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学号 专业 姓名 等级 备注

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83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韩李伟 一等

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8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宋志雄 一等

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85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姜丰 一等

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87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吴元浩 一等

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90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金栋 一等

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1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雅玲 一等

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16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叶朝发 一等

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21 流体机械及工程 余清洲 一等

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25 流体机械及工程 钱都 一等

1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33 机械设计及理论 包诗扬 一等

1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35 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乐然 一等

1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37 机械设计及理论 王伟 一等

1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38 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鹏 一等

1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39 机械设计及理论 陈思远 一等

1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47 机械设计及理论 高广杰 一等

1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48 机械设计及理论 严毅 一等

1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64 机械设计及理论 包一琛 一等

1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72 环保装备及工程 王子琦 一等

1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76 机械电子工程 钱朝琦 一等

2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78 机械电子工程 徐占锋 一等

2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84 机械电子工程 吴胜 一等

2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85 机械电子工程 张金龙 一等

2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92 机械电子工程 杨昭辉 一等

2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93 机械电子工程 阚东 一等

2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06 机械电子工程 刘项 一等

2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17 工业工程 王泽宇 一等

2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21 工业工程 王涛 一等

2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63 机械工程 张浩舟 一等

2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78 机械工程 王志 一等

3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88 机械工程 彭鑫 一等

3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89 机械工程 王飞 一等

3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92 机械工程 周静 一等

3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94 机械工程 叶建生 一等

3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01 机械工程 张健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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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05 机械工程 曹昆明 一等

3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12 机械工程 祝宸宇 一等

3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23 机械工程 江铖 一等

3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35 机械工程 陆辉东 一等

3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44 机械工程 权璐纯 一等

4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45 机械工程 刘光明 一等

4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48 机械工程 肖邦 一等

4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49 机械工程 叶罕昌 一等

4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54 机械工程 王兵 一等

4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56 机械工程 谢鹏涛 一等

4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57 机械工程 韩腾辉 一等

4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59 机械工程 李旦 一等

4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69 机械工程 孙太华 一等

4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70 机械工程 陆畅 一等

4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71 机械工程 赵子仪 一等

5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87 机械工程 马牧村 一等

5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90 工业工程 石珂 一等

5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91 工业工程 杨雪春 一等

5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93 工业工程 马伟丽 一等

5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204 动力工程 刘志清 一等

5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82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旭 二等

5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86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磊 二等

5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93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虞伟 二等

5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97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杨路文 二等

5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98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段付强 二等

6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03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袁富林 二等

6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0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许杨 二等

6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05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登峰 二等

6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07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熊礼苗 二等

6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09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克晨 二等

6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10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范文俊 二等

6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12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田文立 二等

6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1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黄益兵 二等

6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15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鑫鑫 二等

6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17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薛想 二等

7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18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世成 二等

7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22 流体机械及工程 常仁超 二等

7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26 流体机械及工程 马儒坤 二等

7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28 流体机械及工程 王蓝陵 二等

7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30 流体机械及工程 黄瑞毅 二等

7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36 机械设计及理论 刘凯 二等

7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40 机械设计及理论 毕义周 二等

7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41 机械设计及理论 陈明哲 二等

7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42 机械设计及理论 王诗赋 二等

7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45 机械设计及理论 晋辉 二等

8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52 机械设计及理论 王少阳 二等



8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53 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俊龙 二等

