宽广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李甫 348 85.03 84.95 无

1327 张松林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董伟生 349 86.47 85.68 二等

3589 张雨萌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赵光辉 342 87.29 84.98 无 优研

3611 江大卫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若辰 393 95.20 95.61 一等



3687 裴军田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冯婕 360 89.43 88.47 二等

3723 孙壮壮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张向荣 378 89.79 91.24 二等

3734 田敬贤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王爽 360 91.94 89.48 二等

3757 马秋硕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马晶晶 353 89.36 87.42 二等

3901 刘豪锋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缑水平 326 85.79 82.05 无

3930 王枫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李小俚 321 88.48 82.39 无

4804 赵栋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全日制 王爽 347 88.77 86.31 二等

5039 吴智泽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王晓甜 309 83.49 78.64 无

5241 王卫东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刘波 371 85.26 88.40 二等

5262 周晓波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马文萍 342 85.49 84.26 无

5414 魏秉坤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全日制 刘若辰 380 91.44 92.20 二等

5655 卞月林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尚荣华 356 92.43 89.09 二等

5658 孙杰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尚荣华 363 94.17 90.81 二等

5677 孟芸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王爽 379 90.08 91.51 二等

5686 程志宏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若辰 353 85.03 85.68 二等

5776 宋健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张向荣 351 94.59 89.23 二等

5859 胡万鹏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杨淑媛 361 88.04 88.06 二等

5877 杨方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杨淑媛 352 90.58 87.77 二等

5944 张智慧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刘若辰 359 85.72 86.83 二等

5967 刘青鏖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张犁 362 86.70 87.66 二等

6041 张大双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谢雪梅 335 85.03 83.05 无

6126 吴琳琳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马晶晶 320 81.44 79.42 无

6195 杜从洋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谢雪梅 368 87.22 88.75 二等

6282 李思凡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朱虎明 361 90.66 89.11 二等

6446 石光辉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李阳阳 370 86.17 88.62 二等

6462 王能国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杨淑媛 387 95.82 94.98 一等



6552 耿嘉诚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白静 346 89.94 86.63 二等

6704 张齐驰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韩红 341 91.51 86.53 二等

6752 杨博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王爽 343 86.25 84.71 无

6850 曾德宁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路与系统 全日制 冯婕 329 96.90 86.94 二等

6941 于文涛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白静 309 89.94 81.23 无 优研

144308146000194 李东旭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张小华 295 90.18 86.29 无 二志愿专项调剂

102138020000605 周金柳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屈嵘 339 70.28 85.79 无 二志愿专项调剂

100078000000826 丁学明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白静 306 97.25 90.99 无 二志愿专项调剂

100078000000901 于凯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谢雪梅 282 76.05 78.41 无 二志愿专项调剂

106148081002884 余江南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张向荣 296 84.85 84.32 无 二志愿专项调剂

102868320204195 张雨萌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尚荣华 349 45.26 77.46 无 二志愿专项调剂

104878000104518 施玲玲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焦李成 349 60.62 83.62 无 二志愿专项调剂

104878000104521 陈璐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马文萍 350 52.64 80.59 无 二志愿专项调剂

105618000005125 黄鹏飞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全日制 马文萍 306 35.57 66.27 无 二志愿专项调剂

考生编号 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录取学习方式 录取导师 初试成绩 复试成绩 总成绩 奖助等级 备注

107018114024036 王宇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全日制 刘芳 362 422.4 784.4 二等

107018132175209 唐瑜 计算机技术 全日制 刘芳 353 436 789 二等

107018142286576 熊怡梦 计算机技术 全日制 刘芳 344 397.8 741.8 无

107018161131510 任保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全日制 刘芳 369 461.8 830.8 二等

107018161131749 冀胜博 计算机技术 全日制 刘芳 358 412.6 770.6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