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大学生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刁若愉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胡佩炎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陆镜宇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杨俨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张瑞欣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付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蒋乐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李文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刘纪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徐雪晴 山东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郑文镇 山东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刘曜辉 大连理工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岳艺双 大连理工大学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杨阳 中国矿业大学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叶苇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齐资源 山东科技大学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何海东 山东大学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刘辛宇 大连理工大学 

力学研究所 白鹏博 中国石油大学 

力学研究所 纪晓阳 复旦大学 

力学研究所 王淇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研究所 王文浩 中国科学院大学 

力学研究所 张彭豪 哈尔滨工业大学 

力学研究所 林宏 北京理工大学 

力学研究所 张华 吉林大学 

物理研究所 陈宝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研究所 房启轩 山东大学 

物理研究所 陈家豪 吉林大学 

物理研究所 张轩浩 北京理工大学 

物理研究所 虞智超 四川大学 

物理研究所 方晓筱 兰州大学 

物理研究所 贾征楠 华中科技大学 

物理研究所 马睿 南开大学 

物理研究所 施逸平 湖南大学 

物理研究所 高子涵 华南理工大学 

物理研究所 侯宇轩 天津大学 

物理研究所 黄程骏 大连理工大学 

物理研究所 刘文慧 东北师范大学 

物理研究所 刘旭东 西安交通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物理研究所 陶行健 西北大学 

物理研究所 周昱萱 重庆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李一锋 四川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王硕 河北科技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胡玮珊 兰州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王成敏 四川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任思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阚家文 东北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李锦涛 浙江工业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胡思危 东南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王一霖 华中科技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税擎苍 山东大学（威海） 

高能物理研究所 谢宜君 山东大学 

高能物理研究所 李启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声学研究所 李颖婕 厦门大学 

声学研究所 代凌玲 中国科学院大学 

声学研究所 李一凡 北京师范大学 

声学研究所 张祚祥 中国海洋大学 

声学研究所 邬恩 中山大学 

声学研究所 肖森 哈尔滨工程大学 

声学研究所 孙逸飞 广西大学 

声学研究所 孙铭辰 中国农业大学 

声学研究所 田野 北京工业大学 

声学研究所 王成仲 中山大学 

声学研究所 王泽欣 哈尔滨工程大学 

理论物理研究所 朱国瑞 同济大学 

理论物理研究所 李永康 兰州大学 

理论物理研究所 胡新元 北京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研究所 陈珂旸 北京大学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曹满鑫 兰州大学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陈浩楠 宁波诺丁汉大学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陈怡 成都理工大学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翟文韬 内蒙古工业大学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刘秋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苏鼎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谢鑫涛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赵宏凯 内蒙古大学 

近代物理研究所 张顺 兰州大学 

近代物理研究所 范翊华 兰州大学 

近代物理研究所 马子旭 兰州大学 

近代物理研究所 周浩 兰州大学 

近代物理研究所 赵永 云南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近代物理研究所 董子毅 石河子大学 

近代物理研究所 李炫霖 河北大学 

近代物理研究所 李钦 成都理工大学 

近代物理研究所 邹超杰 贵州大学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刘悦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陈柏瑜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上海天文台 温凌坤 中山大学 

上海天文台 李亚星 厦门大学 

上海天文台 王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云南天文台 李睿智 云南大学 

云南天文台 沈宇恒 内蒙古科技大学 

国家授时中心 陈晓锋 成都理工大学 

国家授时中心 王彦 烟台大学 

国家授时中心 施敏琳 华东交通大学 

国家天文台 洪语良 中国科学院大学 

国家天文台 黄浩淼 北京大学 

国家天文台 宋坤宇 兰州大学 

国家天文台 王宁 山西大学 

国家天文台 吴昱川 北京大学 

国家天文台 张健星 北京大学 

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 崔亚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 王龙熠 东北石油大学 

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 袁航 东北石油大学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菲路然木• 

