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2018年拟接收推荐免试博士研究生公示名单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白瑞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华罗庚数学
班)

唐乾 首都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何益钦 湘潭大学 数学类(韶峰班)

杨锡柳 四川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试验班)

许翔 武汉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杨成浪 北京理工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黄可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刘尧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周忠鹏 北京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季策 北京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张祥 北京交通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理科试验
班)

刘鹏 厦门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曹华斌 湘潭大学 数学类(韶峰班)

安嘉伟 南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袁铮 四川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经济创
新班)

陆玉锋 厦门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范遥 同济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薛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数学与应用数学

郭函菲 华东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基础数学

何邦宁 中山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杨亦晨 北京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柳伊扬 北京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李正一 北京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肖天南 四川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袁才友 浙江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周传赛 南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典伟贞 吉林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梁邵博 四川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试验班)

计算数学

高广维 吉林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陈辰阳 北京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杨帆 北京大学 统计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刘子愉 南京大学 统计学

刘俣伽 厦门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洪韬 东南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沈心怡 北京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孙纬地 北京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应用数学

李丽 中国农业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泳欣 北京师范大学 统计学

张岐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蔡晓榕 北京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统计学

王惠远 南开大学 统计学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邓宇昊 北京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邵凌轩 清华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黎敏铮 吉林大学
统计学(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试验计划)

唐俊杰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勷勤创新班

陈亮 湖南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翔 北京大学 统计学

蒙希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朱玉茹 中山大学 统计学

数学科学学院 统计学

李新宇 武汉大学 统计学

姜旭航 北京大学 物理学

曹雄辉 东南大学 物理学

关鑫 浙江大学 物理学

傅杨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黎旭翔 北京大学 天文学

程晨 华中科技大学 物理学

赵鹏举 四川大学 物理学(试验班)

唐石安 天津大学 应用物理学

郑宇凡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脱心宇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蔡孟初 西安交通大学 物理学(试验班)

陈皓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物理学

许昌龙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贺一珺 武汉大学 物理学

邵俊翔 四川大学 物理学(基地班)

李辉 长沙理工大学 物理学

张光帅 北京大学 天文学

徐文正 西北大学 物理学基地班

韩颖达 山东大学 物理学

阮敬文 吉林大学
物理学(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试验计划)

理论物理

李成翊 北京理工大学 理科试验班(物理菁英班)

马尧 山东大学 物理学

迟济怀 吉林大学 核物理

陈家豪 西安交通大学 物理学(试验班)

袁琪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马凯 北京大学 物理学

王姝婧 厦门大学 物理学类

潘琮 北京邮电大学 应用物理学

林杰 北京大学 物理学

相腾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蒋楚翘 四川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茅钰才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吴泽峰 武汉大学 物理学

彭靖 武汉大学 物理学

物理学院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郭启隆 西安交通大学 物理学(试验班)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吕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郭振宁 兰州大学 应用物理学

武晓圆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汪洋 西安交通大学 应用物理学

马雪岩 中山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原子与分子物理

俞文锦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耿佳雨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张铱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姚屹林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刘振禹 南京大学 物理学

林伟胜 哈尔滨工业大学 核物理

黄瀚霄 哈尔滨工业大学 应用物理学

何任川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薛少华 吉林大学 物理学

张舒童 北京理工大学 理科试验班(物理菁英班)

姜明君 北京大学 物理学

李晓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核物理

苏鑫杨 四川大学 物理学(基地班)

余修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

等离子体物理

张玉佩 辽宁师范大学 物理学(师范)

陈文杰 北京大学 物理学

时若晨 复旦大学 物理学

洪嘉妮 华中师范大学 物理学

宫明 中国海洋大学 物理学

宋易知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王善 山东师范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王朕铎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黄志豪 东北师范大学 物理学

袁帅 吉林大学 应用物理学

吉源 山东大学 物理学

季浩然 浙江大学 物理学

孙恺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核物理

黄雨晴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武媚 山西大学 物理学(国家基地)

