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工业大学第十四届工程制图竞赛获奖名单

姓名 学号 性别 专业班级 校区 获奖等级
周毅豪 2018210389 男 机设18-2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敬涛 2019216931 男 机工19-8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张毅 2019214371 男 能动19-2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赵若愚 2019216673 男 机工19-8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衣明浩 2019216943 男 机工19-8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孟利振 2018217092 男 机械工程18-3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陈泽晖 2019212425 男 机设19-1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姚可忆 2019217373 女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舒龙 2018210528 男 机设18-5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邹旭天 2019217344 男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鹿彦奇 2019216830 男 机工19-2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刘旭光 2019214786 男 车辆创新实验19-1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贾晟 2019211525 男 工业工程19-1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朱军 2019215539 男 飞行器19-1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马建东 2019214908 男 车辆工程19-1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赵宇澄 2019210010 男 交工19-2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周玉 2019216679 女 机械工程19-8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张嘉鑫 2019217070 男 机工中白19-1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甘志远 2019215618 男 机创19-1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胡江峰 2019216729 男 机械工程19-5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仇浩宇 2019212509 男 机设19-2班 合肥校区 一等奖

赖小龙 2019216724 男 机工19-2班 宣城校区 一等奖

郑洋 2019214799 男 车辆19-3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范守一 2018215649 男 车辆18-3 合肥校区 二等奖

李嘉洋 2019216692 男 机工 19-8 宣城校区 二等奖

于校通 2019216872 男 机工19-8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王淑同 2019216923 男 机工19-4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赵天阳 2019214305 男 能动19-2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刘索轶博 2019214871 男 车辆19-三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梁飚 2019212794 男 成型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巨志阳 2018212375 男 车辆18-1 合肥校区 二等奖

郑王荻 2019212176 女 智造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张宇腾 2019214817 男 车创19-1 合肥校区 二等奖

李文飞 2019217050 男 机工19-4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杜慧龙 2019216922 男 机工19-5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夏元飞 2019217328 男 成型19-2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沈瑞临 2018212636 男 机设18-3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白晨浩 2019212143 男 智能制造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赵富强 2018217013 男 机工18-1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籍弘博 2019216744 男 机械工程19-4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姜智鹏 2019216791 男 机工19-8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李来易 2018217392 男 过控18-1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胡益凡 2019216759 男 机械工程19-2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姜泽洋 2019216688 男 机工19-2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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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巧慧 2017214454 男 二等奖

武泽 2019214957 男 车辆19-2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张聪 2019214901 男 车辆19-3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曹迎 2019216962 男 机工19-1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何欣祥 2018217414 男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8-2班宣城校区 二等奖

杨超博 2019214916 男 车辆19-3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龙诗军 2019216824 男 机工19-6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王轶涵 2019217404 男 成型中白19-1  宣城校区 二等奖

张辰晖 2019212546 男 机设19-7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孙谢炜 2019212165 男 智能制造19-2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孙笑楠 2019216807 男 机械工程19-7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习一辰 2018217394 男 过控18-1 宣城校区 二等奖

王俊鑫 2019216789 男 机工19-4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杨天鹏 2019212221 男 电创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张正阳 2019214912 男 车创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陈诺 2019217141 男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9-3班宣城校区 二等奖

井源龙 2019217307 男 成型19-2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郭家伟 2019216755 男 机工19-3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裴昌言 2019217035 男 机工19-3班 二等奖

朱文涛 2019214867 男 车辆19-2班 二等奖

赵昊阳 2019217111 男 过控19-2班 二等奖

刘英权 2019215499 男 飞行器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冯国轩 2019215471 男 飞行器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王皓帅 2019213360 男 机械创新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陆毅 2019213125 男 机创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吴桐 2018210671 男 机设18-9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曾毓彬 2018210433 男 机设18-3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刘欣雨 2019214789 女 车辆19-4班 二等奖

何鸿涛 2019214850 男 车辆19-3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李柱 2019216939 男 机械工程19-4 宣城校区 二等奖

沈晓楠 2019216955 男 机工19-8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赵雨棠 2019212537 男 机设19-3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杨璐华 2018210503 女 机设18-5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陈裕滨 2019216979 男 机工19-4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张千瑜 2019217351 男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丁勤 2019216785 男 机工19-8 宣城校区 二等奖