卡米力江 
中国药科大学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王浩然 郑州大学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将阿亚· 

阿来达尔 
北京科技大学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朱镕泽 武汉工程大学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王鑫淼 安阳师范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孙伟航 东北师范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杜华清 北京师范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姜山 郑州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李红雪 郑州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李嘉祺 山东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刘榛 云南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秦正莲 南京理工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杨燕 中央民族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张硕 重庆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张彤 南开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赵田 华东理工大学 

理化技术研究所 周子安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化学研究所 陈思奥 南开大学 

化学研究所 程丽君 湘潭大学 

化学研究所 黄星妙 湘潭大学 

化学研究所 贾顺涵 南开大学 

化学研究所 金若溪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研究所 李福臻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研究所 李丽娟 山西大学 

化学研究所 林翠莲 湘潭大学 

化学研究所 刘哲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化学研究所 路鹏凡 湘潭大学 

化学研究所 吕振华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研究所 宋馨宁 中国农业大学 

化学研究所 吴宇轩 北京大学 

化学研究所 谢荣荣 青海大学 

化学研究所 杨敬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研究所 朱宇辉 中国科学院大学 

广州化学研究所 石元昊 广东工业大学 

广州化学研究所 张耀东 北京化工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黄迅 武汉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莫哲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黄胜杰 中南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于毳 南开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罗邦科 暨南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陈相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罗俊凯 南开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汤明侨 吉林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黄旭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陈诗豪 兰州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佘俐钦 吉林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王征 上海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金宇轩 南开大学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伍仁杰 中国农业大学 

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彭雪松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吴凡 重庆师范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李奕蓉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孙宝凝 南方科技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宁澜淇 南开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张洁茹 重庆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王明畅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屈嘉铤 南开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林乔松 武汉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葛广谞 重庆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阮奕琰 兰州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孟文娟 河南科技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韩荣荣 兰州理工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刘于莉 重庆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李元浩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杨军 东南大学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余文俊 郑州大学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张云云 中国农业大学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李建通 河北农业大学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吕秋辰 青海大学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戚长敏 曲阜师范大学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李晋燕 云南师范大学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高欣茹 曲阜师范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单玮 大连理工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李垂羽 四川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李名媛 东华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卢玲燕 江西师范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马雪茹 中南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唐盈盈 中南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王之栩 天津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魏子轩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吴应辰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张伟达 河海大学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周子淳 山东大学 

过程工程研究所 崔露露 河南大学 

过程工程研究所 贾丽卫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过程工程研究所 李佳 福州大学 

过程工程研究所 刘慧娴 东北大学 

过程工程研究所 田文鑫 太原科技大学 

过程工程研究所 王安伟 曲阜师范大学 

过程工程研究所 王洁 山东科技大学 

过程工程研究所 燕雨蒙 华东理工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陈美如 中南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陈雅禾 清华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刘杰 华中科技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吉祥玉 北京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张硕 大连理工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孙瑞泽 清华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岳家芃 四川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柴嵩 清华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李思 山东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张鑫 山东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耿凡舒 山东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童新元 山东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田克芳 山东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齐甜雨 山东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王广旋 山东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姚京泰 山东大学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张晓琛 山东大学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陈  瑶 内蒙古农业大学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冯雪瑶 天津科技大学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米国梁 天津科技大学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田彦茹 辽宁科技大学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杨轶博 天津科技大学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阴安萍 天津科技大学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谢玉龙 山东大学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黄佳宝 天津大学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陈君兰 福州大学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林瑶 中国药科大学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杨秋宇 海南大学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崔莉敏 河南大学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李海涛 内蒙古农业大学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周璇 福州大学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王鸿震 江苏科技大学 

青海盐湖研究所 李雪婷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盐湖研究所 李斌玉 苏州大学 

青海盐湖研究所 袁芙蓉 青海大学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施涵 浙江大学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张淑荣 山东科技大学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李岚馨 吉林大学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周新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王一朵 吉林大学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曲含直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王业浩 山东师范大学 