李龙飞 北京理工大学 理科试验班(物理菁英班)

余雪佳 湘潭大学 物理学

王文伟 山西大学 物理学(国家基地)

卢倬成 中国人民大学 物理学

胡天晨 东北大学 应用物理学

成星 北京大学 物理学

王子鹏 北京大学 物理学

石智方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蒋伟 北京大学 物理学

物理学院

凝聚态物理

卓笑 北京大学 物理学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王政国 北京大学 物理学

李思衡 大连海事大学 应用物理学

杨光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黄代强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刘益志 陕西师范大学 物理学(创新实验班)

朱鹏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应用物理学

孙慧敏 东南大学 应用物理学

何梦云 北京大学 物理学

朱禹丞 南京大学 物理学

赵嘉佶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张帆 安徽大学 应用物理学

吴葆春 北京大学 物理学

田宇成 浙江大学 物理学

蔡子东 北京大学 物理学

何霄 南京大学 物理学

聂靖昕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刘轩 武汉大学 材料物理

张凡 南京大学 物理学

韩香岩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物理

周佳欣 北京大学 物理学

王柳冰 华中师范大学 物理学(基地班)

孙燕红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科学
班)

张宝庆 山东大学 物理学

陆文龙 武汉大学 材料物理

崔浩楠 浙江大学 物理学

刘洲 北京大学 物理学

李娜 吉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半导体化学
试验班)

雷孟铼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黄逸婧 东南大学 应用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盛珊珊 吉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半导体化学
试验班)

张沛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陈晓炯 浙江大学 物理学

劳怡楠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薛朝航 南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李润丰 苏州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程雪 中南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单凌霄 北京交通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闫秋辰 南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包觉明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刘国栋 天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黎祥东 复旦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叶璐璐 太原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理学院

光学

闫霖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 应用物理学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劳成昊 华中科技大学 物理学

刘殊恒 华中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学

王云坤 山东师范大学 物理学

高勇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物理学

刘畅 北京师范大学 天文学

李文秀 北京大学 天文学

胡豪杰 华东理工大学 应用物理学

王子航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焦文裕 北京大学 天文学

何子麒 北京大学 天文学

胡帆 北京科技大学 应用物理学

史芳菲 北京师范大学 天文学

陆家明 北京大学 天文学

徐江伟 华中科技大学 应用物理学

徐德望 南京大学 天文学

天体物理

张中府 山东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

周紫薇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

刘泓君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秦汉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气象学

时铭 中国海洋大学 大气科学

孔浩 北京大学 大气科学

任阳泽 北京大学 大气科学

赵威伦 北京大学 大气科学

张璐 中国海洋大学 大气科学

卫茁睿 兰州大学 大气科学

董悦明 中山大学 应用气象学

田晓青 厦门大学 海洋科学

王晓琳 中国海洋大学 大气科学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刘泽慧 兰州大学 大气科学

王爽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刘田颖 中山大学 大气科学

王卓群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类

姜睿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大气科学（物理海洋
学）

李想 浙江大学 大气科学

黄月 天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黄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张戈辉 武汉大学 物理学

李嫚 四川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杨志涛 北京理工大学 理科试验班(物理菁英班)

胡益伟 郑州大学 物理学

胡希瑶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谭涛 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

罗深 南京大学 物理学

物理学院

核技术及应用

祝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苏士皓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蒋耀湘 北京大学 物理学

杨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核物理

朱红村 四川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韩锦涛 北京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

潘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应用物理学

刘佳鑫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韩美芸 兰州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孔德锋 武汉大学 物理学

物理学院 核技术及应用

刘佳怡 武汉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郭怡兰 清华大学 化学

沈弈寒 北京大学 化学

陈昱光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唐麒 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孙怀洋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陈思聪 清华大学 化学生物学

