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所在学校 所在院系 申请专业名称
1 曹云昀 华东师范大学 数据科学与工程 人工智能
2 陈炳生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陈晖 大连海事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陈劲杨 中国矿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 陈俊彤 济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 陈雨琳 清华大学 外文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 陈振乾 浙江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 代德豪 重庆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 董心怡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 樊钰 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 范毅伦 中南大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 付永健 中南大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何一夫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 侯潇扬 浙江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15 胡霁林 西安交通大学 物理系 网络空间安全
16 黄家名 河海大学 信息学部物联网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 黄哲 重庆大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贾千里 河北工业大学 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 姜飞虎 东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20 黎欣鑫 华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 李华宁 同济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22 李姜辛 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 李静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4 梁红 华中科技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 刘冠都 北京工业大学 信息学部 人工智能
26 刘嘉镱 四川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空间安全
27 刘杰龙 河北工业大学 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8 刘娜铭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9 刘茹悦 青岛大学 数据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0 刘实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 人工智能
31 刘昕仪 武汉大学 国家网络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32 罗嘉胤 同济大学 电子信息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3 马成洁 重庆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4 马钰婷 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35 倪炜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6 聂晨 武汉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 人工智能
37 牛子未 安徽农业大学 信息与计算机学院 人工智能
38 任重 西安交通大学 钱学森学院 人工智能
39 沈萌 东北师范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 石亮禾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 宋欣薇 北京工业大学 信息学部（北航双培项目）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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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宋哲正 西安交通大学 电信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3 孙梦颖 重庆大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4 孙雨萌 大连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 人工智能
45 汤伟韬 湖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6 万锴迪 东北师范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7 王历昊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8 王鹏勇 中国矿业大学 数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9 王书宁 中南大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 王伟家 兰州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1 王文杰 东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2 王奕婷 北京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3 夏玉萍 东北大学 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4 邢浩哲 燕山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5 邢庆辉 西北工业大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6 薛涛 中南大学 计算机学院 数字化艺术与设计
57 杨力臻 南京农业大学 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 杨晓萌 长安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9 杨雨晨 西安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工程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60 杨泽涛 中山大学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1 殷泽原 山东大学 泰山学堂 网络空间安全
62 袁振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数学与物理学院 人工智能
63 张汉松 华北电力大学 数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4 张怡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5 张喆 同济大学 软件学院 人工智能
66 张正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67 赵钰 南开大学 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8 朱瑞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69 朱同天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