大气物理研究所 袁倩婷 兰州大学 

大气物理研究所 任康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大气物理研究所 李芊昀 云南大学 

大气物理研究所 魏旺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大气物理研究所 宋逸凡 南京大学 

大气物理研究所 周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大气物理研究所 朱羿洁 兰州大学 

大气物理研究所 范雯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张环宇 武汉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闫笑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王雨薇 湖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曾宣烨 四川农业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许红 中国农业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牛连涛 长安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敏欣 河海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刘欣睿 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姚蕾 北京林业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张梦菡 武汉理工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初晨 云南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崔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王柯文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殷悦 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刘娴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安丰平 宁夏大学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牛汇林 河南工业大学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张帅 安徽师范大学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张浩斌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金欣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李濡旭 吉林师范大学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李钰婉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郑佳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罗滨 海南师范大学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王文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庞博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罗宏伟 昆明理工大学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舒轶凡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熊薇 四川农业大学（雅安） 

地球化学研究所 徐浩 长安大学 

地球化学研究所 尹浩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球化学研究所 罗旭文 昆明理工大学 

地球化学研究所 魏乐 吉林大学 

地球化学研究所 张莉 吉林大学 

地球化学研究所 葛黎明 桂林理工大学 

海洋研究所 陈静 北京化工大学 

海洋研究所 刘思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海洋研究所 刘小辰 东北师范大学 

海洋研究所 申春琴 西南大学 

海洋研究所 史硕 河北工业大学 

海洋研究所 苏伟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研究所 陈万泰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研究所 宋庆男 南京师范大学 

海洋研究所 姜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海洋研究所 王铠露 陕西师范大学 

南海海洋研究所 蔡致远 中国海洋大学 

南海海洋研究所 陈仪 广州中医药大学 

南海海洋研究所 庞可 广西大学 

南海海洋研究所 亓文倩 四川农业大学 

南海海洋研究所 王煦雯 中国海洋大学 

南海海洋研究所 尹纪园 山东科技大学 

南海海洋研究所 于淼 中山大学 

南海海洋研究所 赵磊 中国海洋大学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黄莉莹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赵洁凝 北京科技大学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李佳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鲍烨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杨铭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冉豪 南京大学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习心悦 河南师范大学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翟丽敏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张怡悦 电子科技大学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王义慧 山东农业大学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李林曦 南京大学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张慧卿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高亮 西北大学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苏文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王则灵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张宇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邱一鑫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王喆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王琛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夏鸿华 四川农业大学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赵玉娇 兰州大学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贺进帆 内蒙古大学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何锐 四川师范大学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刘凯旋 青海大学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沈冰雯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孙铭蔚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卢调雪 兰州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幸天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罗旺 山东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李轩宇 武汉大学 

物理科学学院 王春雯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科学学院 李志轩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科学学院 李昂 中国人民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物理科学学院 梁洋畅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科学学院 易涤凡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化学科学学院 余润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化学科学学院 赵辰 北京工业大学 

化学科学学院 孙格 北京工业大学 

化学科学学院 曾雯琬 中南大学 

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曾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周涛 成都理工大学 

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徐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车驰 武汉理工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王凯月 江南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陈小宝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肖  真 江西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程毅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资源与环境学院 纪乾伟 华中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高扬震宇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李嘉琪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兰天龙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王雍琦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郑宇辉 重庆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陈旗 华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刘宇婧 华南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刘德瑞霖 西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周昳晨 中国矿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曹婉莹 海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嘉琪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思博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禹珩 清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柴诗琦 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冯潇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吴双 中国政法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邓宗璞 中国政法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兰思蒙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马泽宇 北京大学 