林豪禹 山东大学 化学

刘宏宇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陈梦琪 暨南大学 应用化学

张亦弛 北京大学 化学

莫依天 北京化工大学 应用化学

朱庆业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武桐玥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张意 北京大学 化学

谢思宇 四川大学 化学

华汪德 南开大学 化学

朱子琦 南开大学 化学

杨帆 北京大学 化学

余子迪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谢颖 厦门大学 化学类

陈含 武汉大学 化学

张锦文 山东大学 化学

张宁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何玥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周雪涵 浙江大学 化学

杨子煜 北京大学 化学

赵帆 北京大学 化学

王坤 厦门大学 化学类

管林泉 郑州大学 化学

陆奕霖 南京大学 理科试验班

杜鸿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材料化学

闫树鹏 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郑莘荷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

化学

靳汝湄 北京大学 化学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谢泽威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李元培 山东大学 化学

黄震 北京大学 化学

豆柏文 武汉大学 化学

袁晨悦 北京大学 化学

毛栋 南开大学 材料化学

张攀 武汉大学 化学

肖旖杨 南开大学 化学

杨远帆 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倪梦双 南开大学 化学

孙晗力 北京大学 化学

刘威 南京大学 化学

吴博韬 天津大学 应用化学

刘子琦 中山大学 化学生物学

刘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周澍瑶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
班)

杨铭栋 厦门大学
化学类(含化学、化学生物
学)

王静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张守强 南京大学 化学

曾如馨 南京大学 化学

高子睿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
班)

汪珏 武汉大学 化学

沈成桢 南京大学 化学

史策 北京大学 化学

李逸 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丁静怡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

成丹阳 武汉大学 化学

刘芷君 南开大学 化学

李昭玥 山东大学 化学

吴小凡 山东大学 化学

杜平 南京大学 化学

齐浩 山东大学 化学

邵毅 兰州大学 化学

付子豪 北京大学 化学

刘德佳 四川大学 化学

蒲之琛 南京大学 化学

金国庆 苏州大学 应用化学

薛浩宗 山东大学 化学

亓金婉 山东大学 化学

王倩雯 厦门大学 化学类

蔡明志 厦门大学 化学类

秦学涛 山东大学 化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

化学

范慧敏 首都师范大学 化学(师范)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孙啸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张宇琛 四川大学 化学(试验班)

孔娅 山东大学 化学

张凡 武汉大学 化学

赵雪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

熊若尧 浙江大学 化学

梁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齐维琳 山东大学 化学

杨婷婷 中山大学 材料化学

孙萌泽 福州大学 化学基地班

李明瑶 东北师范大学 化学

陈煜楠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马子腾 华中科技大学 化学

方煜恢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

郝传清 吉林大学
化学(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
培养试验计划)

潘荟宇 南开大学 化学

丁丽 四川大学 化学

由瀚天 天津大学 应用化学

孙颖 山东大学 化学

王兆旭 四川大学 化学(试验班)

陈程 天津大学 应用化学

林学宇 南开大学 材料化学

孙文甲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

王琦贤 华东师范大学 化学

刘赟 南京大学 化学

郭逸霖 厦门大学 化学类

张金霞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吴傲奔 南开大学 化学

李硕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

黄可闻 南京大学 化学

徐美佳 浙江大学 化学

梁杰锋 吉林大学 化学

贾之恒 北京大学 化学

童天泽 哈尔滨工业大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

化学

钟守超 北京大学 应用化学

付思喆 武汉大学 生物科学

胡波 山东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王兴卫 中国农业大学 农学

张晓婷 华中农业大学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
术人才培养基地)

付钰 复旦大学 生物科学

张梦凌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科学与技术

王海军 武汉大学 生物制药

杨宝萍 兰州大学 草业科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何茂扬 浙江大学 动物医学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刘鹏涛 南京农业大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郭岳峰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孙朝黎 辽宁大学 生物技术