王韩杰 2019212656 男 机创19-1班 二等奖

董英博 2019217322 女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庞一坚 2019212154 男 智能制造19-2 合肥校区 二等奖

黄辰磊 2019212812 男 材料成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余润秋 2019217420 男 交控19-1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马元彪 2019216790 男 机械工程19-4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顾溢文 2019214968 男 车辆19-3班 二等奖

江志鹏 2019212536 男 机设19-3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王硕孜 2019216720 女 机工19-9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赵熠   2019217196 男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9-2班宣城校区 二等奖

王超凡 2019216678 男 机工19-1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王静（主考）
王静（主考）: Laity:王磊



何秀娟
何秀娟: 安希.:姬亚明



吕堃
葛亮: 風に:王磊



何秀娟
何秀娟: Laity:王磊



刘炀
刘炀: 安希.:姬亚明



丁必荣
丁必荣: 忆你笑靥:张贵东





吴沈辉 2019217123 男 过控19-1班 宣城校区 二等奖

王慧强 2017215309 男 车辆17-5班 二等奖

谭俊 2018217129 二等奖

丁俊韬 2019214082 男 电气19-1班 合肥校区 二等奖

于敬业 2019214815 男 车辆19-3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吴博健 2019212532 男 机设19-7 合肥校区 三等奖

周布伟 2019217192 男 过控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汪潘文 2019216774 男 机工19-4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陈言疆 2019217091 男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9-1班 三等奖

黄旭 2019212517 男 机设19-3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王嘉豪 2019214857 男 车辆19-5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陈斯晗 2019217356 女 成型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袁培捷 2019217418 男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中白联合培养）19-1班宣城校区 三等奖

王应豪 2019216760 男 机械工程19-4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杨恪伦 2019212722 男 机设19-5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丁文豪 2019212610 男 机设19-4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韩天旭 2019212186 男 智能制造19-1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惠博涵 2019212179 男 智能制造工程19-1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骞家晨 2019212673 男 机设19-6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张容容 2019217197 女 过控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韩成浩 2019216901 男 机工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邬刚 2019217298 男 成型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王培烽 2019217327 男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19-1班宣城校区 三等奖

彭伟滨 2018218860 男 机工18-3 宣城校区 三等奖

刘瀚文 2019216691 男 机工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姬亚明 2019217119 男 过控19-3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位子可 2019217340 女 成型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陈文慧 2019216995 女 机工19-5 宣城校区 三等奖

阳一凡 2019216794 男 机工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吴齐 2019217352 男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杨学强 2019217353  男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朱晓芸 2019212405 机设19-1 三等奖

鲍成磊 2019214307 男 能动19-2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林合秋 2019214889 男 车辆工程19-3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童新洲 2019216927 男 机工19-9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罗张楠 2019216680 男 机工19-5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林睿深 2019212538 男 三等奖

张嘉伟 2019212803 男 成型19-2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黄涛 2019213600 男 车辆创新19-1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李延平 2018215126 男 车辆工程18-5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朱珂然 2019217178 女 过控19-3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丁海峰 2019216685 男 机工19-9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张贵东 2019212629 男 机设19—7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张乘赫 2019214921 男 车辆工程19-3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伏博 2019212524 男 机设19-6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刘汝珍 2019214390 女 自动化19-2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周天赐 2019217370 男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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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永成 2019217382 男 成型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刘佳林 2019214965 男 车辆19-2 三等奖

毕德宣 2019212527 男 机设19-5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杨晓冉 2019214768 女 机械创新19-1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舒芷欣 2019217304 女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余涵林 2019212718 男 机设19-8班 三等奖

宋先科 2019212147 男 智能制造19-1班 三等奖

单韬 2019216928 机工19-2班 三等奖

覃一哲 2019214890 男 车辆19-5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朱新元 2019212772 男 机创19-1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李舒琳 2019217371 女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范佳伟 2019212621 男 机设19-3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王亚伟 2019212469 男 机设19-7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朱博能 2019212476 男 机创19-1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左海涛 2019213604 男 车创19-1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许永 2018217074 男 机械工程18-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陈浩 2019216961 男 机械工程19-5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张梓洋 2019216778 男 机工19-6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孙晓明 2018212383 男 车辆工程18-2班 三等奖

