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理工大学 2022 年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研究生拟推荐名单公示   

根据教育部免试直升文件精神和我校推免工作相关文件，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各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

小组选拔推荐基础上，经校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拟

推荐共计 813 名学生获得 2022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其中普

通推免生 806 人，“研究生支教团”7 人，现将名单公示如下

（排名不分前后）。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者，请向所在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遴选

工作领导小组反映，或直接向教务处反映。教务处联系方式： 

邮箱：jiaowuchu@ecust.edu.cn 

电话：工作日 64252400、非工作日 18917100149。 

公示起止时间： 9 月 18 日～9 月 24 日。 

 

 

华东理工大学教务处 

                                                 2021 年 9 月 18 日 

 

 

 

一、普通推免生（共计 806 人） 

1、化工学院（105 人） 

张雯雯 刘鑫 徐绎清 田浩 汪磊 王诗瑶 



冯雨洁 周钰淇 关英杰 荣涛 孙嘉阳 孟凡正 

田丰睿 武鸣舒 陈河操 刘玮琪 苑静 林文君 

张泽恩 常印龙 邱宇隆 刘光举 汪丽莎 王源浩 

高凤鑫 顾书允 叶倩 高琦 樊煜航 宋怡婷 

丁荣 张陶恒 胡怀誉 井运道 孙虹纪 许瑾瑜 

陈嘉睿 曹培林 米宇浩 杨峥 李欣喆 杜娟 

郭真 欧阳晨曦 王晓玮 蒋佳君 高安然 范亦龙 

林鸿兴 王汉尧 王俊迪 时浩博 唐宁婧 黄中念 

陈楚昊 马纯昶 桂治鹏 周君尧 梁思瑶 潘禹锟 

苏凤 陶林阳 张春亚 孟明扬 朱健辉 黄磊 

龚燕薇 赵起越 顾文丽 李晨培 巫彤 彭翊淳 

郭雅慧 杜帆 肖瑞悉 王敏璇 李灵姝 姜清洋 

张文慧 张鹏 陈言溪 郝伯龙 毛隽瑜 陈铎 

张子怡 白飞飞 李妍瑶 剧紫滢 边子奇 李婷 

查星州 陈晓峰 祁琛 高岩 夏菁 毛琳杰 

李雍容 鲍洁如 李慧 肖玮洁 潘子豪 纪轶炜 

周诗雨 罗福康 张龙    

 

2、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91 人） 

杜翔龙 张璐 赵懿璘 赵佳慧 孙越前 江煜锴 

江欣雨 王佳玲 陶新玉 戴瑞龙 姚馨云 陈胤伽 

陈雨涛 岳美乐 杨倩莹 苏永治 郭远航 李向玫 



刘鑫 庄炜杰 谢佳洋 邓龙 邱瑾 施浙炎 

何军 农嘉欢 石继芬 夏新宇 刘嘉怡 何悦 

刘照清 夏天雷 林怡雯 王馨怡 高力 许海浜 

郭艺臻 刘鸿源 许昕妍 杨升龙 孙小雅 何欣宇 

张清源 季梦醒 杨坤祖 周子鉴 穆晨凯 吴睿涵 

胡珊珊 葛子炜 林一格 谭玥 范子煊 杨铭 

张翠云 时兆翀 梁子苇 漆静 梁子程 沈睿 

浮玉玲 李鸿宇 倪雪扬 张圣炜 孙竑哲 赵思嘉 

许光耀 宋晓风 李其鑫 岳运 丁沐华 王传涛 

唐相涛 杨湘 田昌昊 秦文煜 龚丽娟 杜江 

叶宇韬 褚福星 郭婉黄 闫志超 周轶凡 贾中昊 

梁清波 吏湘雨 薛昊云 康凯 沈文涛 宁沁宇 

宁孜菡      

 

3、生物工程学院（87 人） 

崔亚楠 史丽佳 刘逸涵 沈昕元 路晓璇 陆吉霞 

邵期欣 马蒂尼 刘利娟 马国成 倪佳玲 侯继秋 

郑伊奕 邱博宇 凌睿婧 李文豪 廖恩宽 刘吴一 

邵博宁 鲁冬波 赵胤旭 王雅林 罗裕欢 王明涛 

钱晨 罗叶玲 王煌炜 黄隆昊 邵子龙 林文莉 

刘昊 范诗音 张悦 李佳阳 贾月月 黄子健 

付伊旻 陈伊莹 刘双 龚俊杰 刘瀚文 陶温和 



韩思宇 黎晓莹 李赟浩 封意丽 王岚馨 王琳 

居益帆 耿小鹏 徐文静 李昀倩 张昕熠 杜文静 

高宇微 徐一鸣 崔子怡 腾丽娟 郭博达 李娅 

荣容 庄紫萱 孙佳伟 杨雅淇 许彦颉 王雨心 

杨宇翔 王荣超 靖睿 卢超宇 曾伟民 王菁 

张丽娜 沈袁博 张渝婧 李睿哲 曹清逸 赵菲 

程彦哲 葛慧 邵倩倩 冯慧龙 高璐 朱涵煜 

田雯轩 张茜 麻珺钤    

 

