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学与材料学院 2018 级研究生第一阶段学

业奖学金评定结果公示

根据《关于做好 2018 级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评

定工作的通知》（河海校科教〔2018〕51 号）文件要求，结

合推免接收复试及统考总分、本科院校情况进行综合考评，

经学院奖学金评定小组评议，现评选出力学与材料学院 2018

级 130 名硕士研究生、25 名博士研究生获得第一阶段学业奖

学金，现将认定结果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 10：00 前以书面材料形式反馈至力学与材料学院辅导

员办公室（力材楼 1110），联系电话：58099406。

力学与材料学院

2018 年 10 月 24 日



2018 级硕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评定结果汇总表

序号 院（系） 学号 姓名 专业（全称） 等级

1 力材院 171608010005 崔杨 材料工程 一等

2 力材院 181308010001 曾凡昂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三等

3 力材院 181308010002 储浩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二等

4 力材院 181308010003 李兴永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三等

5 力材院 181308010004 陆润之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二等

6 力材院 181308010005 王冲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二等

7 力材院 181308020001 邰雅婷 固体力学 二等

8 力材院 181308020002 陈明 固体力学 一等

9 力材院 181308020003 陈星巧 固体力学 二等

10 力材院 181308020004 方宇杰 固体力学 二等

11 力材院 181308020005 葛旭 固体力学 二等

12 力材院 181308020006 李震东 固体力学 二等

13 力材院 181308020007 王壮 固体力学 二等

14 力材院 181308020008 席一粟 固体力学 二等

15 力材院 181308020009 张建康 固体力学 二等

16 力材院 181308020010 赵宇翔 固体力学 二等

17 力材院 181308030001 曹馨予 流体力学 一等

18 力材院 181308030002 沈丹萍 流体力学 二等

19 力材院 181308030003 王书鸿 流体力学 特等

20 力材院 181308030005 白伦 流体力学 特等

21 力材院 181308030006 李炉锋 流体力学 二等

22 力材院 181308030007 廖生海 流体力学 二等

23 力材院 181308030008 刘华晨 流体力学 二等

24 力材院 181308030009 张洪建 流体力学 二等

25 力材院 181308030010 周赞 流体力学 二等

26 力材院 181308040001 崔丽 工程力学 一等

27 力材院 181308040002 韩中美 工程力学 一等

28 力材院 181308040003 李欣竹 工程力学 一等

29 力材院 181308040004 唐宁晗 工程力学 特等

30 力材院 181308040005 陶亮 工程力学 一等

31 力材院 181308040006 辛长虹 工程力学 一等

32 力材院 181308040007 白春雨 工程力学 一等

33 力材院 181308040008 陈飞 工程力学 一等

34 力材院 181308040009 陈皖旱 工程力学 一等



35 力材院 181308040010 丁家怡 工程力学 二等

36 力材院 181308040011 杜文康 工程力学 二等

37 力材院 181308040012 龚政 工程力学 一等

38 力材院 181308040013 韩笑 工程力学 一等

39 力材院 181308040014 何德威 工程力学 一等

40 力材院 181308040015 胡慧峰 工程力学 二等

41 力材院 181308040016 黄一凡 工程力学 二等

42 力材院 181308040017 姜凯 工程力学 一等

43 力材院 181308040018 李煜冬 工程力学 一等

44 力材院 181308040019 廖强强 工程力学 二等

45 力材院 181308040020 刘岚愉 工程力学 一等

46 力材院 181308040021 刘明志 工程力学 一等

47 力材院 181308040022 瞿鑫宇 工程力学 特等

48 力材院 181308040023 王子凡 工程力学 二等

49 力材院 181308040024 王子昊 工程力学 一等

50 力材院 181308040025 魏庆阳 工程力学 一等

51 力材院 181308040026 谢晶鹏 工程力学 二等

52 力材院 181308040027 徐浩 工程力学 二等

53 力材院 181308040028 杨思阳 工程力学 一等

54 力材院 181308040029 叶午旋 工程力学 一等

55 力材院 181308040030 张宇峰 工程力学 二等

56 力材院 181308040031 赵林鑫 工程力学 一等

57 力材院 181308040032 郑伟康 工程力学 二等

58 力材院 181308040033 周锴旸 工程力学 一等

59 力材院 181308040034 邹锦宇 工程力学 二等

60 力材院 181308050001 葛梦妮 材料物理与化学 特等

61 力材院 181308050002 苏业涵 材料物理与化学 二等

62 力材院 181308050003 徐娜 材料物理与化学 二等

63 力材院 181308050004 季承维 材料物理与化学 一等

64 力材院 181308050005 薛春旭 材料物理与化学 一等

65 力材院 181308060001 柏雪 材料学 二等

66 力材院 181308060002 曹明艳 材料学 二等

67 力材院 181308060003 唐萍 材料学 一等

68 力材院 181308060004 陶文竹 材料学 二等

69 力材院 181308060005 童晶 材料学 二等

70 力材院 181308060006 魏嘉丰 材料学 一等

71 力材院 181308060007 徐媛媛 材料学 二等

72 力材院 181308060008 杨营 材料学 二等

73 力材院 181308060009 殷天娇 材料学 一等



74 力材院 181308060010 杜协奥 材料学 二等

75 力材院 181308060012 胡聪 材料学 二等

76 力材院 181308060013 黄河 材料学 二等

77 力材院 181308060014 吉旭平 材料学 二等

78 力材院 181308060015 江波 材料学 一等

79 力材院 181308060016 揭汉铎 材料学 一等

80 力材院 181308060017 李雷 材料学 二等

81 力材院 181308060018 李亚辉 材料学 特等

82 力材院 181308060019 王飞 材料学 二等

83 力材院 181308070001 韩彦馨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84 力材院 181308070002 贲询钦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85 力材院 181308070003 黄鹤 ★土木工程材料 一等