徐昊 南京农业大学 生物技术

生物学

孙含笑 华中农业大学
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科基
地)

李铀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刘艺 南京农业大学 农学(金善宝实验班)

万苗苗 吉林大学 农学

容玉琳 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张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

刘天旭 首都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师范)

吴雅鑫 内蒙古大学 园艺

杨继轩 东北农业大学 生物科学

植物学

刘春浩 东北林业大学 生物技术

蔡佳瑶 华东师范大学 生态学

孙秀佳 山东大学 生物科学

李小雨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刘鸣章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动物学

刘沿江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杨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童泽鑫 南京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金善宝实验班)

钱统瑞 同济大学 生物技术

朱晨 南昌大学
临床医学(中英双学位合作办
学项目)

王旭一 东北农业大学 生物技术

孙泽惠 云南大学
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基地
班)

杨甜 河北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李雪霖 四川大学 生物科学(试验班)

祁铱格 东北林业大学 生物技术(基地班)

张克嘉 内蒙古大学 生物科学

夏晨亮 同济大学 生物技术

李子卿 兰州大学 生物科学

生理学

宋卫彬 南京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段文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科学

赵震 兰州大学 生物技术

刘曼琳 天津大学 生物科学

王书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于晓洁 中山大学 生物科学

廖雨涵 同济大学 生物技术

王信 山东大学 生物科学

邓雅方 厦门大学 生物科学

陈坷璇 复旦大学 基础医学

范贵良 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黄婉萍 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汪春晖 同济大学 生物技术

王福霖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谢思 内蒙古大学 生物学(基地)

崔英姿 山东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黄颖 中国海洋大学 生物技术

陈波 同济大学 生物技术

王荣羿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胡静茹 东北林业大学 生物技术

张学斌 兰州大学 生物技术

王梦萱 郑州大学 生物工程

马添翼 复旦大学 生物科学

何双 华中农业大学 生物信息学

段光兴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辛昌昌 中山大学 生物技术

细胞生物学

朱昰聪 华中农业大学
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科基
地)

常斐然 中国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科学

胡在锋 武汉大学 生物科学

傅迪宏 南开大学 生物科学

朱文苑 郑州大学 生物技术

曾庆芳 兰州大学 生物科学

罗杰琛 中山大学 生物技术

赵华煜 山东农业大学 生物技术

李可骄 四川大学 生物科学(基地班)

王梦媛 北京化工大学 制药工程

黄新平 吉林大学 药物制剂

姚鹏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动物医学

宫丽娟 东北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陈欣 东北农业大学 生物工程

张文硕 山东大学 生物科学

杨经纬 厦门大学 生物科学

潘倩 北京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诸葛瑞鹏 中南大学 制药工程

田峰 兰州大学 生物科学

马原溪 中国农业大学 生物科学

陈文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陈红 上海理工大学 医学信息工程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杨晓珂 云南大学
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基地
班)

陆明傲 武汉大学 生物科学

王啸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应用物理学

吴烘贵 同济大学 生物技术

袁天骄 山东大学 生物科学

张云阳 吉林大学 动物医学

许德澍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物理学

狄琳 华中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周冰媛 北京林业大学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姚欣敏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王宇 北京大学 英语

吕钰麟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刘宝琳 华中科技大学 生物信息学

江静媛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生物学（生物信息学）

陈心悦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宋子菡 山东大学 生物科学

魏玉晓 南京师范大学 生物工程

周涵 中国农业大学 农学

何清 南京农业大学 农学(金善宝实验班)

周晓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学

王怡 东北农业大学 园林

李广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生物技术）

赵坤 南开大学 生物科学

刘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遥感科学与技术

修格致 北京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叶光冉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采矿工程

温景充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汪龙潭 中国海洋大学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张逸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石油工程

肖万博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石永祥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杨礼萌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学

任春美 吉林大学 地球物理学(李四光试验班)

