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生姓名 本科院校 导师/导师团队
1  郭佳怡 中山大学 李善平
2 汪宇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明
3 黄煜轩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唐敏
4 汪余意 中南民族大学 唐敏/童若锋
5 徐一恒 浙江工业大学
6 王云琨 北京邮电大学
7 袁泺添 浙江大学
8 罗雅静 武汉大学
9 岳希航 郑州大学
10 张紫云 北京科技大学
11 王玮赟 哈尔滨工业大学
12 谭帅 四川大学
13 王泽寒 浙江大学
14 宋秀杰 兰州大学
15 刘禹潇 清华大学
16 丁磊磊 西北工业大学
17 刘昕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   李瑞源 华中科技大学
19 李泽洋 清华大学
20 胡瀚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玉生
21 钱忆宁 华中农业大学
22 张润泽 大连理工大学
23 窦斌 西安交通大学 耿卫东
24 姜翔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5 杨树州 大连理工大学
26 姚杳 东南大学
27 梁朝晖 四川大学
28 雷蕾 西北大学
29 周晨沂 浙江工业大学
30 徐浩 浙江大学 金小刚（CAD）
31 汤程杰 南昌大学 汤永川
32 方希文 武汉大学
33 林瑞健 天津大学
34 耿一洋 武汉大学 孙贤和
35 朱钇宣 电子科技大学
36 宋浩喆 山东大学
37 姚理议 四川大学
38 蒙睿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39 徐振戈 东北大学
40 孔玺畅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41 王丽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2 严启炜 北京理工大学
43 俞潇龙 太原理工大学
44 王菡 中南大学
45 单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陈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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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杨鑫鹏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蔡亮
47 孙桐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48 滕依筱 南京理工大学
49 黄祺赫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50 吴联杰 上海大学
51 张占坤 郑州大学
52 沈怡 浙江工业大学
53 李煜宸 清华大学
54 王俊凯 浙江工业大学
55 冯宇涛 北京大学
56 王思博 哈尔滨工业大学
57 王天 同济大学
58 朱鹏飞 电子科技大学
59 叶可扬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60 俞璐 浙江大学
61 冯于天韫 华东理工大学
62 卞辰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63 钱然 中国矿业大学
64 陈泳豪 海南大学
65 罗倚斯 电子科技大学
66 吴致远 吉林大学
67 邓可力 西安交通大学
68 黄余飞 浙江大学 徐仁军
69 陈宇卿 北京工业大学 郑友怡
70 沈童 浙江工业大学 冯结青
71 余克熊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李石坚
72 杜志成 中南大学 鲁东明
73 连士熙 中南大学
74 商娇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5 李涛 四川大学
76 叶楠轩 哈尔滨工业大学
77 李睿航 西安交通大学
78 包敏  杭州师范大学
79 周添 四川大学 徐冬溶
80 宋沂轩 郑州大学
81 孙赫阳 东南大学
82 赵旭豪 同济大学
83 朱俊豪 浙江工业大学
84 陈凌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5 王宇 吉林大学
86 王泽松 湖北大学
87 贺朗 中山大学
88 金明明 华中科技大学
89 程启豪 天津大学
90  张嘉宇 华东理工大学 廖子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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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丁一兮 东华大学
92 毛辰露 江南大学
93 李嘉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94 王诗文 南京邮电大学
95 李沐辰 中国计量大学
96 郭志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97 张子豪 石河子大学
98 周之遥 东南大学
99 王博浩 浙江工业大学

100 俞佳兴 浙江大学
101 冉艳月 吉林大学
102 马玏 电子科技大学
103 谭伟淘 四川大学
104 田胤 西安交通大学
105 李澄 天津大学
106 吕昕明 北京科技大学
107 谢含笑 天津大学
108 李媛 郑州大学
109 申宇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10 章若茗 西南交通大学
111 赵中涵 中国传媒大学
112 崔楚朋 吉林大学
113 王博源 南开大学
114 焦笑然 浙江大学 唐华锦
115 高耀安 西安交通大学
116 王帅 西北工业大学
117 邱纯硕 国防科技大学
118 王子颂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119 王优 中国传媒大学
120 韩宇栋 北京大学
121 毛懋 华中师范大学 鲍虎军/崔兆鹏
122 张上展 浙江大学
123 徐震 浙江大学
124 陈路 山东大学 鲍虎军/周晓巍
125 付潇 浙江大学 崔兆鹏
126 丁天威 同济大学
127 孙罗洋 山东大学
128 余星源 武汉大学
129 陈瑄 南京大学
130 王一博 电子科技大学
131 张永浩 山东大学
132 陈泽政 武汉大学
133 左辰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34 冯雨森 西安交通大学 黄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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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席腾霄 山东大学
136 谭杰骏 武汉大学
137 蔡泽凡 北京交通大学
138 吕婧菀 东南大学
139 方彬 西安交通大学
140 陈嘉伟 吉林大学
141 李昊天 哈尔滨工业大学
142 陈波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43 陈彦哲 武汉大学
144 李茹玥 电子科技大学
145 程迎寒 太原理工大学
146 刘冯润 电子科技大学
147 邵硕 中南大学
148 王智超 山东大学
149 温晴 大连理工大学
150 王硕 北京邮电大学
151 王沛然 四川大学
152 张凯薇 暨南大学
153 侯荣锋 吉林大学
154 杨旭青 湖南大学
155 尚宇轩 华中科技大学
156 焦志伟 郑州大学
157 漆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58 何泽青 华中科技大学
159 齐萌萌 太原理工大学
160 邢鹏志 电子科技大学
161 万劼 四川大学 杨子祺
162 宫浩辰 哈尔滨工业大学 常瑞
163 宋仕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永望
164 王彦伟 中北大学
165 徐鹏 浙江大学
166 赵郁汀 南京农业大学
167 刘林星 中南大学
168 游盈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9 门天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70 徐荣浩 郑州大学
171 朱睿杰 西北工业大学
172 张逸睿 北京师范大学
173 刘晓璐 浙江大学
174 吴梦堉 浙江大学
175 项靖阳 浙江工业大学
176 孙墨 浙江大学
177 吴郁非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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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刘逸程 大连理工大学
179 邹窈 湖南大学
180 柯淇文 南昌大学
181 刘雨欣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82 洪偲怡 天津大学
183 仪传威 北京邮电大学
184 韩筱 南京理工大学
185 姚智涛 山东大学
186 李泽鹏 电子科技大学
187 杨闻笛 同济大学
188 谭嘉伟 中山大学
189 赵翊琨 重庆大学
190 颜廷震 重庆大学 数据库和数据智能科研团队-江大伟
191 柴百里 中山大学 数据库和数据智能科研团队-伍赛
192 王维鹏 山东大学
193 王子瑞 四川大学
194 时润峰 四川大学
195 叶劲亨 华南理工大学
196 葛郅琦 吉林大学
197 伍晓鸣 山东大学
198 杨之洲 浙江大学 庄越挺/汤斯亮
199 王翊嘉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200 尹望嵩 西北工业大学
201 陆胤瑜 浙江工业大学
202 陈天润 浙江大学
203 吴黄巍 四川大学
204 姬俊哲 浙江大学 王冠云
205 周晨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钱徽
206 马煦晖 华中科技大学
207 李玉珂 兰州大学
208 李家和 浙江大学
209 杜董纳 浙江大学
210  彭舞鉴 西安交通大学
211 梁洵 浙江大学
212 单柳昊 北京科技大学
213 李铭祎 山东大学
214 王天富 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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