张野 2019212653 男 机设19-6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马天国 2019212415 男 机设19-1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龚启鸣 2018218458 男 地下18-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王琛 2019218391 男 食品质量与安全19-1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张晓曼 2018210375 女 电创18-1班 合肥校区 三等奖

曹海群 2019217270 女 新能源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罗云河 2019217223 女 新能源19-2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李浩翔 2018217314 男 机械工程18-8班 宣城校区 三等奖

桑浩译 2019212645 男 机设19-3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陈伟烽 2018210892 男 金材18-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龙冠廷 2019212567 男 机设19-5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刘祥程 2019213553 男 机设创新19-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周俊杰 2019217399 男 成型中白19-1 宣城校区 优秀奖

马丁坤 2019217355 男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朱浩楠 2019217044 男 机械工程19-3 宣城校区 优秀奖

常寒冰 2019216750 男 机工19-8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赵斌 2019212468 男 机设19-5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王立智 2019212433 男 机设19-4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叶锦华 2019212180 男 智造19—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丁帅阳 2019216810 男 机工19-2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高立辉 2019217335 男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19-2班宣城校区 优秀奖

张惠玲 2019216765 女 机工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李想 2019216921 男 机工19-3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鲁璐 2019211545 女 工业工程19-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任圣杰 2019216742 男 机工19-4 宣城校区 优秀奖

刘添英 2019217096 男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9-3班宣城校区 优秀奖

孙靖茹 2019216824 女 机工19-3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杨帆 2019217099 女 过控19-2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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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微微 2019216776 女 机工19-9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谢述鹏 2019214352 男 能动19-2班 优秀奖

熊韵哲 2019214376 男 车辆创新实验19-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刘阳杰 2019212711 男 机创19-1 合肥校区 优秀奖

郭景民 2019216985 男 机工19-8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宋加志 2019217397 男 成型中白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张清心 2019216749 男 机工19-5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杨智强 2019216761 男 机工19-2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李博达 2019212729 男 机创19-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程维轩 2019214774 男 车辆创新实验19-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胡泽琦 2019217077 男 机工(中白)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李斌鹤 2019214798 男 车辆19-3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王灿 2018210697 男 机设18-9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朱烨 2019217182 男 过控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熊祖骏 2019217301 男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陈灵静 2019217136 女 过控19-2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林炅 2019215470 男 飞行器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欧俊兵 2019216858 男 机械工程19-4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徐一康 2019216792 男 机工19-5班 优秀奖

顾涵琦 2019212138 女 智能制造工程19-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王磊 2019214884 男 车辆19-2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吴江北 2019216683 男 机工19-7 宣城校区 优秀奖

韩坤原 2019217318 男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李赫 2019212142 男 智能制造19-2班 优秀奖

帅玮洁 2019212724 男 机设19-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刘易宁 2019212549 男 机设19-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吕钰 2019217012 女 机工19-4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许天宇 2019216967 男 机工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桂安辉 2019217188 男 过控19-2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李恒勃 2019217039 男 机工19-3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李育鹏 2019217112 男 过控19-2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钟莉娜 2019217040 女 机工19-9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汪欣民 2019212641 机设19-3班 优秀奖

应瑛 2019215489 女 飞行器制造工程19-2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王军栋 2019215516 男 飞行器19-1 合肥校区 优秀奖

伊穆兰 2019212479 男 机设19-5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樊佳致 2019212141 男 智能制造19-1 宣城校区 优秀奖

陈吉 2019212589 男 机设19-4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林吴樾 2018215349 男 交通运输18-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梁宸 2018215076 男 车辆18-4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陈宇 2019212454 男 机设19－3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孙瑛泽 2019212739 男 材料成型19-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朱浩然 2019216686 男 机工19-2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沈哲安 2019217305 男 成型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支霜霜 2019218411 女 食质19-2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孙泽清 2019217538 女 自动化19-3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林金野 2019217220 男 新能源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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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尧 2019217249 男 新能源19-1班 宣城校区 优秀奖

姚睿 2019217215 女 新能源19-2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马笑 2017213421 女 环境工程17-1班 合肥校区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