高鸿宇 北京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

刘志扬 北京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空间物理学

谭光钰 北京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

乔锦燃 吉林大学 地质学

刘文祥 吉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王美慧 兰州大学 地质学

刘杰 北京大学 地质学

刘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
学

陈雪倩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质学

梁琳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王超 中南大学 地质工程

王淑真 西北大学 地质学基地班
地球化学

章美希 北京大学 地质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黄天正 北京大学 地质学

杨屹洲 浙江大学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张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质学

古大祥 吉林大学 地质学

黄保有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
院

构造地质学

张怀惠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构造地质学 李能韬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地质学（材料及环境矿
物学）

贾昊凝 北京大学 地质学

关旭同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能源)

于进鑫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新能源地质与
工程)

李臻超 北京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徐金波 上海交通大学 资源环境科学

地质学（石油地质学）

唐钰开 北京大学 地球化学

季勍雯 武汉大学 测绘工程

张志亮 吉林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刘晓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
院

摄影测量与遥感

赵明乐 武汉大学 物理学

代佩霖 北京大学 金融学

刘雅洁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庞晨瑜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

谢丹丹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基地班,师范)

宋词 清华大学 药学

李金珂 北京大学 德语

王一伊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李嘉琪 北京大学 地球化学

黄剑锐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基地班,师范)

基础心理学

李澳 北京大学 整合科学

朱敏帆 北京大学 心理学

鞠芊芊 江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师范)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

应用心理学

曲星羽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基地班,师范)

陶冶 东南大学 软件工程

李皓辰 中国农业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王靖琨 清华大学 自动化

颜鲲 湖南大学 软件工程

邓枭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软件工程

林福气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文艺学 罗茂轩 北京大学 汉语言文学

向思琦 北京大学 汉语言
汉语言文字学

张沐舒 北京大学 汉语言

张亿 北京大学 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刘扬 北京大学 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代文学 张钊 北京大学 古典文献学

赵诗情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中国现当代文学

黄馨怡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民
间文学）

俞明雅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管文韬 北京大学 考古学

胡沛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党丰 郑州大学 考古学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

崔嘉宝 西北大学 考古学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邓阿莲 北京大学 考古学

彭思宇 南开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

黄一哲 厦门大学 考古学

哲学系 宗教学 张照 北京大学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

吴尚 南开大学 经济学

赵华熹 兰州大学 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方达 辽宁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

经济思想史 王欢 北京大学 经济学

李德轩 中国传媒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网络多媒体方
向)

王小倩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基地班)西方经济学

陈阳 华北电力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世界经济 石可寓 吉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唐昱阳 北京大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陈锐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精算与风险管理方向)(
实验班)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

苏品一 南开大学 工商管理

赵煦风 北京大学 财政学

柯俊强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财政学

王筱筱 上海财经大学 财政学

王彬 南开大学 经济学

李怡然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金融学

闫昱 中国农业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国民经济学 姚心觉 南开大学 经济学

董卉宁 吉林大学 金融学

王众 武汉大学 金融学

李松楠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

杜君 山东大学 金融学

金融学

冯业倩 北京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

产业经济学 邓涵 中央财经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

林凯 东南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李曼州 厦门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袁旋宇 北京大学 城市管理

姚昕言 北京大学 城市管理

王璐 天津大学 工程管理

景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

蔡天远 南开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许姜 北京大学 社会学

郭宁 北京大学 金融学

刘汝晗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学

张云博 辽宁大学 市场营销

钱留杰 北京大学 财政学

光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冯羽 中央财经大学 城市管理

政治学理论 梁贞情 北京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刘雪萌 北京大学 行政管理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何鹏宇 北京大学 行政管理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宋恒旭 武汉大学 金融学

