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等级 备注说明

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77 沈文玮 一等奖

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84 赵惟玉 一等奖

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10 姚景元 一等奖

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18 张全盛 一等奖

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74 钟琳珊 一等奖

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02 王文远 一等奖

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55 方刚 一等奖

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99 陆佳炜 一等奖

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86 诸一荘 一等奖

1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79 赵闯 一等奖

1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16 徐澳 一等奖

1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67 雒彩霞 一等奖

1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85 曾恺昀 一等奖

1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57 宋秋阳 一等奖

1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机械 192410342 张宗强 一等奖

1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76 费国伟 二等奖

1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87 杜威 二等奖

1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90 宋忠豪 二等奖

1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03 高胜严 二等奖

2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96 王海涛 二等奖

2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11 陈明玺 二等奖

2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93 胡锦川 二等奖

2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91 朱璇 二等奖

2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01 张向鸿 二等奖

2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98 梁坤 二等奖

2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87 袁远莎 二等奖

2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85 黄杰 二等奖

2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70 晏庆玉 二等奖

2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82 李玫 二等奖

3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98 徐金金 二等奖

3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95 湛悟月 二等奖

3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64 吴亮 二等奖

3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56 姚明辉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2019级硕士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评定公示名单（硕士）



3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92 蔡丽君 二等奖

3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94 王聪 二等奖

3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89 邹星林 二等奖

3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58 陈文 二等奖

3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72 韩硕 二等奖

3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60 章泽铵 二等奖

4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91 杨自由 二等奖

4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92 金施嘉珞 二等奖

4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75 左江丽 二等奖

4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00 童言 二等奖

4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83 韩晓宣 二等奖

4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08 孟朋辉 二等奖

4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90 何其霖 二等奖

4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400 张亚兵 二等奖

4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19 栾佳欣 二等奖

4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07 赖左略 二等奖

5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17 沈金荣 三等奖

5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机械 192410341 袁延冰 三等奖

5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52 王宇 三等奖

5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93 宋文净 三等奖

5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81 张书毓 三等奖

5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73 林昭苏 三等奖

5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53 张耀威 三等奖

5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04 郭梦琦 三等奖

5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61 李宏泽 三等奖

5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05 龙严 三等奖

6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机械 192410349 朱怀康 三等奖

6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68 高璇 三等奖

6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59 邵哲钦 三等奖

6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62 陈宁 三等奖

6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78 王玉成 三等奖

6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95 刘省龙 三等奖

6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81 陈嘉慈 三等奖

6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96 张慧 三等奖

6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80 马翠兰 三等奖

6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机械 192410348 戴红阳 三等奖



7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83 于诤 三等奖

7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97 张俊卿 三等奖

7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99 吕帮通 三等奖

7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机械 192410350 迟志鹏 三等奖

7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机械 192410344 韩承毅 三等奖

7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54 卢娟 三等奖

7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15 刘玉威 三等奖

7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88 刘翰林 三等奖

7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86 苏茂锦 三等奖

7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14 唐建宇 三等奖

8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09 王慧敏 三等奖

8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63 张冲 三等奖

8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94 王文龙 三等奖

8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84 谭永敏 三等奖

8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13 缪汉源 三等奖

8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12 汪永勇 三等奖

8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机械 192410347 张旭 三等奖

8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71 张瑾 三等奖

8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89 洪敏娟 三等奖

8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机械 192410346 岳晗 三等奖

9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69 李珂然 三等奖

9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620 郎成洪 三等奖

9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3730597 张海涛 三等奖

9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82 段铜川 三等奖

9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66 李璇 三等奖

9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机械 192410345 殷壮 三等奖

9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65 张莹 三等奖

9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92420351 胡锴 三等奖

9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2540388 程蕾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