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学号 专业 姓名 等级 备注

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13 工业工程 冷超峰 一等

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14 工业工程 吴志旭 一等

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78 工业工程与管理 崔俊杰 一等

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77 工业工程与管理 张天耀 一等

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75 工业工程与管理 李歆琪 一等

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68 工业工程与管理 麻建蓉 一等 非在职一等

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01 机械 吴志乐 一等

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71 机械 郭浩 一等

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95 机械 杨瑞 一等

1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80 机械 张东 一等

1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81 机械 吴文渊 一等

1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88 机械 丁涛 一等

1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84 机械 朱文波 一等

1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09 机械 王良健 一等

1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00 机械 于翔 一等

1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97 机械 周子扬 一等

1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26 机械 朱家鼎 一等

1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51 机械 黄丽源 一等

1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52 机械 王宇航 一等

2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28 机械 王威 一等

2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16 机械 赵创 一等

2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04 机械 汪方潮 一等

2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53 机械 丁金磊 一等

2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29 机械 李文波 一等

2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68 机械 石守远 一等

2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05 机械 陈佳俊 一等

2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94 机械 岳东东 一等

2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99 机械 唐炼栋 一等

2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54 机械 曹学祥 一等

3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57 机械 岳旭康 一等

3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49 机械 唐良孝 一等

3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35 机械 纪琦峰 一等

3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47 机械 付康 一等

3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03 机械 李佳航 一等

3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58 机械 丁凯 一等

3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50 机械 陈保清 一等

3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92 机械 曹增 一等

3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10 机械 孙磊 一等

3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冯子泰 一等 2021年录取支教团，延迟入学

4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33 机械电子工程 王钰丹 一等

4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47 机械电子工程 刘霄 一等

4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68 机械电子工程 邱龙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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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37 机械电子工程 杨世豪 一等

4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34 机械电子工程 丁磊 一等

4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41 机械电子工程 孟超群 一等

4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57 机械电子工程 许殊凡 一等

4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90 机械设计及理论 胡海星 一等

4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04 机械设计及理论 陈黄祥 一等

4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88 机械设计及理论 陈勇 一等

5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77 机械设计及理论 赵治华 一等

5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86 机械设计及理论 蔡闯 一等

5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92 机械设计及理论 曾铮 一等

5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08 机械设计及理论 姜潇 一等

5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81 机械设计及理论 马新宝 一等

5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09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翔 一等

5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宁武军 一等

5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00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杨杨 一等

5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02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洪彧梓 一等

5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16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阮田雅 一等

6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10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谢宏伟 一等

6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098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黄澄辉 一等

6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2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崔华涛 一等