人文学院 朱峰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李恩泽 山东大学 

外语系 张珊 北京林业大学 

外语系 李行 湖南科技大学 

外语系 郑一菲 浙江工业大学 

工程科学学院 付靖宇 山东科技大学 

工程科学学院 肖翔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工程科学学院 罗响 上海海事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 张庆 青岛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 曾澳 长春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 王仲锐 天津大学 

电子电气与通信工程学院 何少杰 厦门大学 

电子电气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语孟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丹学院 汪丹 北京林业大学 

中丹学院 万瑞琪 石河子大学 

中丹学院 鲍欣悦 东北财经大学 

中丹学院 郭雨佳 北京交通大学 

中丹学院 吴子珊 中国农业大学 

中丹学院 吴泱 南京工业大学 

中丹学院 胡亦舒 南京农业大学 

中丹学院 甄育 南开大学 

中丹学院 李苏蕊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中丹学院 盛加乐 国际关系学院 

中丹学院 刘雨杰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韩天舒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张天宸 中央民族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林宇桐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张思琪 南京邮电大学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王克春 西南林业大学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张丽娇 石河子大学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王一涵 山西师范大学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黄新焕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王佳 塔里木大学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王泽辉 石河子大学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邱鑫 石河子大学 

动物研究所 方帅淇 西南大学 

动物研究所 郭玮琪 四川大学 

动物研究所 郭致远 东北农业大学 

动物研究所 关晓彤 中国海洋大学 

动物研究所 杨悦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研究所 谢文冬 河北大学 

动物研究所 李冲 河北大学 

动物研究所 苗雨 河北大学 

动物研究所 于妍 北京工业大学 

昆明动物研究所 吴可心 吉林农业大学 

昆明动物研究所 钟文江 云南农业大学 

昆明动物研究所 左大双 云南农业大学 

昆明动物研究所 康伟博 云南大学 

昆明动物研究所 陈凯敏 吉林大学 

植物研究所 韩浩媛 中山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植物研究所 梁可萌 北京林业大学 

植物研究所 凌园媛 云南大学 

植物研究所 裴子莹 安徽农业大学 

植物研究所 秦韬宇 福建农林大学 

植物研究所 汤丽君 曲阜师范大学 

植物研究所 杨卓 华东师范大学 

植物研究所 罗樾 北京大学 

植物研究所 刘佳豪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研究所 丁康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昆明植物研究所 高舒扬 北京师范大学 

昆明植物研究所 吴琪 江西中医药大学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丁洁 湖南大学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紫姣 吉首大学 

昆明植物研究所 余佳益 北京化工大学 

昆明植物研究所 张书涵 首都师范大学 

昆明植物研究所 周松岩 中山大学 

华南植物园 蒋妍 南京农业大学 

华南植物园 段晓妍 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植物园 李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南植物园 赖佳潆 南京林业大学 

华南植物园 邱思慧 福建师范大学 

华南植物园 班定悦 东北农业大学 

华南植物园 陈依晴 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植物园 柯丹敏 福建农林大学 

武汉植物园 耿珺 暨南大学 

武汉植物园 李文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武汉植物园 苏枫 西南大学 

成都生物研究所 冯志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成都生物研究所 王施霁 苏州大学 

成都生物研究所 李孟骄 东北农业大学 

成都生物研究所 黄思凝 四川大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 李楚逸 郑州大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 付望骏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 李慧之 中国农业大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 王亚静 吉林大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 杨琦 南开大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 李清文 东北农业大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 王奕懿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 谢润泽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 于子涵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物物理研究所 肖淑敏 郑州大学 

微生物研究所 王洁婧 北京林业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微生物研究所 李玎 中国农业大学 

微生物研究所 张倩 北京林业大学 

微生物研究所 张雨佳 河北大学 

微生物研究所 王新宇 河北大学 

微生物研究所 侯彬 河北大学 

微生物研究所 许雯 河北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李学辉 华中农业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陈鑫 西南科技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陈沁怡 武汉理工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邹青青 南昌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李超越 安徽农业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李吉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徐登歌 中国农业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林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宋嘉锐 四川农业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朱子彧 武汉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陈红 贵州大学 