4、药学院（54 人） 

李冰琴 周佳慧 李雅妮 罗嘉琰 王梓嫣 张文贤 

蔡晓佳 朱琪 王思文 秦诚 李子璇 杨天诺 

韩红伯 孙灏舟 王先城 李涛 10180739 刘娴 范文轩 

薛浩宇 白楚琪 朱泓锦 孙小璐 邵璇 林翠颖 

朱彦青 秦熙凤 吴娟 李涛 10181637 徐浩 黄思怡 

毛振宇 吴舒琴 范宇航 滕萱铭 夏传河 丁文星 

杨广泽 王佩瑶 吴谭文 王思思 徐漫 王舒婷 

范哲欢 刘丽萍 王照坤 任抒华 倪子雲 戴杭 

张婷婷 贺梦贤 沈鑫龙 晏梦锟 朱子眉 林啸予 

 

5、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82 人）  

陈珂 张滋榕 张涵雪 张佳奇 章若兰 钟琪 



侯润乔 姜雯勇 王碧雪 黄超然 刘文韬 姚莉云 

林昊阳 吴圣亮 吴旭博 虞姚洁 宋思勤 樊昊 

夏诗琪 柳强 李妙川 黄玲 李新艳 张均海 

杨紫嫣 陶珊珊 刘高奇 沈一 王天祎 褚天飞 

傅君 曹诗雅 王璇 王樱霖 施以恒 蔡倩琳 

张小凡 张之桐 陈星 甯明亮 丁超 贾仕晴 

李文昕 张尧 赵培颖 王玄麟 黄晨 王兴 

董涵泳 邢展旗 方颂儒 魏子轩 王浩宇 易瑀之 

李文 方俊 薛宽 黄腾辉 唐雨阳 汪江舟 

朱湛 吕耀 朱健玮 蔡逸馨 刘延波 吕怡哲 

潘一 朱哲鹏 白小陶 刘畅 王保余 张慧慧 

张思旭 万欣怡 朱行志 童尧 贾韫泽 马哲凡 

焦芸可 隋鑫缘 杨茜茜 肖雯娟   

 

6、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99 人）  

俞小康 陈一凡 姚炳 周承宇 彭扬 叶瀚月 

郑城风 王悄然 王子豪 汤思昱 王安南 俞嘉炜 

闫海宁 苏思烜 陈佳玲 王皓烨 卫殿文 叶秉华 

董淼 李隆禹 唐泽楷 毛丹程 田思宇 林莹 

瞿佳琪 张景轩 金宸颖 王云鹏 胡展翊 李文倩 

董天晟 张夏泽 刘羽晟 李颖 童云斐 薛如翔 

董杭 吴一楠 朱晏莎 李佳宁 陆愿同 孙矢初 



严永煜 王喆 谭扬 徐奕龙飞 李若曦 何启新 

陈凯 王嘉诚 朱嘉鹏 曾中良 陈亦佳 王晓彤 

邵义聪 王景渊 王慧聪 黄佳欣 张可至 孙劭涵 

贾文凡 任玉涵 孙梦成 叶炜韬 凌嘉骏 陆朱豪 

裴安琪 李彦青 谭仲夏 程凯 钟皓俊 黄浩瀚 

张珂璇 林丽敏 宋昊飞 余晓锋 翁汪佳 张雯婷 

肖婷婷 俞洋 孙蓓蕊 夏晓武 陈凯天 郝锦坤 

钟叶珂 王亦卓 李毅 余隆 张一铭 张一帆 

孙义斐 胡晗 杜晨歌 袁士博 姚璐键 刘伊俐 

蒋欣怡 王彦臻 张仲瑜    

 

