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2018年拟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公示名单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刘晓彤 天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吕宸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周其飞 北京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章学妙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大型主机)

张钰函 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旭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安全

软件工程（083500）

杨文逸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于乐 东南大学 自动化

丛书畅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付钰城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刘朝晖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冯泽邦 北京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实验班)

陈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李林潇 武汉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钟钰 南京理工大学 通信工程

王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与通信工程

穆柳允 东北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

刘鑫 合肥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张世广 合肥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郭磊 华中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赵景仪 哈尔滨理工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卢致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陈聪聪 北方工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王梓霖 中北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曹晖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安全

冯硕 北京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实验班)

马航航 西北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胡健 云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李伟 海南大学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戴镇原 郑州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张权 北京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燕鹤 北京工商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集成电路工程

姚扬帆 西安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王婉蓉 北京林业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谢华宇 厦门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关心杨 浙江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吕媛 北京工商大学 金融工程

孙正浩 中央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
金融风险管理)

周若玮 华中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祝嘉雪 湖南大学 统计学

颜苏卿 北京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硕士

计算机技术

张中天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杜紫明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学

邹宇航 重庆邮电大学 软件工程

张乘瑞 北京大学 医学实验技术

张成蹊 中国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科试
验班)

高洁 西南财经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
智能与信息管理实验班)

张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孟丽婷 北京大学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王鲁月 长春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曹静 北京林业大学 会计学

聂靖璇 四川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方向)

邓爽 中国农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理科试验班)

胡旭伦 四川大学 信息安全

陈媛媛 西北大学 管理科学

王璐琛 东南大学 统计学

董永佳 华中科技大学 翻译

郑佳斌 新疆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郭昊明 华北电力大学 软件工程

陈一诺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
才培养基地班)

孙璐佳 浙江大学 金融学

田力旭 兰州大学 经济学

路瑶 南开大学 金融工程

颜如玉 中国海洋大学 勘查技术与工程

何泓浩 武汉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房悦 四川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田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电子信息工程

杜笑宇 北京林业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杨雨月 华北电力大学 软件工程

罗景升 上海财经大学 统计学(统计学实验班)

庄浩 哈尔滨工业大学 金融学

宋苗苗 中南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张逸然 海南大学 网络工程

孙千和 中国农业大学 会计学(理科试验班)

彭焯艺 中山大学 软件工程

张盛强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为民 海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洋 郑州大学 通信工程

孟繁玉 北京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赵天爱 苏州大学 朝鲜语

邓锦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大型主机)

宋子伯 北京大学 天文学

陈智雄 北京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韩悦 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学

硕士 计算机技术

张津川 四川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刘芳 山东大学
数学类(金融数学与金融工
程)

张雷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麻鑫 南开大学 软件工程

刘喆铭 湖南大学 工程力学

张祎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刘亚楠 华北电力大学 自动化

刘洪毅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范云倩 清华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张家菊 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张艺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交通运输(空中交通管理与
签派)

李梦瑶 郑州大学 金融学

张聚良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商务

吴珏 东北大学 物联网工程

李奕辰 武汉大学 金融工程

汪洋 西南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

王海峰 北京大学 保险学

张楚悦 东南大学 英语

张君兰 西南大学 英语

汤文玉 郑州大学 会计学

符厚 天津大学 金融学

董启亮 南开大学 金融学

熊冠铭 北京工业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李嘉欣 北京化工大学 财务管理

计算机技术

曾月清 西安外国语大学 翻译

孙佳静 中南大学 软件工程

贾志轩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通信工程

黄瑞瑶 北京交通大学 软件工程

纪鸿旭 云南大学 信息安全

李梦好 武汉大学 软件工程

杨昌和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代招

苏一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闫雅铭 中南大学 软件工程

章斌斌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软件工程

李彦达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代招

杨超 中北大学 软件工程

兰阳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唐弘舜 东北大学 信息安全

穆畅 北京交通大学 软件工程

苏东航 河北大学 网络工程

郭渠 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

杨润 北京大学 地质学

林凯毅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数字动漫)

硕士

软件工程（085212）

侯雯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外包方
向)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陈自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璐琳 中国传媒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任晓凡 湖南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黄越 北京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胡颖聪 北京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袁禄 西南财经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
智能与信息管理实验班)

谭青 西南财经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商务
智能方向)

方宇彤 河北大学 网络工程

屠锐 北京大学 物理学 代招

软件工程（085212）

王思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 代招

张文辉 辽宁师范大学 动画

赵尔兴 辽宁师范大学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王佳媛 山东大学 产品设计

硕士

工业设计工程

周子沂 厦门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陶冶 东南大学 软件工程

李皓辰 中国农业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王靖琨 清华大学 自动化

颜鲲 湖南大学 软件工程

邓枭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直博生 软件工程（083500）

林福气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