8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54 机械设计及理论 殷宝连 二等

8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55 机械设计及理论 徐群龙 二等

8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56 机械设计及理论 章思 二等

8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60 机械设计及理论 谢庆同 二等

8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62 机械设计及理论 李志伟 二等

8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63 机械设计及理论 侯其涛 二等

8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65 机械设计及理论 陶森望 二等

8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66 机械设计及理论 吴海波 二等

9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68 机械设计及理论 黄子桐 二等

9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73 环保装备及工程 周祥 二等

9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75 机械电子工程 周蕾 二等

9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81 机械电子工程 张俊国 二等

9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82 机械电子工程 詹勋 二等

9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86 机械电子工程 刘志杰 二等

9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87 机械电子工程 李剑东 二等

9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91 机械电子工程 范诚 二等

9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95 机械电子工程 陈康琛 二等

9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96 机械电子工程 吕清宇 二等

10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97 机械电子工程 刘佳铭 二等

10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98 机械电子工程 张传虎 二等

10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01 机械电子工程 李超群 二等

10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05 机械电子工程 王小龙 二等

10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07 机械电子工程 陈丽 二等

10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09 机械电子工程 李帅凯 二等

10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12 工业工程 马成龙 二等

10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15 工业工程 陈灏 二等

10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20 工业工程 冯苗 二等

10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64 机械工程 段伟成 二等

11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72 机械工程 李昂 二等

11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73 机械工程 寿康力 二等

11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75 机械工程 张光立 二等

11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77 机械工程 魏迅 二等

11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79 机械工程 张振响 二等

11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80 机械工程 温剑 二等

11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81 机械工程 周汉生 二等

11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86 机械工程 刘凌峰 二等

11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87 机械工程 顾晨晨 二等

11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91 机械工程 陈志 二等

12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99 机械工程 唐之宇 二等

12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02 机械工程 洪义平 二等

12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03 机械工程 张闻箫 二等

12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06 机械工程 彭良霖 二等

12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15 机械工程 董成 二等

12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16 机械工程 蒋瑞 二等

12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17 机械工程 郑其祥 二等



12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18 机械工程 高浩宇 二等

12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19 机械工程 沈进东 二等

12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25 机械工程 栗志铃 二等

13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27 机械工程 杨霈 二等

13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29 机械工程 张政 二等

13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31 机械工程 郜雄 二等

13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32 机械工程 吕华鑫 二等

13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33 机械工程 翁明浩 二等

13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34 机械工程 刘强 二等

13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38 机械工程 晏文彬 二等

13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39 机械工程 胡陈林 二等

13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42 机械工程 陈亮亮 二等

13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46 机械工程 严益超 二等

14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47 机械工程 徐富军 二等

14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50 机械工程 付勇刚 二等

14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51 机械工程 马奎 二等

14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52 机械工程 付新驰 二等

14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60 机械工程 肖诗雄 二等

14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61 机械工程 丁浩 二等

14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64 机械工程 江家龙 二等

14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65 机械工程 杨志泉 二等

14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66 机械工程 吴志伟 二等

14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72 机械工程 刘洋 二等

15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73 机械工程 孟辉 二等

15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77 机械工程 许孕博 二等

15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78 机械工程 周兴凯 二等

15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80 机械工程 张彦龙 二等

15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81 机械工程 李尚鸿 二等

15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82 机械工程 王林 二等

15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85 机械工程 张钰晖 二等

15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88 工业工程 黄素云 二等

15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89 工业工程 桂康 二等

15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92 工业工程 李贝蕾 二等

16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99 工业工程 丁妍 二等

16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201 工业工程 王磊 二等

16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206 动力工程 林凤飞 二等

16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8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吴亮 三等

16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88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宜虎 三等

16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89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雷帅 三等

16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92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董诚诚 三等

16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9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倪静 三等

16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095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坤朋 三等

16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沈志强 三等

17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02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赫宏伟 三等

17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08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阚峻峰 三等

17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13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腾飞 三等



17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23 流体机械及工程 李磊 三等

17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27 流体机械及工程 夏宗禹 三等

17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29 流体机械及工程 刘中华 三等

17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31 机械设计及理论 刘洋 三等

17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32 机械设计及理论 贾盛凯 三等

17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34 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志旭 三等

17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49 机械设计及理论 朱海月 三等

18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50 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宇 三等

18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51 机械设计及理论 姚思齐 三等

18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58 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玉莹 三等

18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59 机械设计及理论 陈聪 三等

18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61 机械设计及理论 陈飞 三等

18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67 机械设计及理论 李作稳 三等

18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70 机械设计及理论 苏灿春 三等

18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71 环保装备及工程 程明 三等

18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77 机械电子工程 胡飞 三等

18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79 机械电子工程 张义恒 三等

19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88 机械电子工程 刘天赐 三等

19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89 机械电子工程 蒋伟琪 三等

19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90 机械电子工程 李皖鹏 三等

19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94 机械电子工程 庾啸催 三等

19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199 机械电子工程 吴东 三等

19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03 机械电子工程 李德然 三等

19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04 机械电子工程 孟建 三等

19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10 机械电子工程 王旭 三等

19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14 工业工程 薛锦泽 三等

19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16 工业工程 章伟成 三等

20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10218 工业工程 庞丽俊 三等

20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65 机械工程 朱宽宽 三等

20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66 机械工程 蒋欧鹏 三等

20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68 机械工程 段新宇 三等

20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69 机械工程 蒋委烨 三等

20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71 机械工程 倪明 三等

20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74 机械工程 昌海健 三等

20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76 机械工程 刘金鑫 三等

20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83 机械工程 胡昊 三等

20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84 机械工程 司晓东 三等

21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85 机械工程 黄诚 三等

21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90 机械工程 李思念 三等

21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97 机械工程 王鹏程 三等

21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098 机械工程 徐硕恒 三等

21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04 机械工程 刘全运 三等

21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07 机械工程 裴宁 三等

21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10 机械工程 丁鹏 三等

21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11 机械工程 李正 三等

21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14 机械工程 马峰 三等



21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20 机械工程 王振宇 三等

22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21 机械工程 曹学文 三等

22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22 机械工程 吴世俊 三等

22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24 机械工程 刘强强 三等

22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26 机械工程 曹琦 三等

22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28 机械工程 汪启航 三等

22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37 机械工程 王相龙 三等

22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40 机械工程 姚大翔 三等

22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41 机械工程 仰梓淮 三等

22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55 机械工程 翟文星 三等

22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58 机械工程 卞朋帅 三等

23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62 机械工程 徐陈 三等

23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67 机械工程 何云斌 三等

23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74 机械工程 谢云汉 三等

23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75 机械工程 吴佳敏 三等

234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76 机械工程 刘帅帅 三等

235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83 机械工程 李鹏然 三等

236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84 机械工程 郭乐凯 三等

237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94 工业工程 赵蕊 三等

238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95 工业工程 吴俊 三等

239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96 工业工程 王赞赞 三等

240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197 工业工程 曹心涛 三等

241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200 工业工程 陶坤 三等

242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203 动力工程 夏瑞泽 三等

243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70205 动力工程 刘二东 三等


	Shee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