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79 唐仕清 一等
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67 王馨苑 一等
3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97 范赛杰 一等
4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18 田鑫驰 一等
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72 彭琎 一等
6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95 赵丹 一等
7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85 唐意恒 一等
8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67 沈佳雯 二等
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73 韩天立 二等
1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59 唐杰豪 二等
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93 宋冬豪 二等
1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32 周靖康 二等
13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19 秦敏博 二等
14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65 郑宇 二等
15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57 董驰静 二等
1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47 胡洪搏 二等
17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59 张亚炜 二等
18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68 陈浩 二等
1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34 刘永辉 二等
20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09 李熠伟 二等
21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82 张顺 二等
2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31 张晓理 二等
2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74 陈劲 二等
24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64 庞俊 二等
25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11 冒航 二等
26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90 刘奥磊 二等
27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66 陆欣荣 二等
2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76 向振凯 二等
2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92 赵莹莹 二等
30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75 谭兵 二等
31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90 王同结 二等
32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16 江彪 二等
3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66 杨文奇 二等
3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68 单祎函 二等
3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80 马驰 二等
36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71 包震伟 二等
37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91 余庆浩 二等
3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39 金世宇 二等
39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60 朱正铭 二等
40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70 陈玉娟 二等
41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61 王建宇 二等
4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54 顾寅 二等
4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58 何晓晨 二等
44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83 陈靖东 二等
45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07 吴一凡 二等
4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78 倪庭轩 二等
47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05 叶雨新 二等
4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62 张亚光 二等
4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77 甘开宇 二等
50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94 朱天佑 二等
51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00 刘鹏 二等
5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81 王楠 二等
5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35 柴炜朕 二等
5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89 史大瑞 二等
55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12 陈骏立 二等
5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49 李嘉乐 二等
57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99 张劲松 三等
5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40 吴鹏 三等
59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96 孔令哲 三等
6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64 汤蔺莎 三等
61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84 马继强 三等
62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20 周生翠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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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79 徐志强 三等
64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72 陈惠鑫 三等
6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44 韩冬冬 三等
66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77 周帆 三等
67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97 吉祥 三等
68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14 闫俊伟 三等
6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38 顾浩宇 三等
7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56 任雪 三等
71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69 顾浩丞 三等
72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80 胡佳炜 三等
7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57 唐玉良 三等
7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500 余鑫 三等
75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63 朱江明 三等
7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37 房蔚 三等
77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88 徐晴晴 三等
7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45 胡嘉鑫 三等
79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86 宋文 三等
80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74 冯振 三等
81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17 裴刚 三等
8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96 姚旭文 三等
8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36 王佳琦 三等
84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13 王金生 三等
8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86 王辉 三等
8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440444 许超杰 三等
87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58 徐笑天 三等
88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55 陈磊 三等
8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69 潘天艺 三等
9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82 刘俊峰 三等
91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98 王晗 三等
9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42 秦琪琪 三等
93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81 居逸文 三等
9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99 周凯 三等
9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48 郭翼 三等
9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63 熊子恒 三等
97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78 赵宇轩 三等
98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54 胡林治 三等
99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03 朱郭慧 三等
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91 胡锦磊 三等
101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88 李辉 三等
102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76 赖颖 三等
103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73 曾永煌 三等
10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94 张晟锴 三等
105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01 王刘银 三等
10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70 缪天恒 三等
107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95 谢祥祥 三等
10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501 李钊伦 三等
109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87 冯贤 三等
110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15 李鹏程 三等
111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661 王敖 三等
11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51 陈漫漫 三等
11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43 曾浩 三等
11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33 黄陈雨佳 三等
11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52 王金雷 三等
116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04 虞沈豪 三等
117 电子信息-控制工程 213330710 单伟 三等
118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53 葛振业 三等
119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55 王飞 三等
12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46 孔俊阳 三等
121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65 张国庆 三等
122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98 赵开 三等
123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75 陈建锟 三等
124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30 贾舒雯 三等
125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502 王轶炜 三等
126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2240487 卞野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