86 力材院 181308070004 李怡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87 力材院 181308070005 潘亭宏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88 力材院 181308080001 李海 ★材料与结构安全 三等

89 力材院 181308080002 吕康伟 ★材料与结构安全 二等

90 力材院 181308080003 严耀武 ★材料与结构安全 二等

91 力材院 181608010001 曹文菁 材料工程 三等

92 力材院 181608010002 胡琪 材料工程 二等

93 力材院 181608010003 李丹丹 材料工程 二等

94 力材院 181608010004 李秋雅 材料工程 二等

95 力材院 181608010005 刘诗曼 材料工程 二等

96 力材院 181608010006 马晨晨 材料工程 二等

97 力材院 181608010007 苗田雨 材料工程 二等

98 力材院 181608010008 邱佳琳 材料工程 二等

99 力材院 181608010009 宋月鑫 材料工程 二等

100 力材院 181608010010 许浩 材料工程 二等

101 力材院 181608010011 陈俊松 材料工程 二等

102 力材院 181608010012 陈义瑞 材料工程 二等

103 力材院 181608010013 高佳鑫 材料工程 二等

104 力材院 181608010014 高杰 材料工程 二等

105 力材院 181608010015 高威 材料工程 二等

106 力材院 181608010016 顾宸瑜 材料工程 二等

107 力材院 181608010017 胡宁 材料工程 二等

108 力材院 181608010018 黄卓杰 材料工程 二等

109 力材院 181608010019 李若愚 材料工程 二等

110 力材院 181608010020 潘隽永 材料工程 三等

111 力材院 181608010021 钱吉瑞 材料工程 二等

112 力材院 181608010022 阮进武 材料工程 二等



113 力材院 181608010023 邵延凡 材料工程 二等

114 力材院 181608010024 宋鹏程 材料工程 二等

115 力材院 181608010025 苏子宽 材料工程 二等

116 力材院 181608010026 孙浩 材料工程 二等

117 力材院 181608010027 孙伟 材料工程 二等

118 力材院 181608010028 王必时 材料工程 二等

119 力材院 181608010029 王国威 材料工程 二等

120 力材院 181608010030 王叶 材料工程 三等

121 力材院 181608010031 王益斌 材料工程 二等

122 力材院 181608010032 项丹阳 材料工程 二等

123 力材院 181608010033 肖尹文 材料工程 二等

124 力材院 181608010034 严晨 材料工程 二等

125 力材院 181608010035 杨博凯 材料工程 二等

126 力材院 181608010036 杨任晨 材料工程 二等

127 力材院 181608010038 张旭东 材料工程 二等

128 力材院 181608010039 张宇衡 材料工程 二等

129 力材院 181608010040 张哲铭 材料工程 二等

130 力材院 181308060011 郝俊 材料学 二等



2018 级博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评定结果汇总表

序号 院（系） 学号 姓名 专业（全称） 等级

1 力材院 180208020001 陈威 固体力学 二等

2 力材院 180208020002 李可可 固体力学 二等

3 力材院 180208020003 刘超 固体力学 二等

4 力材院 180208030001 翟睿智 流体力学 二等

5 力材院 180408030001 于相楠 流体力学 一等

6 力材院 180208040003 申晓伟 工程力学 二等

7 力材院 180208040004 王成强 工程力学 二等

8 力材院 180208040005 汪亚洲 工程力学 二等

9 力材院 180208040006 王朝阳 工程力学 二等

10 力材院 180208040007 魏志坚 工程力学 二等

11 力材院 180208040008 张峰 工程力学 二等

12 力材院 180408040001 李天一 工程力学 一等

13 力材院 180408040002 陈成 工程力学 一等

14 力材院 180408040003 李翼飞 工程力学 一等

15 力材院 180408040004 李志鹏 工程力学 一等

16 力材院 180408040005 李志远 工程力学 一等

17 力材院 180408040006 邱林 工程力学 一等

18 力材院 180408040007 汤卓超 工程力学 一等

19 力材院 180408040008 向广建 工程力学 一等

20 力材院 180408040009 郑彬 工程力学 一等

21 力材院 180208080001 席欢 ★材料与结构安全 二等

22 力材院 180208080003 靳卫准 ★材料与结构安全 三等

23 力材院 180208070002 吴浩然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24 力材院 180208070003 朱正宇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25 力材院 180408070001 王玉 ★土木工程材料 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