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2022级硕士研究生           
第一学年学业奖学金公示

姓名 证件号码（后三位） 奖助学金等级
曹广旭 ***************836 特等
陈雨辰 ***************316 特等
陈正涛 ***************810 特等
崔家祥 ***************012 特等
戴琪昕 ***************011 特等
董浩然 ***************513 特等
韩轩 ***************716 特等
李佳城 ***************117 特等
李婧涵 ***************368 特等
李想 ***************040 特等
廉丹煦 ***************112 特等
刘佳璇 ***************06X 特等
罗奕昂 ***************112 特等
吕丹桐 ***************067 特等
宁哲远 ***************013 特等
戚湘媛 ***************129 特等
乔鑫 ***************721 特等
石瑞河 ***************712 特等
孙靖恺 ***************515 特等
谭启成 ***************611 特等
唐飞龙 ***************753 特等
王令誉 ***************513 特等
王彤炜 ***************619 特等
王琰 ***************039 特等
王一鸣 ***************211 特等
王宇航 ***************23X 特等
魏正瑞 ***************532 特等
武博涵 ***************511 特等
夏威龙 ***************836 特等
许振铎 ***************011 特等
杨富地 ***************019 特等
杨易乾 ***************219 特等
杨卓文 ***************053 特等
尹汉龙 ***************93X 特等
袁宇宸 ***************619 特等
张辰宇 ***************531 特等
张健霖 ***************01X 特等
张伟伦 ***************113 特等
周京 ***************613 特等
朱润文 ***************357 特等
蔡羽 ***************514 一等
曹裴 ***************616 一等
陈含笑 ***************861 一等
陈伟良 ***************611 一等
丛坤地 ***************836 一等
崔铠伦 ***************01X 一等



丁一 ***************019 一等
范晨煜 ***************513 一等
冯展鹏 ***************411 一等
高天宇 ***************018 一等
何雪铭 ***************617 一等
贺宇翔 ***************61X 一等
郇百正 ***************31X 一等
纪小宇 ***************510 一等
蒋宇飞 ***************811 一等
李福盛 ***************034 一等
李汉时 ***************019 一等
李又升 ***************617 一等
李宗霖 ***************039 一等
刘翔宇 ***************038 一等
刘远帅 ***************916 一等
孟育锋 ***************918 一等
宁志杰 ***************514 一等
唐斌 ***************616 一等
王栋 ***************017 一等
王淼 ***************717 一等
吴桐 ***************838 一等
伍麒麟 ***************536 一等
徐雨宁 ***************013 一等
杨杰宇 ***************216 一等
杨舜渊 ***************010 一等
于谦玺 ***************239 一等
张舒泊 ***************132 一等
张晓飞 ***************154 一等
张振 ***************010 一等
赵心莹 ***************022 一等
赵修锋 ***************430 一等
赵振廷 ***************01X 一等
周幸 ***************527 一等
朱九凯 ***************511 一等
白杰 ***************024 二等
白子睿 ***************630 二等
陈铎 ***************318 二等
陈曦轩 ***************529 二等
陈欣蕊 ***************222 二等
陈鑫锐 ***************029 二等
陈禹成 ***************611 二等
陈子昂 ***************019 二等
程扬 ***************827 二等
崔佳仲 ***************417 二等
翟亚东 ***************31X 二等
丁政涵 ***************03X 二等
董晨 ***************636 二等
董家成 ***************254 二等
杜晋伟 ***************539 二等
杜沁龙 ***************01X 二等
冯晨 ***************647 二等



冯建波 ***************036 二等
冯睿琦 ***************420 二等
高婕 ***************027 二等
关子裕 ***************31X 二等
郭东旭 ***************318 二等
郭俐奇 ***************51X 二等
郭鹏亚 ***************29X 二等
韩博 ***************017 二等
郝嗣强 ***************834 二等
何源 ***************31X 二等
胡玉硕 ***************933 二等
黄潮桂 ***************93X 二等
黄浩 ***************016 二等
解荣灏 ***************112 二等
金东焱 ***************312 二等
晋浩雲 ***************430 二等
景国栋 ***************811 二等
靖泓宇 ***************52X 二等
李博宇 ***************219 二等
李国栋 ***************198 二等
李家傲 ***************030 二等
李松桦 ***************130 二等
李易道 ***************334 二等
李迎辉 ***************711 二等
李宇轩 ***************016 二等
李子龙 ***************111 二等
梁迪 ***************017 二等
梁旭东 ***************815 二等
刘广馨 ***************213 二等
刘佳雨 ***************410 二等
刘家雨 ***************941 二等
刘艳琪 ***************641 二等
刘卓 ***************371 二等
卢林昌 ***************450 二等
伦辛尧 ***************612 二等
罗凯 ***************319 二等
吕腾 ***************015 二等
马德仁 ***************224 二等
毛钰祺 ***************719 二等
蒙晗 ***************214 二等
倪崧然 ***************119 二等
聂肇君 ***************014 二等
欧阳孔宇 ***************757 二等
邱睿 ***************616 二等
邵睿 ***************313 二等
时佳齐 ***************119 二等
孙懿诚 ***************710 二等
唐金福 ***************312 二等
唐千鸿 ***************036 二等
唐希宇 ***************194 二等
陶林帅 ***************810 二等



汪肃谨 ***************015 二等
王宸 ***************019 二等
王定燚 ***************310 二等
王涵宇 ***************419 二等
王杰 ***************535 二等
王俊威 ***************918 二等
王宁 ***************319 二等
王星 ***************520 二等
王一波 ***************017 二等
王玉兴 ***************419 二等
王跃翔 ***************098 二等
王越龙 ***************131 二等
王兆群 ***************019 二等
魏一松 ***************334 二等
吴由欣 ***************514 二等
徐浩然 ***************014 二等
徐文玺 ***************117 二等
许若鸿 ***************316 二等
薛颖 ***************464 二等
杨福庆 ***************551 二等
杨家栋 ***************076 二等
杨晶 ***************318 二等
杨钧凯 ***************019 二等
杨志 ***************118 二等
杨子芃 ***************551 二等
姚杨冬 ***************618 二等
叶睿卿 ***************010 二等
于阜江 ***************032 二等
于志亮 ***************035 二等
袁明洲 ***************037 二等
占子文 ***************136 二等
张晨 ***************735 二等
张皓禹 ***************012 二等
张鸿 ***************617 二等
张桓梁 ***************018 二等
张梦迪 ***************621 二等
张世瑜 ***************930 二等
张帅 ***************798 二等
张蔚 ***************278 二等
张一楷 ***************918 二等
张振飞 ***************838 二等
张子琪 ***************120 二等
张子轩 ***************710 二等
赵文豪 ***************712 二等
赵旭 ***************936 二等
赵学博 ***************53X 二等
赵志民 ***************417 二等
郑铃川 ***************311 二等
钟新宇 ***************91X 二等
周子然 ***************217 二等
朱毅 ***************628 二等



邹俊诚 ***************010 二等

公示期：2022年8月18日-8月22日

联系邮箱：hit_control@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