水生生物研究所 王旭阳 扬州大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孟伟 中国科学院大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杨艺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吴冰卉 中国农业大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程航远 中国农业大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王晓遇 北京林业大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路兴通 河北农业大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单张凡 江西农业大学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周佳颖 青海大学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刘坤和 西华师范大学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陈洁 湖南农业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王子璇 苏州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魏芳瑜 南开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易文哲 华中科技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郝天辉 云南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高明慧 河南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姜小荷 中国药科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张羽 西南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黄文思 海南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杨玉琪 西南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俞涛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陈泽材 吉林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吴涵 沈阳药科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宣伊飞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贺薏帆 中央民族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上海药物研究所 孙菁菁 青岛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董辰 华中农业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陶照凡 内蒙古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常柳柳 沈阳药科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陈颖 西南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向麦 西南大学 

上海药物研究所 俞旻君 江西农业大学 

武汉病毒研究所 蔡迪睿  湖北大学 

武汉病毒研究所 李晨瑄 华东理工大学 

武汉病毒研究所 田铭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病毒研究所 唐绮 武汉大学 

武汉病毒研究所 李韵捷 
沈阳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沈阳工学院） 

心理研究所 徐颖 曲阜师范大学 

心理研究所 何亚平 上海体育学院 

心理研究所 田健池 南昌大学 

心理研究所 周颖 北京林业大学 

心理研究所 吕思华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研究所 余振豪 南昌大学 

心理研究所 李呈锦 首都师范大学 

心理研究所 赵佳旭 湖南师范大学 

心理研究所 张思琦 清华大学 

心理研究所 汤洁 黑龙江大学 

南京土壤研究所 张理 湖南农业大学 

南京土壤研究所 郭琳钰 西南大学 

南京土壤研究所 王东哲 安徽大学 

南京土壤研究所 张丹 四川农业大学 

南京土壤研究所 金志华 江西农业大学 

南京土壤研究所 周晴晴 陕西师范大学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任辉 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王馨 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张云宇 东北林业大学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秦玉婧 山西大学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邵雪峰 济南大学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章纪龙 安徽农业大学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刘安心 中国海洋大学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王承志 浙江大学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刘欣 云南农业大学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周褀越 浙江大学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张纤纤 云南大学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唐玉昊 中国海洋大学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周洁 贵州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周宗将 内蒙古农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杨新月 吉林农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杨二娟 甘肃农业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刘听雨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何咏哲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王玮桐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郭婧宇 清华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韩沛轶 清华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刘晰鸣 清华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赵世新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周姿能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熊诗雨 重庆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陈述白 西南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王嵩岳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王紫芮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张垚 北京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朱天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汪家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计算技术研究所 宁李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杨晗 重庆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潘恺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王新宇 山东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陈彦帆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汪子翼 武汉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杨一帆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骆嵩涛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乔伊然 清华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刘昱怡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许嘉钰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张志远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张洪瑞 天津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谭家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张恒然 吉林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刘浩钰 中国矿业大学 