6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29 流体机械及工程 徐峰 一等

6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34 流体机械及工程 王宗林 一等

6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65 能源动力 徐红森 一等

6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60 能源动力 谢腾洲 一等

6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15 工业工程 李志威 二等

6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20 工业工程 王鑫杰 二等

6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18 工业工程 许于涛 二等

7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17 工业工程 周岩 二等

7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19 工业工程 谭柳娟 二等

7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70 工业工程与管理 饶正卿 二等

7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83 工业工程与管理 洪浩然 二等

7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73 工业工程与管理 孙睿 二等

7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76 工业工程与管理 万里 二等

7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81 工业工程与管理 陈克利 二等

7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85 工业工程与管理 王义翔 二等

7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72 工业工程与管理 黄淘 二等

7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25 环保装备及工程 张超 二等

8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12 机械 汪磊 二等

8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34 机械 周家瑞 二等

8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23 机械 肖浩文 二等

8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19 机械 朱会如 二等

8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01 机械 贾正 二等

8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06 机械 刘佳辉 二等

8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66 机械 孙锐 二等

8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30 机械 王钰淇 二等

8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07 机械 吴永东 二等

8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04 机械 孙涛 二等

9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30 机械 郭子玉 二等

9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13 机械 罗琦 二等

9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34 机械 王无忌 二等

9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31 机械 余兆益 二等

9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75 机械 鲍爽 二等



9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36 机械 何加健 二等

9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15 机械 徐永康 二等

9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79 机械 余成 二等

9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78 机械 杨光 二等

9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89 机械 陆义国 二等

10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53 机械 张嘉浩 二等

10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42 机械 汪欢 二等

10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63 机械 陈颖 二等

10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09 机械 陈航 二等

10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48 机械 邢健 二等

10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18 机械 胡康 二等

10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36 机械 姜涛 二等

10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12 机械 王姣龙 二等

10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08 机械 徐文 二等

10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18 机械 张泽荣 二等

11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37 机械 刘海洋 二等

11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15 机械 任一鸣 二等

11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27 机械 万志凯 二等

11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47 机械 郭坷坷 二等

11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59 机械 邱峰 二等

11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16 机械 王守申 二等

11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87 机械 罗乐文 二等

11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41 机械 王帅康 二等

11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90 机械 郝明龙 二等

11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46 机械 赵伟豪 二等

12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55 机械 王煜晨 二等

12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39 机械 张向涛 二等

12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59 机械 王余根 二等

12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27 机械 李晨阳 二等

12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06 机械 吴勇培 二等

12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60 机械 王辉 二等

12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74 机械 杜恒 二等

12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46 机械 陈梦琪 二等

12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41 机械 陈俊 二等

12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03 机械 黄飞翔 二等

13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82 机械 孙澳 二等

13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42 机械 杨超 二等

13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22 机械 方俊伟 二等

13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21 机械 何旺泽 二等

13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40 机械 韩冲 二等

13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38 机械 许海涛 二等

13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45 机械 彭肖峰 二等

13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20 机械 沙纪伟 二等

13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26 机械 周力炜 二等

13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52 机械 石张欢 二等

14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64 机械 完颜绍旗 二等

14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72 机械 吕英剑 二等

14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55 机械 王中盟 二等

14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39 机械 钱安 二等

14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52 机械电子工程 黄再军 二等

14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50 机械电子工程 任广宣 二等

14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51 机械电子工程 贾子瑞 二等



14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53 机械电子工程 王泳钧 二等

14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67 机械电子工程 何金洋 二等

14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62 机械电子工程 伍善文 二等

15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48 机械电子工程 叶晓鑫 二等

15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39 机械电子工程 陈旭 二等

15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40 机械电子工程 马杰 二等

15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55 机械电子工程 杨顺利 二等

15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64 机械电子工程 苏金 二等

15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69 机械电子工程 薛舜 二等

15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45 机械电子工程 程庆岚 二等

15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59 机械电子工程 芮啸宇 二等

15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65 机械电子工程 费俊凯 二等

15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11 机械设计及理论 宁少甫 二等

16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09 机械设计及理论 陈凯 二等

16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74 机械设计及理论 李许 二等

16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07 机械设计及理论 于江涛 二等

16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95 机械设计及理论 韩旭 二等

16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00 机械设计及理论 冯梓涵 二等

16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93 机械设计及理论 卢政杰 二等

16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12 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彧 二等

16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71 机械设计及理论 刘韦铭 二等

16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98 机械设计及理论 黄克 二等

16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76 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一萌 二等

17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72 机械设计及理论 陈志鹏 二等

17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94 机械设计及理论 郑海飞 二等

17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01 机械设计及理论 邓哲 二等

17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99 机械设计及理论 孙佳乐 二等

17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82 机械设计及理论 聂帅帅 二等

17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78 机械设计及理论 董梦薇 二等

17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18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静远 二等

17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06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程昊 二等

17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19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霄 二等

17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095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紫千 二等

18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23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漆陈 二等

18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20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殷杰 二等

18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1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曹东升 二等

18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097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许凯 二等

18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15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郭迎节 二等

18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22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忠全 二等

18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09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陶翔宇 二等

18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096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郑众文 二等

18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2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殷保炜 二等

18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12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杏 二等

19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05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志义 二等

