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69 邢龙强 一等

2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96 周也 一等

3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81 窦启燕 一等

4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4005 杨漠雨 一等

5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76 郦姝伊 一等

6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400 顾俊卿 一等

7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66 冯婷 二等

8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401 熊成 二等

9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82 潘超 二等

10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47 金焱 二等

11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48 王原 二等

12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84 许远航 二等

13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44 王玲玉 二等

14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58 刘虎 二等

15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407 赵冬 二等

16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75 曹友港 二等

17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405 李博娜 二等

18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63 刘鑫 二等

19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78 孙晓婕 二等

20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83 李蓉受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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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94 李震 二等

22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49 齐浩彬 二等

23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23 宋智超 二等

24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24 郑和庆 二等

25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87 赵葛剑 二等

26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68 汤应薇 二等

27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33 丁然 二等

28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67 陆宇升 二等

29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57 吴章浩 二等

30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80 王闻娟 二等

31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20 赵婷 二等

32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408 杨立锐 二等

33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34 颜超 二等

34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56 侯雨 二等

35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54 戴健威 二等

36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28 胡景申 二等

37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93 杨佳 二等

38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55 袁赛杰 二等

39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80 黄凯雯 二等

40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71 汪芳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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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99 付文凤 二等

42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58 徐悦 二等

43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88 徐文成 二等

44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39 王怡沁 二等

45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73 李园 二等

46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72 郭慧茹 二等

47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31 江斌 二等

48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403 明俊 二等

49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85 李涵 二等

50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79 张翔宇 三等

51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97 罗也 三等

52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66 翟慧慧 三等

53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74 金柯 三等

54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64 闫云浩 三等

55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54 曾强 三等

56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402 茅丽文 三等

57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73 孙田 三等

58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61 王明金 三等

59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79 华怡坦 三等

60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32 任昱瑄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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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67 齐先豪 三等

62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63 曹焱 三等

63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52 刘振威 三等

64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56 余俊男 三等

65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37 游国达 三等

66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62 信玉娇 三等

67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60 孙歌 三等

68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86 陈晨 三等

69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61 李岚晟 三等

70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42 王昊 三等

71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62 王煊 三等

72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53 李晓萌 三等

73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75 李俊何 三等

74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98 张韬 三等

75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27 朱鑫磊 三等

76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95 高国鹏 三等

77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65 陆萍 三等

78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21 张骞 三等

79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51 沈无双 三等

80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78 王怀志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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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35 叶端胜 三等

82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49 王晨 三等

83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76 张祥虎 三等

84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26 郑文迪 三等

85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90 尹涛 三等

86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391 安移 三等

87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72 王乐聪 三等

88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30 项澜 三等

89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77 黄崇渝 三等

90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25 马明宇 三等

91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45 贾晨鑫 三等

92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70 聂小栋 三等

93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43 张宏博 三等

94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51 王新跟 三等

95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50 朱小勇 三等

96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52 何飞 三等

97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74 姚俊宇 三等

98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59 丁状状 三等

99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65 程俊 三等

1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430406 陈钧一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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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82 张杰 三等

102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64 谢春 三等

103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70 倪敏腾 三等

104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36 杨万利 三等

105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41 张磊 三等

106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77 胡攀 三等

107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69 李广林 三等

108 仪器科学与技术 202330350 钱祖建 三等

109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53 蒋思凡 三等

110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46 范贵明 三等

111 仪器仪表工程 203590722 陈奇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