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录取编号 项目 单位代码 研究所/院系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生类别 二级学科名称 访学单位（中文）
2017-01 综合 80008 物理研究所 拱越 男 1991.10.30 硕博连读研究生 材料物理与化学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2017-02 综合 80009 高能物理研究所 李志镔 男 1989.11.25 硕博连读生 理论物理 美国布兰迪斯大学

2017-03 综合 80009 高能物理研究所 张思靓 女 1989.09.4 硕博连读生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
理

欧洲核子中心

2017-04 综合 80012 理论物理研究所 刘畅 男 1989.12.15 博士研究生 理论物理 蒙大拿州立大学
2017-05 综合 80025 国家天文台 陈星瑶 女 1992.9.25 硕博连读生 天体物理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2017-06 综合 80025 国家天文台 杨帆 男 1988.12.22 直博生 天体物理 加州理工学院
2017-07 综合 80025 国家天文台 陈媛 女 1990.11.28 博士研究生 天体物理 美国布朗大学
2017-08 综合 80021 紫金山天文台 鹿瑶 男 1990.08.22 博士研究生 天体测量与天体力学 瑞士伯尔尼大学

2017-09 综合 80014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邓先概 男 1990.05.21 硕博连读研究生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
理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2017-10 综合 80014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刘鹤 男 1990.10.27 硕博连读研究生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
理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2017-11 综合 80014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王闪闪 女 1988.12.21 博士研究生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
理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回旋加速器研
究所

2017-12 综合 80081 物理科学学院 蔡勇 男 1991.4.7 硕博连读研究生 理论物理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2017-13 综合 80081 物理科学学院 陈志歆 男 1990.6.3 硕博连读研究生 理论物理 布里斯托大学
2017-14 综合 80081 物理科学学院 陈曦 男 1990.2.23 硕博连读研究生 理论物理 西班牙光子科学研究所
2017-15 综合 80032 化学研究所 王丽萍 女 1991.7.22 硕博连读研究生 物理化学 亥姆霍兹乌尔姆研究所
2017-16 综合 80032 化学研究所 王征 男 1989.3.14 博士研究生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莱斯特大学
2017-17 综合 80032 化学研究所 索泓一 女 1992.11.02 硕博连读研究生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日本广岛大学
2017-18 综合 80041 过程工程研究所 薛玉冬 男 1993.2.26 直博生 化学工艺 耶鲁大学
2017-19 综合 80149 广州能源研究所 田志鹏 男 1991.2.28 硕博连读生 化学工程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2017-20 综合 80184 上海高等研究院 程庆庆 男 1991.10.20 博士研究生 物理化学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
2017-21 综合 80040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沈月琴 女 1993.2.18 直博生 材料物理与化学 韦仕敦大学(西安大略大学)

2017-22 综合 80040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陈冠羽 男 1991.06.03 硕博连读生 材料学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2017-23 综合 80174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尹充 男 1992.9.5 硕博连读研究生 材料物理与化学 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2017-24 综合 80113 微生物研究所 王秋水 女 1991.8.29 硕博连读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亥姆霍兹药物研究所

2017-25 综合 80121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乌英嘎 女 1991.1.27 硕博连读研究生 发育生物学 英国阿伯丁大学

2017-26 综合 80103 动物研究所 王明强 男 1991.2.12 博士研究生 动物学 德国综合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2017-27 综合 80106 昆明植物研究所 郭岑 女 1992.8.9 硕博连读研究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2017-28 综合 80107 华南植物园 贺鹏程 男 1989.2.19 硕博连读生 生态学 普林斯顿大学
2017-29 综合 80108 武汉植物园 彭倩 女 1991.12.10 硕博连读研究生 植物学 名古屋大学
2017-30 综合 80108 武汉植物园 张佳鑫 男 1990.11.23 硕博连读研究生 生态学 亚利桑那大学
2017-31 综合 80110 成都生物研究所 刘亮锋 女 1991.01.06 博士研究生 生态学 佛罗里达大学
2017-32 综合 80123 上海药物研究所 庄友文 男 1993.05.01 硕博连读研究生 药理学 美国温安洛研究所
2017-33 综合 80176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毛音訸 女 1990.7.2 硕博连读研究生 微生物学 美国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

