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学与材料学院 2017 级研究生第二阶段学

业奖学金评定结果公示

根据《关于做好 2017级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评

定工作的通知》（河海校科教〔2018〕44号），以及《力学

与材料学院 2017级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

经学生个人申请、评议组评议，现评选出力学与材料学院

2017级 90名硕士研究生、32名博士研究生获得学业奖学金，

现将认定结果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于 2018年 10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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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日



2017 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评定结果公示

序号 院（系） 学号 姓名 专业 本阶段等级

1 力材院 171308040033 赵义东 工程力学 特等

2 力材院 171308020007 孙杰 固体力学 特等

3 力材院 171308040028 徐鹏程 工程力学 特等

4 力材院 171308020003 何玉鑫 固体力学 特等

5 力材院 171308040003 仇宇霞 工程力学 特等

6 力材院 171308010001 徐凤洲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

础
特等

7 力材院 171308040013 丁军磊 工程力学 特等

8 力材院 171308040017 兰鹏 工程力学 特等

9 力材院 171308040026 吴致煌 工程力学 一等

10 力材院 171308040034 周凯 工程力学 一等

11 力材院 171308040035 祝梓航 工程力学 一等

12 力材院 171308040012 赵彬娜 工程力学 一等

13 力材院 171308040006 李晓瑜 工程力学 一等

14 力材院 171308040029 叶天生 工程力学 一等

15 力材院 171308040002 陈鑫 工程力学 一等

16 力材院 171308040032 赵衍鑫 工程力学 一等

17 力材院 171308080003 王作彤 材料与结构安全 一等

18 力材院 171308040005 李冠军 工程力学 一等

19 力材院 171308040009 杨立文 工程力学 一等

20 力材院 171308040023 时钦鹏 工程力学 一等

21 力材院 171308080001 袁娇 材料与结构安全 一等

22 力材院 171308020004 贾明坤 固体力学 一等

23 力材院 171308020010 杨虎啸 固体力学 一等

24 力材院 171308020005 金立成 固体力学 一等

25 力材院 171308040025 吴晨 工程力学 二等

26 力材院 171308040018 李任融 工程力学 二等

27 力材院 171308080004 徐政 材料与结构安全 二等

28 力材院 171308010005 张宇辉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

础
二等

29 力材院 171308040001 陈思颖 工程力学 二等

30 力材院 171308010003 王松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

础
二等



31 力材院 171308010002 林世发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

础
二等

32 力材院 171308040027 夏俊元 工程力学 二等

33 力材院 171308040020 刘桐蔚 工程力学 二等

34 力材院 171308040024 郯俊彬 工程力学 二等

35 力材院 171308040007 王彩云 工程力学 二等

36 力材院 171308040014 丁灵龙 工程力学 二等

37 力材院 171308040008 杨蕾 工程力学 二等

38 力材院 171308020009 王亚雄 固体力学 二等

39 力材院 171308040015 蒋臧杰 工程力学 二等

40 力材院 171308080005 章东洋 材料与结构安全 二等

41 力材院 171308040030 张宇 工程力学 二等

42 力材院 171308040016 金凯 工程力学 二等

43 力材院 171308020008 汤建斌 固体力学 二等

44 力材院 171308040031 张钰彬 工程力学 二等

45 力材院 171308020001 付荣华 固体力学 二等

46 力材院 171308020002 关志豪 固体力学 二等

47 力材院 171308040011 张盼盼 工程力学 二等

48 力材院 171308040004 褚文汇 工程力学 二等

49 力材院 171308040010 张瑾 工程力学 三等

50 力材院 171308080002 崔贤 材料与结构安全 三等

51 力材院 171308020006 李承慧 固体力学 三等

52 力材院 171308040021 陆思宇 工程力学 三等

53 力材院 171308030001 徐益 流体力学 特等

54 力材院 171308030007 杨显 流体力学 一等

55 力材院 171308030002 张冉冉 流体力学 一等

56 力材院 171308030004 胡浠晨 流体力学 一等

