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全国第 25 届（哈工大第 21 届）研究生支教团                               

校本部候选人综合测评成绩排名的公示 

排名 学院（部） 姓名 备注 

— 建筑学院 吴姣濛 在读研究生 

1 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洪宇  

2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任亚涛  

3 土木工程学院 任帅  

4 计算学部 陆任驰  

5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古月  

6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王旭基  

7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一凡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丁雅滨  

9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泊宁  

10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杨淼  

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孙霖  

12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黄贵超  

13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邢瀚  

14 航天学院 刘谊平  

1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贾展华  

16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薛乃源  

17 外国语学院 陈沛琦  

18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陈昱彤  

18 外国语学院 王丹妮  

2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李雪松  

21 机电工程学院 单意涵  

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诗鹭  

23 土木工程学院 杜豪  

24 经济与管理学院 马康顺  

25 环境学院 王宁  

26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宁佳铭  

27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婧煜  

28 土木工程学院 蔡元勃  

28 外国语学院 高文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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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经济与管理学院 邱靖轩  

31 建筑学院 林思琪  

32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王明慧  

33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刘励勤  

34 环境学院 张靖域  

34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杨玉卿  

36 机电工程学院 李畅  

37 环境学院 向帅  

38 外国语学院 孟婧敏  

39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刘宣廷  

4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杨梦萱  

41 经济与管理学院 曹都凤  

42 土木工程学院 邱月  

4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马宇  

44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翟浩航  

45 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衍莉  

4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耿艺嘉  

47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宇珊  

48 航天学院 李盛楠  

49 数学学院 任勇行  

50 土木工程学院 王岩松  

51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王俊博  

52 土木工程学院 敖彩钰  

53 机电工程学院 张顺财  

54 外国语学院 马亚慧  

55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韩欣雨  

56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王粲  

57 建筑学院 谭宇航  

58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王奥博  

59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屈子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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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环境学院 周宇航  

61 土木工程学院 丛山瀛  

62 航天学院 王峻青  

63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源  

64 环境学院 杨雨宁  

65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铭威  

65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淑晶  

67 机电工程学院 张意坚  

68 经济与管理学院 卢浩泽  

69 经济与管理学院 门敬伊  

70 计算学部 陈品嘉  

71 经济与管理学院 赵鑫  

72 航天学院 陈天星  

73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妍池  

74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梁旭斌  

75 土木工程学院 姚元浩  

76 土木工程学院 程为伟  

77 土木工程学院 张毅  

78 机电工程学院 吴博轩  

79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成龙  

80 经济与管理学院 岳红蕾  

81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孙天月  

82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夏小娟  

8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葛瑞鹏  

84 航天学院 陈华铭  

85 机电工程学院 刘佳  

8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玛依拉·吾麦尔  

8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昭洋  

88 数学学院 钱雨聪  

89 经济与管理学院 冯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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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物理学院 吴艾松  

91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雷芊  

92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令仁  

9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车灏辰  

94 机电工程学院 蒋泽栋  

95 机电工程学院 安杨可欣  

96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段恒逸  

97 土木工程学院 张天祥  

98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一华  

9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王凯捷  

100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贺靖涵  

101 机电工程学院 胡相坤  

10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刘北辰  

10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邝利临  

104 航天学院 王翰桢  

105 数学学院 于杰祚  

106 机电工程学院 史哲丞  

107 土木工程学院 景泓渊  

108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荣山  

109 机电工程学院 任柏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