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81 刘张妙歌 一等
2 光学工程 212180364 顾虹宇 一等
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99 陈思凡 一等
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03 刘奎硅 一等
5 光学工程 212180328 张启文 一等
6 光学工程 212180315 颜泽军 一等
7 光学工程 212180293 张宇锋 一等
8 光学工程 212180358 钱博文 一等
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25 张震 一等
1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24 卢杰 二等
1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91 石朗杰 二等
12 光学工程 212180313 张小飞 二等
13 光学工程 212180314 许志慧 二等
1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22 任文波 二等
1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74 于呈豪 二等
16 光学工程 212180318 李泽颖 二等
1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40 秦思宇 二等
1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92 刘素玲 二等
19 光学工程 212180301 安梦迪 二等
20 光学工程 212180299 何华港 二等
2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00 轩桂彬 二等
2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90 潮佳梦 二等
2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71 陈梦祥 二等
24 光学工程 212180320 刘则甫 二等
25 光学工程 212180304 张晨 二等
2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87 郭敬铭 二等
27 光学工程 212180296 习善明 二等
28 光学工程 212180289 董嘉豪 二等
29 光学工程 212180290 季成瑞 二等
30 光学工程 212180316 祝圣亭 二等
3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31 王家伟 二等
3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02 杨颖 二等
33 光学工程 212180286 陈业伟 二等
34 光学工程 212180295 张尹峥 二等
3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58 高善虎 二等
3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82 孟旭东 二等
37 光学工程 212180339 徐鸿帆 二等
3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95 张文雅 二等
3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69 肖倩 二等
4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67 田冰霜 二等
4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50 佘慧敏 二等
4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47 葛泽宇 二等
43 光学工程 212180326 陈龙 二等
44 光学工程 212180302 郭颖钰 二等
4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63 王磊 二等
46 光学工程 212180323 姜晨凯 二等
4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78 陈士双 二等
48 光学工程 212180287 林婷 二等
4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18 杨清秀 二等
5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45 张跃阳 二等
51 光学工程 212180352 李典典 二等
5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48 罗远大 二等
5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42 汪嘉欣 二等
5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86 马晓璐 二等
5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66 张志红 二等
5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26 詹梦洋 二等
57 光学工程 212180346 刘星 二等
5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21 夏新成 二等
5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14 邢彦军 二等
60 光学工程 212180337 戴雯琰 二等
61 光学工程 212180359 迟浩翔 二等
6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30 余明芯 二等
6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38 江奔 二等
6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28 蒋睿铖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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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65 刘孟楠 二等
66 光学工程 212180344 马靖 二等
67 光学工程 212180329 平鹏 二等
6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12 鲍猛 二等
69 光学工程 212180360 元振 二等
7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93 刘亮 二等
7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79 周靖俞 二等
72 光学工程 212180292 刘言 三等
73 光学工程 212180303 罗碧云 三等
74 光学工程 212180312 楼蕾荧 三等
75 光学工程 212180309 陈经纬 三等
7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98 周怡雯 三等
7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85 刘天睿 三等
78 光学工程 212180319 苏航 三等
7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33 李月飞 三等
80 光学工程 212180340 沈盛远 三等
8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76 陈渊博 三等
82 光学工程 212180310 刘鸿江 三等
83 光学工程 212180298 朱宁 三等
84 光学工程 212180284 薛熹纯 三等
8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51 蔡涵清 三等
8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97 陈兴凤 三等
8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06 林如飞 三等
8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77 王臻磊 三等
89 光学工程 212180321 方力 三等
90 光学工程 212180335 章芃 三等
91 光学工程 212180343 孙宇昊 三等
9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11 吴向阳 三等
9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53 余由俊 三等
94 光学工程 212180333 王祺 三等
9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60 樊鹏 三等
9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75 吴琪 三等
9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20 吕武君 三等
98 光学工程 212180338 韩永鹏 三等
9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46 程节生 三等
10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17 李茂宇 三等
101 光学工程 212180353 胡涛 三等
102 光学工程 212180324 张年佳 三等
10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32 李兆良 三等
10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08 谢峰 三等
105 光学工程 212180334 顾凯淏 三等
10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73 杨文皓 三等
10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88 傅伟 三等
108 光学工程 212180308 钮兴坤 三等
109 光学工程 212180283 高小华 三等
110 光学工程 212180361 林泽立 三等
111 光学工程 212180350 朱永飞 三等
112 光学工程 212180354 于涵 三等
113 光学工程 212180363 易煦然 三等
11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05 林克 三等
11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89 薛志伟 三等
116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36 叶绅蕊 三等
11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94 李世博 三等
11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27 许明月 三等
11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43 莫德威 三等
12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70 陈俊宇 三等
12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44 张冲 三等
122 光学工程 212180291 李学宝 三等
123 光学工程 212180351 焦文阳 三等
12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80 张振 三等
125 光学工程 212180325 戴伟 三等
126 光学工程 212180285 毕文瀚 三等
127 光学工程 212180332 刘峻昊 三等
128 光学工程 212180288 张锦华 三等
12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01 宋佳鑫 三等
13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84 杨钰炜 三等



13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04 储亚豪 三等
132 光学工程 212180294 向程江 三等
13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29 张龙桥 三等
134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64 龚赫 三等
13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52 罗绍文 三等
136 光学工程 212180355 唐磊 三等
13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34 韩志澜 三等
13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35 沈赫男 三等
139 光学工程 212180317 吕跃凯 三等
140 光学工程 212180356 芮振亮 三等
141 光学工程 212180362 钱家祺 三等
142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07 冯殿福 三等
143 光学工程 212180331 刘亮威 三等
144 光学工程 212180300 徐嘉成 三等
14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13 陈耀东 三等
146 光学工程 212180306 李翰楠 三等
147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49 徐亚 三等
14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61 白松涛 三等
149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72 李扬 三等
15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10 朱非凡 三等
151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16 熊健 三等
152 光学工程 212180330 尤露遥 三等
153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68 叶之江 三等
154 光学工程 212180348 丁庆阳 三等
155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23 朱仡谦 三等
156 光学工程 212180322 梁明乾 三等
157 光学工程 212180366 邢陈陈 三等
158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562 金子豪 三等
159 光学工程 212180305 吴浩冉 三等
160 电子信息光学工程 213330619 郝林结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