何贺敏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学西方经济学

黄丽灵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

易浩聪 华中科技大学 功能材料

曹博 华中科技大学 功能材料

赵长斌 兰州大学 化学

叶耀坤 暨南大学 应用物理学

深圳研究生院

力学（先进材料与力
学）

王乐涛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王一帆 内蒙古大学 应用物理学

周简硕 西北工业大学 应用物理学

樊晨炜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方峥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物理电子学

赵梦宇 山东大学 应用物理学

凌尧天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周航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张逸舟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张斌 兰州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刘明昊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范梦绮 中山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王浩彬 吉林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刘柯钦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陈宇峰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袁锐 吉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陈亮 兰州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罗金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物理电子技
术、传感网技术方向)

杨宇驰 西安交通大学 物理学(试验班)

金生霄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徐辉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郭业昌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程武 北京理工大学 电子封装技术

李海霞 中山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周晔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刘力桥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杨凌濛 西安交通大学 物理学(试验班)

魏梦麟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贺晓阳 兰州大学 物理学

李繁弘 西北工业大学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帅强强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陈思飞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梁力搏 北京大学 物理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量子
电子学）

税鸿冕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陈心羽 华中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崔健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刘岑 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何琦琛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王博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管鹏鑫 北京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操玉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韩昌灏 吉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半导体化学
试验班)

通信与信息系统

段曜 武汉理工大学 通信工程

曾书豪 北京大学 通信工程

魏来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海亚龙 兰州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信号与信息处理

郑东升 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李星辰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沙赛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倪蕴哲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郭一江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张炜奇 北京邮电大学 软件工程

贾连成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系统结构

沈程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屈笑如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沈剑豪 北京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王鹤媛 南开大学 软件工程

符芳诚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谢旭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兆鹏 南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郭晓熙 南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博洋 复旦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悦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安全

黄潋哲 武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罗懿行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信息工程)

李丰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田得雨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鹏程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田然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坤 北京科技大学 信息安全

刘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软件工程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张子祺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苏强 东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元祺 武汉大学 统计学

戴林辉 广西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刘瑞昕 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

柴梓 南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雷萌 中国农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叶钊达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胡琳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林凯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何干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严汀沄 清华大学 自动化

毛书南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巩国强 中山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光耀 武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侯沂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戴永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梁婷婷 北京邮电大学 网络工程

李志轩 天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翔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尚明宇 吉林大学
软件工程(国家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

陈骁宇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金城 中南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李明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安全

刘灿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方正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陈迈越 南京大学 物理学

唐业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胡少驰 中山大学 通信工程

董龙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徐大鹏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
能科学与技术）

宋默弦 西北工业大学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董英伟 北京大学 城乡规划

肖楠 南开大学 经济学

黎嘉辉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学

尚双鹤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刘松瑞 北京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理论经济学（国家发
展）

侯苏洋 厦门大学 经济学

金融学 权盈月 天津大学 金融学

周甜甜 北京林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刘欣煜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
培养基地班)

梁潇 北京理工大学 经济学

吕欣欣 中国农业大学 金融学

黄启旺 南开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应用经济学（农村转型
经济学）

文峰 厦门大学 经济学

苏孟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全球管理实验班)

孙小燕 中央财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国家发展研究院

企业管理

王晶晶 中央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

张欣怡 北京大学 心理学

陈冠鹏 北京大学 心理学
整合生命科学（心理
学）

宋永前 北京大学 心理学

数据科学（数学） 张向辉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
院

凝聚态物理 尚念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刘秉尧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科学
班)

杨诗祺 电子科技大学 应用物理学凝聚态物理

刘冬林 电子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含光通
信与光电工程、信息显示与

李路思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关国业 四川大学 物理学(基地班)

余正清 中南大学 应用物理学

夏康 武汉大学 生物技术

谢维新 中山大学 物理学

整合生命科学（物理
学）

李佳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应用物理学

李杨立志 兰州大学 化学
物理化学

徐波 兰州大学 物理学

王雅伟 济南大学 环境工程

高泽悦 厦门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含生物工
程)

