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奖学金等级 备注

1 SX1804001 马丛 物理电子学 二等

2 SX1804002 吕明辉 物理电子学 一等

3 SX1804003 杨致之 物理电子学 一等

4 SX1804004 范北辰 物理电子学 二等

5 SX1804005 高越 电路与系统 无

6 SX1804006 姚泽伟 电路与系统 二等

7 SX1804007 王莹莹 电路与系统 三等

8 SX1804008 戚皖青 电路与系统 二等

9 SX1804009 陶庆 电路与系统 二等

10 SX1804010 林豪 电路与系统 三等

11 SX1804011 张雨晴 电路与系统 二等

12 SX1804012 孙兴凯 电路与系统 二等

13 SX1804013 杜长青 电路与系统 二等

14 SX1804014 赵轩 电路与系统 二等

15 SX1804015 赵亮凯 电路与系统 一等

16 SX1804016 张伟枫 电路与系统 一等

17 SX1804017 袁田 电路与系统 一等

18 SX1804018 韦子伟 电路与系统 三等

19 SX1804019 何纬婧 电路与系统 二等

20 SX1804020 费才献 电路与系统 二等

21 SX1804021 陈子龙 电路与系统 一等

22 SX1804022 周凡 电路与系统 一等

23 SX1804023 刘小雨 电路与系统 一等

24 SX1804024 刘畅 电路与系统 无

25 SX1804025 葛明慧 电路与系统 一等

26 SX1804026 孙冠群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27 SX1804027 张利敏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28 SX1804028 李威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三等

29 SX1804029 邓君昱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30 SX1804030 严丹丹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三等

31 SX1804031 朱家明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32 SX1804032 朱佳佳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一等

33 SX1804033 赵玙璠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34 SX1804034 张超睿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三等

35 SX1804035 袁警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36 SX1804036 吴浩晟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三等

37 SX1804037 王帅恒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三等

38 SX1804038 阮一铮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三等

39 SX1804039 亓文君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一等

40 SX1804040 刘策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41 SX1804041 梁晋玮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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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SX1804042 梁晨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43 SX1804043 李晓洁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一等

44 SX1804044 李梦莹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三等

45 SX1804045 姜玉莹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46 SX1804046 姜琦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一等

47 SX1804047 纪秦蒙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一等

48 SX1804048 陈康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三等

49 SX1804049 陈泓玮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50 SX1804050 朱娅蒙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一等

51 SX1804051 刘江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一等

52 SX1804052 陈凯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一等

53 SX1804053 孙陆阳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二等

54 SX1804054 赵楠 通信与信息系统 二等

55 SX1804055 江志炜 通信与信息系统 二等

56 SX1804056 黄加红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三等

57 SX1804057 毛健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三等

58 SX1804058 孙煜华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59 SX1804059 许方铖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60 SX1804060 吴彬倩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61 SX1804061 王宇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62 SX1804062 王爽 通信与信息系统 二等

63 SX1804063 李祺亦舒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64 SX1804064 杜雨衡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65 SX1804065 蒋珊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66 SX1804066 杨凌辉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67 SX1804067 高璇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68 SX1804068 施天玥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69 SX1804069 徐倩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70 SX1804070 周颖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71 SX1804071 韦维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72 SX1804072 汪云飞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73 SX1804073 田凤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74 SX1804074 施超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75 SX1804075 沈金清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76 SX1804076 刘晨巍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77 SX1804077 胡田钰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78 SX1804078 范兼睿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79 SX1804079 崔畅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80 SX1804080 程戈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81 SX1804081 陈慧超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82 SX1804082 张嘉纹 通信与信息系统 二等

83 SX1804083 刘雪 信号与信息处理 二等

84 SX1804084 汪亚东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三等

85 SX1804085 金泽明 信号与信息处理 二等

86 SX1804086 赵兴科 信号与信息处理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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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SX1804087 张阳泉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三等

88 SX1804088 徐韬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三等

89 SX1804089 王萌 信号与信息处理 二等

90 SX1804090 李晨 信号与信息处理 二等

91 SX1804091 黄佳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三等

92 SX1804092 丁朦 信号与信息处理 二等

93 SX1804093 陈柏兵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三等

94 SX1804094 王梅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一等

95 SX1804095 朱梦雅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一等

96 SX1804096 卢文峰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一等

97 SX1804097 凡志邈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一等

98 SX1804098 周明月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一等

99 SX1804099 李毅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一等

100 SX1804100 郝晓辉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一等

101 SX1804101 艾婧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一等

102 SX1804102 董诗琦 信号与信息处理 二等

103 SX1804103 张天成 信号与信息处理 二等

104 SX1804104 丁逊 信号与信息处理 二等

105 SX1804105 张洁心 信号与信息处理 二等

106 SX1804106 雷嘉兴 信号与信息处理 无

107 SX1804107 张晓媛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一等

108 SX1804108 鲍悦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一等

109 SZ1804001 刘钢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10 SZ1804002 成能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11 SZ1804003 吴东辉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12 SZ1804004 袁代数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13 SZ1804005 倪子颖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114 SZ1804006 尚迎雪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15 SZ1804007 刘皓凯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16 SZ1804008 刘琨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17 SZ1804009 唐中强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18 SZ1804010 钱昊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19 SZ1804011 于亚茹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20 SZ1804012 戴祥瑞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21 SZ1804013 黄威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22 SZ1804014 谢丁速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23 SZ1804015 宋子昂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124 SZ1804016 姜亚超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25 SZ1804017 王文龙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126 SZ1804018 刘念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27 SZ1804019 尚东东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28 SZ1804020 雷震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29 SZ1804021 康晓晨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30 SZ1804022 朱楠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131 SZ1804023 周黄蓉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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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SZ1804024 赵雅悦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33 SZ1804025 游文静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134 SZ1804026 叶辛宁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35 SZ1804027 姚梦恬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136 SZ1804028 许沁怡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137 SZ1804029 徐桐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38 SZ1804030 徐晨月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39 SZ1804031 邢思贝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三等

140 SZ1804032 王玉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141 SZ1804033 王宜匡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42 SZ1804034 王睿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143 SZ1804035 王沛尧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44 SZ1804036 邰凡彬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45 SZ1804037 孙梦蝶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46 SZ1804038 任郑江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47 SZ1804039 南国才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48 SZ1804040 韩玉洁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49 SZ1804041 陈天明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50 SZ1804042 郑圣楠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一等

151 SZ1804043 屠伟林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52 SZ1804044 何益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53 SZ1804045 翁雨昊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54 SZ1804046 张冬洋 电子与通信工程 二等

155 SZ1804047 叶升印 集成电路工程 二等

156 SZ1804048 施聿哲 集成电路工程 二等

157 SZ1804049 万思钰 集成电路工程 二等

158 SZ1804050 汪永峰 集成电路工程 二等

159 SZ1804051 吴晨 集成电路工程 三等

160 SZ1804052 曹帅 集成电路工程 三等

161 SZ1804053 陈云鹏 集成电路工程 一等

162 SZ1804054 胥伟 集成电路工程 一等

163 SZ1804055 刘超 集成电路工程 三等

164 SZ1804056 李森 集成电路工程 二等

第 4 页，共 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