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员姓名 本科院校 导师/导师团队

1 姜浩 山东大学

2 王哲 西南大学

3 张书瀚 湖南大学 李石坚

4 高杰 北京邮电大学

5 何晨铭 中国科技大学

6 刘欣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 张婉茹 哈尔滨工业大学

8 陈志超 天津大学

9 陈嘉芙 浙江大学

10 潘圣益 浙江工业大学

11 郑海霞 重庆大学

12 高明君 大连理工大学 王新宇

13 王佳雯 同济大学 孙建伶

14 刘威 北京邮电大学 杨小虎

15 陈嘉祥 厦门大学

16 赵立帆 山东大学

17 高梦 北京科技大学

18 赵方正 北京科技大学

19 严炳锐 北京大学 童若锋

20 胡东篱 中南大学

21 王文杰 东北大学

22 邱云昊 浙江大学

23 温圳 浙江工业大学

24 丁智 浙江大学

25 周鹏飞 浙江工业大学

26 杜雨衡 电子科技大学

27 贺鑫 大连理工大学

28 黄融杰 浙江大学

29 黄家名 河海大学

30 王振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31 於其樊 东南大学

32 王越千 北京大学 汤斯亮

33 郭宇翔 北京理工大学

34 胡丹蕾 中国农业大学

35 章家维 清华大学

36 何一夫 哈尔滨工业大学

37 赵楠 南京大学

38 朱琳 北京工商大学

39 刘雨辰 浙江大学

40 张志伟 山东大学

41 吴一帆 浙江工业大学

42 李姜辛 电子科技大学

43 汪海杰 武汉大学

44 王樱蓉 重庆大学

45 邓一鸣 大连理工大学

46 冯杨洋 湖南大学

47 许浩然 北京邮电大学

48 权思屹 南京大学 何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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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向意 武汉大学

50 蔡易成 四川大学

51 陈善娟 吉林大学

52 甘雨由 浙江大学

53 李滢 四川大学

54 李蕴哲 武汉大学

55 梁红 华中科技大学

56 伊康平 武汉大学

57 董子毅 中南大学

58 张月 西北工业大学 钱沄涛

59 李昀昊 哈尔滨工业大学

60 郭嘉 中山大学

61 曹靖 重庆大学

62 陈页名 同济大学

63 陈昱君 浙江工业大学

64 范弘铖  西安交通大学

65 翁伟宁 浙江工业大学 

66 杨越 东北大学

67 吴宗亮 天津科技大学 冯结青

68 徐宇扬 吉林大学

69 王锦鸿 浙江工业大学 

70 陈凯祥 浙江工业大学 

71 夏逸宽 北京大学

72 刘仁彪 哈尔滨工业大学

73 邓文韬 苏州大学

74 刘腾霄 西安交通大学

75 秦亚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6 袁明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7 姚云志 山东大学

78 陈东恒 中山大学

79 靳珍 西北工业大学

80 孟文龙 华中科技大学

81 徐经纬 电子科技大学

82 周恩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3 王靓璞 中国科学院大学

84 吴国璋 中山大学

85 朱彦瑾 西安交通大学

86 干淇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7 柳萌 电子科技大学

88 曹沂青 西北工业大学 常瑞

89 柴晨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任奎

90 崔冬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任奎

91 管政 东南大学 任奎团队

92 何弈拓 南京邮电大学 张秉晟

93 胡霁林 西安交通大学 任奎团队

94 李鸿屹 浙江大学 常瑞

95 潘昊璇 西安交通大学 韩劲松

96 任馨田 东南大学 张帆

97 王凯旋 电子科技大学 张秉晟

98 向阳曦 北京邮电大学 周亚金

99 闫昊 重庆邮电大学 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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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杨雨晨 西安交通大学 秦湛

101 殷泽原 山东大学 张秉晟

102 张金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任奎

103 张志宇 华中科技大学 林峰

104 缪盛欢 浙江工业大学 陈岭

105 白睿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106 江子越 武汉大学

107 马铮睿 电子科技大学

108 张俸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9 邵镇炜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10 习景益 浙江大学

111 李昕 西北工业大学

112 朱凯捷 华中科技大学

113 周奇 浙江工业大学

114 邢庆辉 西北工业大学

115 王书宁 中南大学

116 卢志鹏 四川大学 

117 孙宇强 四川大学 

118 陈得荣 电子科技大学

119 文艺 中南大学

120 王瑜 青岛大学

121 郑卓男 浙江工业大学

122 温中镇 西安交通大学

123 晏巨广 电子科技大学 邓水光

124 熊心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25 陈劲杨 中国矿业大学

126 赵家靖 电子科技大学

127 孙奕华 中山大学

128 周楚昊 哈尔滨工业大学

129 陈超 中国计量学院

130 王以俨 中国农业大学

131 游盈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2 郑雅琪 大连理工大学

133 陆玺文 中国矿业大学

134 吴吉洲 天津大学 

135 张红轩 武汉大学

136 赵研 天津大学

137 惠邦 武汉大学

138 张令 西安交通大学

139 王普莉 吉林大学

140 王谢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41 郑晖 武汉大学

142 张啸宇 苏州大学 汤永川

143 詹佑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4 刘涵章 电子科技大学

145 刘仁帅 厦门大学

146 童心浩 浙江大学

147 任瀚祥 哈尔滨工业大学

148 王佳勒 哈尔滨工业大学

149 孙嘉木 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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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蔡泽斌 四川大学

151 黄幼成 四川大学

152 李林宇 中国海洋大学

153 李天琦 四川大学

154 唐誉瑛 中央美术学院

155 刘冠都 北京工业大学

156 钟芳宠 西安交通大学

157 陈云农 重庆邮电大学

158 王嘉硕 天津大学

159 张皓文 南开大学

160 朱雪颖 浙江大学

161 孙杰 浙江大学

162 沈楷欣 浙江大学

163 张珈瑜 上海交通大学

164 孙天琪 东南大学 潘之杰

165 徐基珉 上海交通大学 吴飞

166 陈硕 中山大学 章国锋

167 王蒋铭 浙江工业大学 章国锋

168 傅婧芸 浙江大学 周晓巍

169 贺星毅 华中科技大学 周晓巍

170 史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周晓巍

171 董彦辰 哈尔滨工业大学 章国锋

172 许一鸣 电子科技大学 章国锋

173 吴直真 北京邮电大学 王锐

174 杨欣然 南京大学 王锐

175 冯彦澄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锐

176 冯湛洲 天津大学 章国锋

177 吴浔 中南大学 章国锋

178 杨洪吉 西北工业大学 张鹿鸣
179 徐遥 北京理工大学 张鹿鸣

180 唐维威 武汉理工大学 柴春雷

181 侯潇扬 浙江工业大学 刘健

182 刘柯宏 哈尔滨工程大学 刘健

183 傅宇航 吉林大学 刘玉生

184 陈威 兰州大学 李明
185 徐桂鹏 厦门大学
186 纪清玮 山东科技大学

187 马文聪 北京理工大学 陈焰

188 程嘉兴 四川大学 陈焰

189 刘菁华 电子科技大学 陈焰

190 许映沙 华中科技大学 陈焰

191 龚逸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陈焰

192 王子豪 山东大学 张克俊

193 徐欣 兰州大学 张克俊

194 姜沅峰 天津大学 张克俊

195 杜涵文 西安交通大学 张克俊

196 颜若珂 大连理工大学 张克俊

197 樊轩诚 浙江工业大学 张克俊

198 屈格雅 华中师范大学 张克俊

199 贾钟毓 北京交通大学 张克俊

200 叶文涛 电子科技大学 徐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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