王瑞祥 南开大学 化学

程北溟 山东大学 化学

温志辉 南开大学 化学

周欣悦 南开大学 化学

整合生命科学（化学）

孔令昊 南开大学 化学生物学

高晓雯 武汉大学 化学

吴城玲 北京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唐际琳 山东大学 材料物理

纳米科学与技术（化
学）

闫文卿 南开大学 材料化学

匡翔宇 南开大学 生物科学

孙法家 山东大学 生物科学

李思扬 电子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秦宸睿 南京农业大学 生物技术

陈夏 南京农业大学
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科基
地)

卫潇茗 四川大学 生物技术(基地班)

孙汉源 北京化工大学 制药工程

刘子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董利婷 兰州大学 环境科学

程军 安徽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陈家逸 华南师范大学 生物工程

高原 华东师范大学 生物技术

谢雨晨 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技术

张玉 安徽大学 生物科学

曹磊 武汉大学 生物科学

付禹豪 中国农业大学 生物科学(理科试验班)

江文宏 山东大学 生物科学

柏亚君 兰州大学 生物技术

姜智胜 南京农业大学 农学

闫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
院

整合生命科学（生物
学）

聂维 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技术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齐烨 华南农业大学 生物科学

翟浩田 兰州大学 生物科学

龚岩岩 陕西师范大学 生物技术

周雪垠 武汉大学 生物科学

张妤彤 天津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微生物工程)

杭雨奇 山东大学 生物技术

韩亚雯 武汉大学 生物科学

陈诗源 华中师范大学 物理学

闫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刘畅 河北大学 生物科学

陈嘉伟 天津大学 制药工程

李依舟 南昌大学 生物技术

李金平 西北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吕学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科学

整合生命科学（生物
学）

王琪 广西大学 生物技术

杨文昊 北京大学 统计学

林大超 北京大学 统计学数据科学（统计学）

胡一征 北京大学 金融学

纳米科学与技术（力
学）

周帆 山东大学 材料物理

王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

冯志恒 合肥工业大学 医学信息工程

马昕蕾 大连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高伟政 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工程

杜绍康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叶灿 北京大学 医学实验技术

王杨璐 西南大学 制药工程

周才微 哈尔滨工业大学 应用物理学

白林鹭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岳壮 北京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段晓岑 郑州大学
安全工程(结构与设备安全方
向)

力学（生物力学与医学
工程）

谷慧君 天津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林艳霞 吉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半导体化学
试验班)

夏梵 南京大学 理科试验班

李伟杰 中南大学 应用物理学

彭勇 电子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含光通
信与光电工程、信息显示与

物理电子学

潘昊阳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荆兆坤 华中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张驰 武汉大学 测绘工程

杨明钰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徐瑞健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曾祥仲 南开大学 材料化学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
院

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
医学工程） 王浦鑫 兰州大学 生物技术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
院

整合生命科学（基础医
学）

年欣欣 南方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李帅 北京大学 工程力学

陈芳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潘杰 西北工业大学 飞行器制造工程

隋昊男 天津大学 工程力学

朱熙 北京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孟子雄 武汉大学 工程力学

邵世轩 东南大学 工程力学

吴东 重庆大学 工程力学

李鉴卿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程力学

马小杰 河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杜增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程力学

高晨皓 大连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钱令希创新班)

方奔 东北大学 工程力学

谢明宇 兰州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固体力学

海旭升 北京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吴王鸿志 北京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章盛祺 北京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王彬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张林森 西北工业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阮善信 哈尔滨工程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苏靖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武克文 西北工业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刘向阳 北京大学 工程力学

翟韵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工程力学

李俊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郝彦明 湘潭大学 工程力学

许得豪 南方科技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流体力学

洪瑶 南昌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刘运谋 北京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海永清 天津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韩旭东 北京大学 工程力学