57 力材院 171308030003 樊祥祺 流体力学 二等

58 力材院 171308030008 姚昌伟 流体力学 二等

59 力材院 171308030006 王江 流体力学 二等

60 力材院 171308030005 汪洋 流体力学 三等

61 力材院 171308070001 陈晨 土木工程材料 特等

62 力材院 171308050001 冯源 材料物理与化学 特等

63 力材院 171308060003 师玮 材料学 特等

64 力材院 171308060009 谭启平 材料学 特等

65 力材院 171308070004 左清媛 土木工程材料 特等

66 力材院 171308060001 曹丽 材料学 一等

67 力材院 171308060012 王琦杰 材料学 一等

68 力材院 171308060015 杨振权 材料学 一等



69 力材院 171308060004 石颖 材料学 一等

70 力材院 171308060020 周芝凯 材料学 一等

71 力材院 171308060014 徐鹏 材料学 一等

72 力材院 171308060018 张宇 材料学 一等

73 力材院 171308060019 郑益飞 材料学 一等

74 力材院 171308060011 王策 材料学 二等

75 力材院 161310070006 徐徐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76 力材院 171308070003 卫育洁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77 力材院 171308060016 于淞百 材料学 二等

78 力材院 171308050004 严敏敏 材料物理与化学 二等

79 力材院 171308060002 姜思琪 材料学 二等

80 力材院 171308060010 汪洋 材料学 二等

81 力材院 171308060006 焦杨 材料学 二等

82 力材院 171308060008 吕超 材料学 二等

83 力材院 171308060005 陈磊 材料学 二等

84 力材院 171308060007 李闪闪 材料学 二等

85 力材院 171308050003 魏峥 材料物理与化学 二等

86 力材院 171308070005 章苏阳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87 力材院 171308070002 马文莉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88 力材院 171308060017 张秦 材料学 三等

89 力材院 171308060013 王勇智 材料学 三等

90 力材院 171308050002 郭森森 材料物理与化学 三等



2017 级博士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评定结果公示

序号 院（系） 学号 姓名 专业 本阶段等级

1 力材院 170208010001 付延凯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二等

2 力材院 170208030001 周东宝 流体力学 二等

3 力材院 170208040001 韩慧敏 工程力学 二等

4 力材院 170208040002 韩衍 工程力学 二等

5 力材院 170208040004 刘璐 工程力学 二等

6 力材院 170208040005 苏祥龙 工程力学 一等

7 力材院 170208040006 王小兵 工程力学 三等

8 力材院 170208040007 闫盛太 工程力学 二等

9 力材院 170208040008 张黎飞 工程力学 一等

10 力材院 170208070001 杨翠珍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11 力材院 170208070002 杨笑言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12 力材院 170208070003 张玉梅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13 力材院 170208070004 程杰 ★土木工程材料 一等

14 力材院 170208070005 杨恒 ★土木工程材料 三等

15 力材院 170208070006 朱鹏飞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16 力材院 170408030001 谷秀粉 流体力学 二等

17 力材院 170408030002 郝笑笑 流体力学 一等

18 力材院 170408040001 曹晨曦 工程力学 二等

19 力材院 170408040002 吴杨 工程力学 一等

20 力材院 170408040003 张成 工程力学 一等

21 力材院 170408040004 张思薇 工程力学 三等

22 力材院 170408040005 边赛贤 工程力学 二等

23 力材院 170408040006 任江涛 工程力学 二等

24 力材院 170408040007 沈人杰 工程力学 一等

25 力材院 170408040008 武立伟 工程力学 一等

26 力材院 170408040009 习强 工程力学 一等

27 力材院 170408040010 朱福先 工程力学 二等

28 力材院 170408070001 谢秋媛 ★土木工程材料 一等

29 力材院 170408070002 薛逸娇 ★土木工程材料 一等

30 力材院 170408070003 陈赟杰 ★土木工程材料 一等

31 力材院 170408070004 李田雨 ★土木工程材料 二等

32 力材院 170408070005 乔磊 ★土木工程材料 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