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 光学工程 202310334 张世杰 一等

2 光学工程 202310305 石宇泽 一等

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59 樊程祥 一等

4 光学工程 202310317 李勇 一等

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46 申佳琪 一等

6 光学工程 202310276 施昊松 一等

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66 钟艺 一等

8 光学工程 202310272 袁硕 一等

9 光学工程 202310303 张光彩 一等

1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72 孙伟 一等

1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52 倪心愿 二等

1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76 胡翰文 二等

1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42 洪方磊 二等

14 光学工程 202310280 辛玮 二等

15 光学工程 202310332 武文 二等

1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58 刘稳稳 二等

1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38 闫韶健 二等

18 光学工程 202310309 王康 二等

19 光学工程 202310308 席科磊 二等

2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86 张浩 二等

2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35 郁子恩 二等

22 光学工程 202310327 司璐 二等

23 光学工程 202310278 李智 二等

24 光学工程 202310300 龙洪亮 二等

25 光学工程 202310271 张洪宇 二等

2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65 牟彦霏 二等

27 光学工程 202310294 刘家彤 二等

2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05 张昊 二等

29 光学工程 202310321 赵源 二等

3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20 闵新港 二等

3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61 钱峻 二等

3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56 张广威 二等

3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00 李佳颖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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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33 颜宗强 二等

35 光学工程 202310346 刘逸飞 二等

3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49 陈嘉宁 二等

3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63 高阳 二等

3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52 罗洪 二等

39 光学工程 202310275 董永乐 二等

40 光学工程 202310269 赵明泽 二等

4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67 林燕妮 二等

4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91 强铭 二等

43 光学工程 202310322 王婷 二等

44 光学工程 202310268 杨东 二等

4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19 陈益姝 二等

46 光学工程 202310301 郑金虎 二等

47 光学工程 202310345 赵妍 二等

4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60 赵斌 二等

49 光学工程 202310335 张志文 二等

50 光学工程 202310336 刘颖 二等

5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51 许理云 二等

5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70 单晓 二等

5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02 龙耀强 二等

54 光学工程 202310326 蔡书祺 二等

5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53 刘熠翕 二等

5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21 宋瑞昕 二等

5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85 梅海城 二等

58 光学工程 202310299 张栩瑜 二等

59 光学工程 202310296 曹蔚琳 二等

60 光学工程 202310331 苏昕 二等

6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62 刘峥 二等

6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78 倪璐璐 二等

6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88 张文星 二等

64 光学工程 202310297 詹旭东 二等

6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26 王梓屹 二等

66 光学工程 202310279 贺瑜 二等

67 光学工程 202310295 李哲潇 二等

68 光学工程 202310313 倪天成 二等

69 光学工程 202310306 章振荣 二等



7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06 赵姗姗 二等

7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45 肖涵 二等

72 光学工程 202310344 李明 二等

7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42 万帅 二等

7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47 何康 二等

75 光学工程 202310316 占浩 二等

76 光学工程 202310319 陈昌 二等

77 光学工程 202310329 盛小航 二等

7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29 刘建钊 二等

7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47 陈铭彤 二等

80 光学工程 202310270 张金标 二等

81 光学工程 202310310 刘琦 三等

82 光学工程 202310304 王傲 三等

83 光学工程 202310347 孙庭钰 三等

8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38 朱子益 三等

8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39 董雯雯 三等

8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40 王宜菲 三等

8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17 陈元亮 三等

8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22 刘树婷 三等

8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50 郑科杰 三等

9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40 成科 三等

91 光学工程 202310263 余越 三等

92 光学工程 202310298 周星 三等

9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10 史肖阳 三等

9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24 卢彬彬 三等

9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49 徐振超 三等

9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43 杨志金 三等

97 光学工程 202310325 蒋驰 三等

9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81 方之强 三等

9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13 唐剑 三等

10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73 郭彩蓉 三等

101 光学工程 202310289 王啟宁 三等

102 光学工程 202310277 欧少忠 三等

103 光学工程 202310307 南博洋 三等

104 光学工程 202310328 陈卓 三等

105 光学工程 202310273 谢安 三等



106 光学工程 202310320 汪路军 三等

10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37 胡晓楠 三等

10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31 徐静静 三等

10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39 王兰霞 三等

110 光学工程 202310330 黄晓杰 三等

111 光学工程 202310291 王兴宇 三等

11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57 李润泽 三等

11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18 李绍鑫 三等

114 光学工程 202310342 王焜 三等

115 光学工程 202310286 朱倩 三等

116 光学工程 202310339 彭瑞杰 三等

11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53 沈李正一 三等

11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68 闫俊屹 三等

11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94 杨涵 三等

12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37 王肖阳 三等

121 光学工程 202310324 申玲菲 三等

122 光学工程 202310281 孙博文 三等

123 光学工程 202310283 梅金城 三等

124 光学工程 202310288 胡光强 三等

125 光学工程 202310302 洪亮 三等

126 光学工程 202310340 孙璨 三等

12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03 范学仕 三等

12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77 戴洋毅 三等

12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80 周文杰 三等

13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14 周智轩 三等

131 光学工程 202310312 黄磊 三等

132 光学工程 202310337 李冠良 三等

13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09 朱宗晶 三等

13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27 张岭 三等

13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75 郭松 三等

13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79 汤成 三等

13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82 谢周宇 三等

13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15 王刚 三等

139 光学工程 202310265 王俊杰 三等

140 光学工程 202310285 王楠 三等

141 光学工程 202310314 张兰亚 三等



142 光学工程 202310292 戴光宇 三等

14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83 刘煜 三等

14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71 陈文彬 三等

14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89 孙凯 三等

14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93 杨沛钢 三等

147 光学工程 202310282 张波 三等

14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96 王金凤 三等

14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16 熊虎 三等

15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45 王奋靖 三等

15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11 栾广瑞 三等

15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25 赵倩阳 三等

153 光学工程 202310264 颜佳翱 三等

15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46 李党党 三等

155 光学工程 202310284 王全全 三等

15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04 陈迎港 三等

157 光学工程 202310348 王芙晔 三等

15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44 罗娜 三等

15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54 陈龙 三等

16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55 郑增荣 三等

16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99 贾潜伟 三等

162 光学工程 202310341 李召阳 三等

16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41 徐达 三等

16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74 陈聪 三等

16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36 朱银飞 三等

16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41 徐湘 三等

16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97 朱非凡 三等

168 光学工程 202310287 吴先钰 三等

169 光学工程 202310333 郑兴国 三等

17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01 葛委南 三等

17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07 周回 三等

172 光学工程 202310343 蒋叶昕 三等

17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34 安静 三等

17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23 胡松岩 三等

175 光学工程 202310293 王兴萍 三等

17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08 周力 三等

17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644 杨冠东 三等



178 光学工程 202310338 杨丽 三等

179 光学工程 202310318 温毅权 三等

18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03590551 周天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