耿明广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工程力学

樊振强 北京大学 工程力学

工程力学

杜晖 山东大学 工程力学

王璇 郑州大学 工程力学

方文轩 中南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力学（生物力学与医学
工程）

武泽明 郑州大学 工程力学

翟锦鹏 北京大学 工程力学

倪子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程力学

孙琛 大连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
制）

吕晓旭 哈尔滨工业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曾怡 华中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

工学院

力学（先进材料与力
学） 周金辉 北京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李廷炜 湘潭大学 物理学

张钰 北京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潘双嫄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物理

李占淼 华中科技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吕瑞聪 北京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贻非 南昌大学 材料物理

方培玉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史腾飞 山东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沈祎恒 北京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倪冬原 西南大学 物理学

陆恒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力学（先进材料与力
学）

罗小进 北京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陈为彬 东北大学 冶金工程

郑帅 东北大学 采矿工程

李媛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海洋科学

单育英 清华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孙泽正 北京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刘美静 北京化工大学 生物工程

董兆祺 大连理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海洋石
油装备)

司济沧 北京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孙北奇 北京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彭兆睿 北京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
程）

于江 北京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陈鹏 北京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侯江东 北京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

邓琛 北京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

邱泓恬 北京大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

杨周剑云 北京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蔡冲 北京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

蒋昕鹏 中南大学 药学

郭倩 中国医科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杨迪 北京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马中天 电子科技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徐鑫舳 西北工业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袁文涛 华中科技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秦加航 北京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曾文龙 中山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张雪薇 浙江大学 生物科学

王晨曦 北京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屈帅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生物工程

郭鑫星 北京大学 工学大类

刘皓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程力学

庞维青 山东大学 自动化

工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公伯 东北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工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高园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王钰 中山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高凯琳 南开大学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卢子涵 武汉大学 地理科学

董建权 武汉理工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杨家帅 北京大学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自然地理学

祝欣荣 中国农业大学 应用气象学

任卓然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杨婕 北京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金文纨 中国农业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
人文地理学

胡昊宇 南京师范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罗晴 厦门大学 环境科学

徐浩然 兰州大学 大气科学

王宇晴 武汉大学 环境科学

尹书君 中国农业大学 化学

刘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环境工程(地质环境调查)

刘心睿 兰州大学 大气科学

贺勇 北京大学 环境科学

李昱君 南京大学 地理科学

地理学（环境地理学）

贾映亭 北京大学 环境科学

第四纪地质学 商纪元 北京大学 化学

张艺伟 河海大学 测绘工程

黄含玥 厦门大学 生态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生态学

董立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

唐梦雪 北京林业大学
木材科学与工程(家具设计与
制造方向)

杨苏丁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

柴文咪 云南大学 大气科学

贾薇茜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郭超艺 北京林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沈睿哲 北京大学 环境科学

刘俊宙 南京大学 环境科学

靳茜芃 吉林大学 环境科学

赵星辰 内蒙古大学 环境科学

陈景川 吉林大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董平 南开大学 环境科学

胡锦芸 南京大学 环境科学

张启明 北京大学 环境工程

刘福洋 北京大学 环境工程

廖胤皓 北京大学 环境工程

陈赟丹 东华大学 环境工程(卓越班)

周建行 大连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

杨善卿 同济大学 环境工程

聂铭均 南京大学 地球化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

环境工程

刘生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拟录取院系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环境工程 任杰 大连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柳金明 南开大学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张译丹 大连理工大学 环境生态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

健康）
史云岫 北京大学 环境科学

生理学 王方奕 天津大学 生物科学

细胞生物学 林鹏燕 中国海洋大学 生物科学

生物物理学 莫燕权 清华大学 自动化

徐扬 吉林大学 制药工程

汪冬 华东师范大学 生物技术

沈浩 南京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国家理科基地)

刘雅茜 中国农业大学 生物科学(理科试验班)

分子医学研究所

生物学（分子医学）

王子晨 哈尔滨工业大学 焊接技术与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