7、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67 人） 

章孝琴 陈民 高妍 刘卓朋 路超凡 褚岳健 

杨文明 李梦绮 王佳硕 王辉 李帆鑫 方卓越 

黎凯 李伟 郑浩南 顾杰 张子轩 唐源泽 

张宇 周晶晶 聂文睿 许阳阳 王志文 张欣媛 

樊巳涵 夏文轩 顾洁茹 余依婕 刘泓汐 高甜甜 

高涵 肖正衍 韩雪纯 李东晓 李泓辰 房启泽 

刘协文 孙雨杰 叶晨璐 熊维祥 蔡小兵 屈海峰 

张钰炯 房佳园 丁张杰 龚潼 吴龙燕 方传鸿 

蔡诗雨 刘涛 付长美 陆学伟 程华裔 弭禹彤 

迟雨欣 叶杭博 薛廷杨 杨志浩 耿超 王志钰 



刘志军 郭卫鹏 罗琪 张增亮 沈天 张龙涵 

陈培琪      

 

8、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44 人）  

陈文浩 闫佳琪 何康志 于佳辉 黎可含 蓝海莲 

任雪儿 董玉莹 郑羽瑕 金迪一 叶筱昀 芮俊男 

谢江玲 邓瑾瑜 李欣宇 刘田子 纪宇婧 张笑 

宋鸿宇 谢婉婷 宋美静 于佳玉 万子豪 邵文莉 

王黎民 郭梦瑶 江航 陈志鹏 余颖 陶睿旻 

史伟康 李莹 范圣玮 冷云开 孟恩浩 谷嘉进 

梁梓珺 吴邦汉 王钰琪 刘文涛 杜锦标 赵文静 

张凯艺 张印     

 

9、数学学院（18 人） 

胡朝君 郑展航 杨犇 缪欣 严宇翔 施可以 

许霜 苏梦威 郭欣萌 倪婧捷 邵奇 张全宝 

刘静 穆千翔 钟博洋 廖彦彬 李亚琪 林申华 

 

10、物理学院（12 人）   

倪博 吴勉 李思晴 贺子安 虞期盼 余石川 

杨志鹏 易炎龙 陈哲昊 丁飞龙 钟粤文 张立元 

 



 

11、商学院（64 人）  

梁超 陈璇 朱艳 史佳璐 龙紫琰 丁菀恒 

陈夏茹 严佳仪 吴小丽 缪蓉辉 乔居易 鲍红莹 

沈天辰 杨迪 孙芳弥 胡金磊 刘星语 凌依宁 

唐思琦 高竞鸿 周梓婷 余乔凤 罗雪煜 陈梦婷 

吕偲铭 丁鹤尧 徐帆 黄婧玥 刘晨冉 金慧丽 

王健赟 汪颖 王佩雯 唐雨情 奚冰雁 肖淑 

文天豪 尤至欣 李银虎 林俊洁 高婧 杨文婷 

李欣月 张静轩 李思 罗葭月 梁嫣然 郑文雯 

宦嘉懿 孟昕颖 杜家妍 李呈昊 唐轶楠 潘雪雯 

黄秦勤 顾家濠 唐海天 王晓萌 郭逸菲 李鑫 

柯盈佳 郭俣涵 杨明葳 王海霞   

 

12、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33 人） 

王星月 徐勤 康洁雨 袁媛 曹恬 高煜辰 

曹怡沁 曲洁 郭宏旺 陈晴涛 周赟 齐汉运 

曹心倞 秦胜杰 徐学霜 李曼琪 王宣言 李亚璇 

张思涵 方忆宁 季婕 张芷雯 洪鹏 蔡颖妍 

李心玉 李献伟 沈悠 马俊魁 范博琳 季婧源 

彭嘉宝 张修麟 张哲慧    

 



13、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21 人）  

余辰雯 张朱睿 叶雨涵 梁译匀 桂方婷 代永昕 

潘佳浩 徐汇嘉 刘畅 邹诗倩 宋湉源 李艺博 

扶桑 卓亚琪 蒲云辰 吕晨曦 江欣芯 吴佳雯 

夏延 王紫 宋茜悦    

 

14、外国语学院（14 人） 

沈宇扬 苗慧 张郭瑶 孙霓 陈怡同 应楚楚 

陆盈辰 范家尧 袁铮 陈方舟 江薇 叶雯 

贾子怡 庄轶琇     

 

15、法学院（9 人）  

蔡栩 余聪颖 高姝童 徐唯好 周姝含 郭梦媛 

吕艺 王嫣 张源    

 

16、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6 人） 

方乐缘 邓杰鸿 张力引 杜筱彤 陈奕明 王艺迪 

 

 

二、第 24 届研究生支教团录取名单（共计 7 人） 

化工学院 王晓暄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任益达 



药学院 刘宾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黄超然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黄钦威 

商学院 方晴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段蕾 

如出现体检不合格等特殊情况，按研支团选拔综合排名顺序依次

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