19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27 流体机械及工程 祝东方 二等

19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30 流体机械及工程 程春鹏 二等

19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33 流体机械及工程 郑一鸣 二等

19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61 能源动力 李帅帅 二等

19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66 能源动力 季永涛 二等

19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64 能源动力 印超 二等

19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22 工业工程 何思伟 三等

19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16 工业工程 吴冰 三等



19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23 工业工程 郑楠 三等

20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79 工业工程与管理 郑珊 三等

20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74 工业工程与管理 臧克 三等

20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71 工业工程与管理 张慧慧 三等

20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84 工业工程与管理 黄江涛 三等

20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80 工业工程与管理 胡新涛 三等

20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24 环保装备及工程 陈明刘 三等

20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86 机械 谈家梁 三等

20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21 机械 黄少奇 三等

20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23 机械 李德山 三等

20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19 机械 王殿禹 三等

21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17 机械 钮朝阳 三等

21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69 机械 常建国 三等

21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35 机械 孔令成 三等

21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48 机械 邹鹏飞 三等

21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11 机械 赵强强 三等

21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61 机械 方成 三等

21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37 机械 董刚 三等

21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14 机械 林河 三等

21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33 机械 张绪奎 三等

21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93 机械 赵泽曜 三等

22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08 机械 汪超 三等

22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02 机械 赵亮程 三等

22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14 机械 尹浩庭 三等

22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58 机械 张亦弛 三等

22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85 机械 张峰 三等

22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91 机械 张浩然 三等

22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51 机械 朱伟洁 三等

22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02 机械 汪钊翼 三等

22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31 机械 李学斌 三等

22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76 机械 丁美胜 三等

23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54 机械 史晨璞 三等

23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07 机械 徐狂 三等

23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45 机械 许成龙 三等

23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24 机械 黄瑞 三等

23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56 机械 唐泽良 三等

23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24 机械 梁胜 三等

23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10 机械 薛亮 三等

23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17 机械 陶凯博 三等

23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28 机械 张元昊 三等

23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83 机械 张宇浩 三等

24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32 机械 张春晨 三等

24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13 机械 叶俊锋 三等

24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49 机械 罗俊友 三等

24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44 机械 余光海 三等

24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96 机械 李紫凝 三等

24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57 机械 龚成 三等

24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65 机械 金磊 三等

24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05 机械 程孝通 三等

24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43 机械 孟壮壮 三等

24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33 机械 叶磊 三等

25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40 机械 李家乐 三等



25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173 机械 厉强国 三等

25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25 机械 王帅宜 三等

25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70 机械电子工程 陈天赐 三等

25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38 机械电子工程 卞文杰 三等

25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66 机械电子工程 陶进煊 三等

25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46 机械电子工程 李博宇 三等

25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44 机械电子工程 王浩 三等

25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56 机械电子工程 杨涛 三等

25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36 机械电子工程 杨志鹏 三等

26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42 机械电子工程 彭徐帆 三等

26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49 机械电子工程 宋雨辉 三等

26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61 机械电子工程 倪想 三等

26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63 机械电子工程 胡西动 三等

26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35 机械电子工程 刘通 三等

26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87 机械设计及理论 谷学勇 三等

26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孙鹏增 三等

26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10 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俊 三等

26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80 机械设计及理论 赵安宁 三等

26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85 机械设计及理论 吴硕 三等

27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84 机械设计及理论 王强 三等

27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02 机械设计及理论 唐升 三等

27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89 机械设计及理论 申文静 三等

27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91 机械设计及理论 谈家忞 三等

27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83 机械设计及理论 许畅 三等

27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79 机械设计及理论 汪彧涛 三等

27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73 机械设计及理论 鄢枫宸 三等

27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97 机械设计及理论 邢润龙 三等

27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07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杨丕 三等

27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1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阮志成 三等

28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25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邓阳通 三等

28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28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凯 三等

28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0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郑心遥 三等

28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03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胡波 三等

28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29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刚 三等

285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27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智坚 三等

286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3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吴晓东 三等

287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08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侯学伟 三等

288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17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邢亮 三等

289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132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祝永青 三等

290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28 流体机械及工程 金彧 三等

291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31 流体机械及工程 徐格瑞 三等

292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10232 流体机械及工程 朱冠卿 三等

293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63 能源动力 王婧华 三等

294 机械工程学院 2021170267 能源动力 余本志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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