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68 朱怡文 一等

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40 郭颖 一等

3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05 高鹏程 一等

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34 上官天钧 一等

5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91 王超锋 一等

6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00 赵强 一等

7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73 谢苏 一等

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52 孙林 二等

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56 李世港 二等

1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43 周明君 二等

11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89 周志 二等

1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75 杨雪驰 二等

1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25 谭岩杰 二等

14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02 任子豪 二等

1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54 赵星 二等

16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01 林旭 二等

17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86 陈旭 二等

18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04 涂俊 二等

19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58 林衍照 二等

20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70 梁志远 二等

21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65 吴启标 二等

2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50 焦传扬 二等

2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62 胡文凯 二等

24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13 楼家祺 二等

2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18 杨世伟 二等

2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49 张磊 二等

27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36 夏超宇 二等

28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11 卢坤杰 二等

2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30 司轲 二等

30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12 潘文哲 二等

31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78 李杰 二等

32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16 沈祥飞 二等

33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10 庞江飞 二等

34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92 陈颖 二等

3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12 黄玫 二等

3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66 栗莎 二等

37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75 张容祥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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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74 向文杰 二等

3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80 王硕勋 二等

40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76 陆鑫 二等

41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23 陶宇 二等

42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99 袁巫凯 二等

4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60 蔡书琛 二等

44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95 孙曦 二等

4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48 郑鹏营 二等

46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67 李元昊 二等

47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13 姜喜胜 二等

48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71 吴旭明 二等

4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22 蔡贤杰 二等

5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58 梁陈烨 二等

51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98 孙思昊 二等

5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33 崔文杰 二等

5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78 褚伟 二等

5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42 覃俞璋 二等

5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47 李想 三等

56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74 朱梦念 三等

57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37 宋启哲 三等

58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97 李浩 三等

5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73 朱子豪 三等

60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66 邱凌峰 三等

61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96 韩瀛昊 三等

62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69 陈奕帆 三等

63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94 张之江 三等

6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17 吴冰源 三等

6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63 孙存 三等

66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56 赵宇 三等

67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38 南娇 三等

68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88 张葛 三等

69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07 王鹏 三等

70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15 范忠强 三等

71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87 陈学谦 三等

72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17 尚朝辉 三等

7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26 徐坤 三等

7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59 何文 三等

75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14 何志强 三等

76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72 蔡靖 三等

77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16 蔡先航 三等

7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24 向鑫 三等



7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14 王哲 三等

8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71 周维钦 三等

81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57 王晓锋 三等

82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18 柴淞威 三等

8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70 张静 三等

8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55 王勋 三等

85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83 李玉明 三等

8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19 瞿广辉 三等

87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51 熊娟 三等

8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21 高文强 三等

8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76 莫光萍 三等

9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32 刘铭 三等

91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03 于智洪 三等

92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64 陆禹 三等

93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54 马文杰 三等

94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60 黄学雷 三等

95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80 忻腾浩 三等

9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65 夏强强 三等

97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85 张忠 三等

9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57 徐国骏 三等

99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81 密豪坤 三等

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72 彭瑾 三等

101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20 谢熙君 三等

10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46 杨晨 三等

103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59 张明杨 三等

104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90 傅双杰 三等

105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09 步同杰 三等

10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41 冯卓儒 三等

107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79 丁哲琪 三等

108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93 周徐虎 三等

10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45 张慧 三等

110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55 陈佳佳 三等

1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39 张育榕 三等

112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68 徐硕 三等

11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27 秦佳林 三等

11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64 阚亚亚 三等

11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35 宋伟强 三等

11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53 张甜甜 三等

117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77 郑玉恒 三等

11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77 王茂栋 三等

119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682 徐磊 三等



120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06 金涛 三等

121 电子信息硕士（控制工程） 203590708 赵国承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