计算技术研究所 李浚禾 大连海事大学 

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纪传昊 曲阜师范大学 

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秦溧 辽宁科技大学 

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刁可 海南师范大学 

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刘大伟 山东农业大学 

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吴东磊 河北大学 

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张喜玥 青岛大学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林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王春成 华北电力大学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胡京宇 西北工业大学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孔雨晗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魏东薇 燕山大学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刘丽莎 南京理工大学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林汉葳 清华大学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应卓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衡禹乾 北京科技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陈杨 吉林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党汐莹 北京理工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胡懿玲 南开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兰扬 北京科技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李冠锜 北京理工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李祥瑞 山东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刘志鹏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罗超 东北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罗睿鹏 北京理工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马靖腾 北京邮电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万晨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半导体研究所 文宇骁 华中科技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于洪权 大连理工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房晓丽 江南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田野 南方科技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胡祎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朱子懿 兰州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刘玉兰 厦门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李亚钊 西北工业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蔡翊健 安徽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李泽春 西北工业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戴魏邦 江南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魏雪齐 东华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邓力玮 湘潭大学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刘嘉宇 湘潭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聂久程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潘显法 贵州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施嘉旺 太原理工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谭嘉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王贺翀 大连理工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杨云帆 海南师范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张翔云 东北石油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赵子涵 青岛理工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朱邦坤 长春理工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刘晓冰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肖相辅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鞠林丰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冯昂昂 陕西科技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王嘉伟 华东交通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许宇 南昌航空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胡江诚 沈阳化工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姚鑫鑫 辽宁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王治舒 海南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石敦攀 武汉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汤兴宇 华南师范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谭敏 海南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王泓鉴 东北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高航 内蒙古科技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张训宇 郑州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潜辛格 贵州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王超然 大连理工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陆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葛家豪 青岛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林泽晟 浙江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李筱曼 青岛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陈喜专 福州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王映霖 浙江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戴英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刘鹏 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王皓帆 上海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单文泽 天津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范夏阳 浙江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张楷锜 湘潭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马彧 天津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韩宜池 大连理工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赵明君 青岛大学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杜耀辉 太原科技大学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赵宏恺 山西大学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苗浩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蔡雯馨 西南科技大学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王元锐 西南大学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拓鸿丽 兰州理工大学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左晓芸 内蒙古师范大学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苏畅 广西师范大学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张曼玉 西北大学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明家辉 广州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韩月明 东南大学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黄辰宇 西北工业大学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焦守政 中国海洋大学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王易楠 吉林大学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赵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叶成磊 宁波大学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杨文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自动化研究所 苑红榜 山东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周嘉恒 哈尔滨工业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朱俊峰 华中科技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赵祉瑜 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陈丁硕 山东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刘洋 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李洋 哈尔滨工业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曾泽铿 复旦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张予涵 吉林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王子翼 西北工业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于涛 天津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余涟祎 东北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李沐霈 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景煜恒 东北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耿艺萌 西安交通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王亦菲 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方兴 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研究所 孙罗洋 山东大学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赵庭辉 浙江大学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李依洋 中国传媒大学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陈科宇 哈尔滨工程大学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赵峥韬 苏州大学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王丁一 华北电力大学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冯彬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关键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王旭东 中北大学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施君泽 河海大学 

电工研究所 武三喜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电工研究所 才金普 四川大学 

电工研究所 田雨鑫 清华大学 

电工研究所 陈奕凯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电工研究所 张李君 河北工业大学 

电工研究所 邸淏楠 北京科技大学 

电工研究所 刘启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软件研究所 任德金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软件研究所 张鑫 武汉大学 

软件研究所 苏子童 北京科技大学 

软件研究所 马序言 北京交通大学 

软件研究所 陈啸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软件研究所 王亚峰 河北大学 

软件研究所 周岱琮 北京交通大学 

软件研究所 李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 

软件研究所 李昌文 北京工业大学 

软件研究所 吕亦敏 天津大学 

软件研究所 郑莘 北京邮电大学 

软件研究所 陈暑 北京大学 

软件研究所 蒋王一 清华大学 

软件研究所 刘沛霖 北京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所 李阳 四川师范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所 马若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所 鲁琳琳 郑州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所 吴涛 重庆邮电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所 胡超 西南石油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所 侯孟霞 河南师范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所 龚攀 南京理工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所 赵凯悦 河南理工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所 王玲 西南大学 