2017-34 综合 80189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生化细胞所）

赵娟 女 1990.9.13 硕博连读生 生物信息学 哈佛大学

2017-35 综合 80192
上海生科院（人口健康领
域）

于洪爽 女 1993.3.25 硕博连读生 细胞生物学 美国天普大学

2017-36 综合 80054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龚宴欣 男 1991.4.14 硕博连读研究生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2017-37 综合 80054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王文轩 女 1992.4.21 硕博连读研究生 科学技术史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材料制

造与结构研究中心

2017-38 综合 80054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马姣 女 1992.7.24 硕博连读研究生 科学技术史 德国图宾根大学

2017-39 综合 80070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贺忠华 男 1992.4.9 硕博连读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

美国普渡大学

2017-40 综合 80070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孙伟超 男 1991.10.19 硕博连读研究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

特温特大学

2017-41 综合 80070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周望 男 1990.09.17 硕博连读研究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

分校

2017-42 综合 80070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王聪 女 1992.5.20 硕博连读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

康奈尔大学

2017-43 综合 80070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樊程 女 1993.10.18 直博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

荷兰空间研究中心

2017-44 综合 80073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田羽森 男 1992.11.20 硕博连读生 地球与空间探测技术
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空间科学
研究所

2017-45 综合 80075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张倩 女 1991.10.31 直博生 地质工程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2017-46 综合 80075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王乐 男 1990.10.10 硕博连读生
矿物学、岩石学、矿
床学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2017-47 综合 80075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邹屹 男 1991.3.6 直博生
岩石学、 矿物学、

矿床学
多伦多大学

2017-48 综合 80075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李兴辉 男 1991.7.8 硕博连读生
矿物学、岩石学、矿
床学

加拿大湖首大学

2017-49 综合 80075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张明明 男 1992.2.10 硕博连读生 地球化学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2017-50 综合 80075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宋帅华 男 1992.01.02 硕博连读生 构造地质学 阿德莱德大学
2017-51 综合 80083 地球科学学院 李秋环 女 1990.10.23 硕博连读生 构造地质学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2017-52 综合 80061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宁栋梁 男 1990.04.05 硕博连读研究生 自然地理学 昆士兰大学
2017-53 综合 80042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焦敏 女 1989.11.23 博士研究生 生态学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2017-54 综合 80058 大气物理研究所 赵荐 男 1991.11.24 硕博连读研究生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
境

卡耐基梅隆大学

2017-55 综合 80058 大气物理研究所 丁梦蓉 女 1992.2.20 硕博连读研究生 气象学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2017-56 综合 80058 大气物理研究所 陈晓丹 女 1991.7.26 硕博连读研究生 气象学 哥伦比亚大学

2017-57 综合 80060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杜牧野 男 1992.09.21 直博生 自然地理学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地球化

学研究所
2017-58 综合 80060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马楠 女 1993.08.19 直博生 生态学 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
2017-59 综合 80060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刘远 男 1993.6.2 硕博连读生 生态学 怀卡托大学
2017-60 综合 80060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王苗苗 女 1991.7.22 博士研究生 生态学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2017-61 综合 80060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黄达沧 男 1989.10.1 博士研究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

伊利诺州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2017-62 综合 80060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王新歌 女 1990.4.30 博士研究生 人文地理学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

2017-63 综合 80062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靳梦杰 女 1989.08.11 硕博连读研究生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2017-64 综合 80062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贾雪莹 女 1989.05.01 硕博连读研究生 自然地理学 布里斯托大学
2017-65 综合 80068 海洋研究所 邢丽丽 女 1991.10.23 硕博连读生 海洋生态学 杜克大学
2017-66 综合 80068 海洋研究所 唐雪颖 女 1991.10.21 硕博连读生 水产养殖 南加州大学
2017-67 综合 80069 南海海洋研究所 冯英辞 男 1988.10.26 博士研究生 海洋地质 德国亥姆霍兹海岸带研究所
2017-68 综合 80126 南京土壤研究所 朱宁远 男 1992.9.19 硕博连读研究生 土壤学 辛辛那提大学
2017-69 综合 80127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陈晓冬 女 1991.05.11 硕博连读研究生 土壤学 林肯大学
2017-70 综合 80127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卢佳禹 男 1990.05.01 硕博连读研究生 生态学 悉尼大学
2017-71 综合 80158 地球环境研究所 陈东 男 1991.5.11 硕博连读研究生 环境科学 美国哈佛大学
2017-72 综合 80084 资源与环境学院 蔡晓琳 女 1991.7.24 硕博连读研究生 环境科学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2017-73 综合 80136 半导体研究所 孙术乾 男 1992.03.03 硕博连读生 物理电子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2017-74 综合 80137 电子学研究所 肖桂花 女 1991.09.20 直博生 生物电子学 明尼苏达大学
2017-75 综合 80151 光电技术研究所 吴浩然 男 1992.11.15 硕博连读研究生 信号与信息处理 密歇根大学
2017-76 综合 80186 信息工程研究所 朱双怡 男 1993.04.25 直博生 信息安全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2017-77 综合 80138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
所

