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60 徐云洁 一等
2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75 石志介 一等
3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88 张宇 一等
4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35 徐笑寒 一等
5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05 欧锦添 一等
6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45 储著铭 二等
7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29 栗碧悦 二等
8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47 龚晨曦 二等
9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81 贺小玲 二等
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14 沈晓峰 二等
11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31 张凯 二等
12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69 贾梦辉 二等
13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79 董胜 二等
14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24 苏柏锋 二等
15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24 王桢 二等
16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74 陶怡彤 二等
17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38 陈珂羽 二等
18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06 程森茂 二等
19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39 张志武 二等
20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64 朱钜宝 二等
21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33 黄伟 二等
22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11 李弘基 二等
23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22 郑阳 二等
24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77 王蓉 二等
25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78 高懿 二等
26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36 高德傲 二等
27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34 宋威燃 二等
28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25 沈菲 二等
29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63 成蕊希 二等
30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87 黄宏欣 二等
31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82 郭梦华 二等
32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58 王天笑 二等
33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72 李浩彬 二等
34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15 邱宇航 二等
35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27 戴星宇 二等
36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23 石义典 二等
37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30 李雨杭 二等
38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21 楚甜甜 二等
39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26 刘东阳 二等
40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52 陈典泽 二等
41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61 邱耕俊 二等
42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16 王恩涛 二等
43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53 王宁 三等
44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73 梁嘉霖 三等
45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49 张陈威 三等
46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00 柴进 三等
47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70 李彤 三等
48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40 吴冬燕 三等
49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27 沈媛 三等
50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29 汤威 三等
51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25 王蕾蕾 三等
52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65 郁威 三等
53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71 李子菲 三等
54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92 张亚平 三等
55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01 徐莹莹 三等
56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09 刘冰岩 三等
57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28 章旭然 三等
58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28 黄梓琦 三等
59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97 卞紫炫 三等
60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89 邱烨敏 三等
61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08 钱海强 三等
62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91 刘东 三等
63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93 陈婷婷 三等
64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84 王盈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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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02 杭昊 三等
66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17 曹红燕 三等
67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26 何晨 三等
68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46 毛肖肖 三等
69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85 房耀东 三等
70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86 李盼龙 三等
71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03 刘童 三等
72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22 卢美霞 三等
73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04 陈金瑶 三等
74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19 史佳杰 三等
75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55 刘慧芳 三等
76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07 李长乐 三等
77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18 周雨昕 三等
78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43 王译锋 三等
79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10 亓庠水 三等
80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399 杨文龙 三等
81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48 沈慧娟 三等
82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76 龙佰超 三等
83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62 罗鑫 三等
84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13 毛倩倩 三等
85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21 陶国庆 三等
86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56 黄梓浩 三等
87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42 景鑫 三等
88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20 王韬 三等
89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80 白彦彪 三等
90 仪器科学与技术 212190390 凌晨 三等
91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44 张庆 三等
92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59 周国庆 三等
93 信息与通信工程 212230412 董祥 三等
94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32 陈曦 三等
95 仪器仪表工程 213330754 唐高铭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