光电技术研究所 吴红梅 贵州大学 

文献情报中心 刘怡伶 重庆邮电大学 

文献情报中心 于世博 四川大学 

文献情报中心 陈诺 福建师范大学 

文献情报中心 管铮懿 湖北大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 

资源研究中心 
陈亚伟 河北农业大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 

资源研究中心 
贾志芬 河北农业大学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 

资源研究中心 
袁姣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地球环境研究所 臧梦雨 西北大学 

地球环境研究所 刘佳睿 黑龙江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胡涛 河南科技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李梓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赵越 天津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张晗颖 河北工业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黄元铨 南昌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徐丽君 山东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袁易扬 北京理工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微电子研究所 闫胜哲 北京邮电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董青杨 西安理工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路玉 河南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张越 复旦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吴丹彤 北京工业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王南茜 北京化工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张帅迪 中南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姜子林 福州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黄璐 青海师范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刘忠鹤 北京化工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曹泽文 天津工业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郭泽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周安琪 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祝文晶 天津工业大学 

微电子研究所 窦润嵩 大连理工大学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孙静怡 湖南大学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李文斌 湖南大学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陈子逸 大连理工大学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何宇轩 清华大学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闫法人 中国矿业大学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范涛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吕双铜 湖北工程学院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谷瑞 南京林业大学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徐英华 湖南农业大学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朱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葛澳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龙诗琴 大连理工大学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彭冰钰 桂林理工大学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殷琦杭 东北大学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马玲 长安大学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张素蝶 广东海洋大学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官国庆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张艳婷 福建农林大学 

新疆天文台 韩金坤 贵州师范大学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

息中心） 
麦嘉琳 华南农业大学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

息中心） 
潘榕 广东工业大学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

息中心） 
阚传雯 南京医科大学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

息中心） 
刘鑫鑫 哈尔滨医科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青藏高原研究所 张延广 兰州大学 

青藏高原研究所 杨棋 西北大学 

青藏高原研究所 王洁 山东师范大学 

青藏高原研究所 李仰状 兰州大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张舒涵 南开大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马朴一 清华大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秦义佳 北京交通大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郑睿恒 西北工业大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李鼐士 中国科学院大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李思扬 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石与白 湘潭大学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邹若安 昆明理工大学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祝晗旭 江南大学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孙倩倩 东北林业大学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杨金航 四川农业大学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张艳玉 浙江理工大学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严幸铮 兰州大学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钱晨 西南交通大学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吴可怡 湘潭大学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姜贞伊 江南大学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仇童 吉林大学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李翠云 沈阳药科大学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吴玮煊 重庆大学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肖嘉慧 沈阳药科大学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田娜 吉林大学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王文强 四川大学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冼佳玥 北京林业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杨子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纪晓琳 厦门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陈燕 大连理工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霍子欣 中山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涂人哲 中山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黄珊 厦门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李泊泷 大连理工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陈伯瑜 中国科学院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刘滢琪 湖南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樊文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刘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吕梦婷 重庆医科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欧阳瑜旌 中国科学院大学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梁家欣 暨南大学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张亚宁 山东大学（威海）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郑林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侯昊岐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信昕奇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李凯伦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董浩淼 上海海洋大学 

城市环境研究所 吴雅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城市环境研究所 贺怡 重庆大学 

城市环境研究所 任昕悦 浙江大学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肖琪 江南大学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陈怡迈 燕山大学 

上海高等研究院 李佳锜 湖南师范大学 

上海高等研究院 鲁统婵 燕山大学 

上海高等研究院 唐梓祁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高等研究院 刘雯 天津科技大学 

上海高等研究院 卢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俞丽芯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曾现英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赵硕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潘路 重庆邮电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戴思然 北京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秦嗣量 中国科学院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牛庆芸 山东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陈子翀 清华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王诗文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邓翔龙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田鑫 北京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田静远 中国科学院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范廷钰 河南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徐品 中央民族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孙浩 东南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王一丹 山东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李东浩 北京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陈江超 河南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王一斌 中国科学院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李乔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张军正 北京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饶诗浩 兰州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侯天铭 西南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周沁 清华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薛丁钊 重庆邮电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关星茂 中国科学院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周泽峻 重庆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信息工程研究所 周阳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邝彬 湘潭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许金波 北京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朱祖耀 南方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谢铠宇 新疆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刘锦浩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信息工程研究所 陈煜锋 北京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王承淳 中国矿业大学 