常玉超 男 1988.3.28 硕博连读研究生 通信与信息系统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2017-78 综合 80139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
所

任国玺 男 1992.9.30 硕博连读研究生 材料物理与化学
先进光源，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
验室

2017-79 综合 80140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
所

王利娟 女 1992.5.18 硕博连读研究生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

丹麦科技大学

2017-80 综合 80140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张波 女 1991.8.6 硕博连读研究生 光学工程 悉尼大学
2017-81 综合 80142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潘安 男 1993.05.06 硕博连读研究生 光学工程 加州理工学院
2017-82 综合 80143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郭乐慧 女 1992.07.06 直博生 物理电子学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2017-83 综合 80144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柳牧龙 男 1992.4.13 硕博连读研究生 光学工程 普渡大学
2017-84 综合 80145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刘利强 男 1991.04.15 直博生 信号与信息处理 南洋理工大学
2017-85 综合 80143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肖锡晟 男 1991.10.29 硕博连读研究生 物理电子学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2017-86 综合 80143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姚晓梅 女 1993.2.12 硕博连读生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2017-87 综合 80132 计算技术研究所 李春典 男 1992.3.2 硕博连读研究生 计算机系统结构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
2017-88 综合 80132 计算技术研究所 郭青丽 女 1990.7.13 直博生 计算机系统结构 美国杜克大学
2017-89 综合 80132 计算技术研究所 李灵慧 女 1992.2.28 直博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 美国德萨斯大学
2017-90 综合 80146 自动化研究所 全卫泽 男 1992.4.20 直博生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2017-91 综合 80147 自动化研究所 杜杨 男 1993.06.13 硕博连读研究生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2017-92 综合 80148 自动化研究所 张慧 女 1993.07.01 直博生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美国罗德岛大学

2017-93 综合 80160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李春 男 1984.05.03 博士研究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
北卡罗来纳
大学教堂山分校

2017-94 综合 80147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杨灏 男 1989.2.24 硕博连读研究生 机械电子工程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
2017-95 综合 80148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李兵兵 男 1992.1.7 硕博连读研究生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纽约城市大学

2017-96 综合 80149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韩晓佳 女 1992.10.26 硕博连读研究生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
置

韦仕敦大学

2017-97 综合 80150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孙干 男 1990.5.3 硕博连读研究生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美国东北大学
2017-98 综合 80002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信晶雪 女 1990.8.2 硕博连读研究生 运筹学与控制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
2017-99 综合 80002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刘赫 女 1993.8.7 直博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2017-100 综合 80002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陈伟坤 男 1990.5.6 硕博连读研究生 计算数学 柏林楚泽研究所
2017-101 综合 80002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赵越 女 1990.9.8 博士研究生 计算数学 布朗大学
2017-102 综合 80002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郑嘉俐 女 1993.2.13 直博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伦敦大学学院
2017-103 综合 80080 数学科学学院 徐言 男 1991.10.16 博士研究生 基础数学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2017-104 综合 80125 心理研究所 戚艳艳 女 1992.7.29 硕博连读研究生 认知神经科学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
2017-105 综合 80126 心理研究所 李丹枫 女 1991.11.17 硕博连读研究生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2017-106 综合 80164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张亚峰 男 1988.11.17 硕博连读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比萨圣安娜高等学校
2017-107 综合 80164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李靖宇 女  1992.9.26 硕博连读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英国卡斯商学院
2017-108 综合 建筑研究与设计中心 杜傲 女 1988.11.22 博士研究生 人文地理学 美国杜克大学
2017-109 综合 80087 经济与管理学院 任蕊 女 1990.4.28 硕博连读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