信息工程研究所 余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刘梦达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王琳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李嘉安 四川大学 

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张如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尹永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廖佩铃 长江大学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肖子健 长江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徐亦舒 上海科技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陈怡人 中国农业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程江路 南方医科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颜欣然 华中科技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焦芳太 吉林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刘昱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楼丽翔 南开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陈缘 四川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李志学 西南交通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武娇 华中科技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杨皓晨 四川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程妮 南开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翁文栋 浙江大学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潘宇航 中山大学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罗子安 西安交通大学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黄妍 浙江大学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王致远 南京大学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李涛 四川大学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张嘉懿 华东师范大学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郑美妤 广西大学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钱岚飒 浙江大学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杨丙辰 南京农业大学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郝陈惠 南京农业大学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于杰 南京农业大学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李爽 山东农业大学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张帆 武汉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李煜 浙江大学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罗澜 东北农业大学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陈亚鑫 南京大学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刘斯暾 中山大学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刘羽暄 四川大学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宋清琳 中山大学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沈浩煜 南昌大学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胡婉婷 安徽农业大学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吕紫晔 南京农业大学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王菲 江苏师范大学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孙煜杰 南京农业大学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吴常昊 安徽大学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季庆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刘俞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焦昉潭 北京理工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陈振 中国科学院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蒋南邑 中国科学院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李孟潇 吉林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仰玉洁 浙江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闫明 中山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姚星雨 武汉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董永 北京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李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任嘉龙 中南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乔杨 中国矿业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毛子宸 北京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叶鑫燚 北京理工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范一喆 中国科学院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祁柯晖 中国科学院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张洪浩 中国科学院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胡梦雨 北京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王晨昊 电子科技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严启炜 北京理工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裴健宁 北京理工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李洪静 电子科技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丁师贤 电子科技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樊天宇 清华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夏裕鹏 清华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周子杭 清华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张诗雨 南开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陈彦琳 浙江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韩曦慧 清华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刘晓东 北京化工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王泽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谷天龙 东南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李必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余佳彤 清华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高启峰 中国科学院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杜凯源 中国科学院大学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孙少卿 中国科学院大学 

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甘悦芳 华中师范大学 

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贺彩艳 湖北大学 

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王珍 华中农业大学 

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吕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李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刘延文 山东大学 

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刘甜甜 长沙理工大学 

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高峰 山东理工大学 

存济医学院 辛宜珂 武汉大学 

微电子学院 陈远翔 北京交通大学 

微电子学院 方旭晨 清华大学 

微电子学院 郝彦阔 青岛大学 

微电子学院 黄文博 上海海事大学 

微电子学院 李本涛 北京工业大学 

微电子学院 刘岳众 哈尔滨工业大学 

微电子学院 王菲 武汉理工大学 

微电子学院 王欣哲 辽宁师范大学 

微电子学院 贾晨强 天津理工大学 

微电子学院 王春梅 北方工业大学 

微电子学院 曲建创 山东师范大学 

微电子学院 蒲永龙 山东理工大学 

微电子学院 李彦杰 烟台大学 

微电子学院 羊硕雄 武汉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张阳 烟台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高梓杰 山东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王坜雯 山东师范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王一凡 中国药科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龚明会 山东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江德扬 清华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张泓玮 华中科技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慕婷婷 山东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谢连城 东南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 许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刘润 中南大学 



推荐单位 学生姓名 本科学校 

人工智能学院 陆欣 北京科技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陈晓晓 重庆邮电大学 

纳米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子月 西南交通大学 

纳米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廷宇 大连海事大学 

纳米科学与技术学院 丁梦如 浙江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