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2022年软件与微电子学院拟录取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公示名单

拟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 推荐学校 备注

电子信息

王康 94 武汉大学

张中基 93.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义洋 93.4 北京科技大学

刘宇轩 93.4 北京理工大学

宋行健 93.4 西南大学

张世琛 93.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张艺琼 93 北京交通大学

蔡思琪 92.8 北京大学

张弋丰 92.6 北京大学

李因立 92.4 武汉大学

刘炫 92.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喆 92.4 四川大学

刘勉之 92.4 上海交通大学

张文博 92.4 北京大学

张洪嘉 92.2 云南大学

郭曜齐 92.2 北京大学

张一夫 92.2 西北工业大学

江昊 92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杜彦君 92 西南财经大学

刘林星 91.9 中南大学

郑惠麟 91.8 南开大学

郑名礼 91.8 北京大学

张琦暄 91.8 北京交通大学

竺沈涵 91.6 北京大学

张婧 91.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翘楚 91.6 北京大学

覃秋万 91.6 北京大学

许雅晴 91.5 西北工业大学

吉睿瀚 91.4 武汉大学

杨奇璇 91.4 同济大学

李臻 91.4 北京大学

李雨萱 91.4 北京林业大学

张湄婧 91.2 东南大学

郑佳妮 91.2 电子科技大学

郑钦源 91.2 北京大学

俞哲轩 91.2 复旦大学

资源 91 江南大学

肖靖杰 90.8 哈尔滨工业大学

周进爵 90.8 电子科技大学

赵浩喆 90.8 天津大学

张颖 90.8 电子科技大学

陶然 90.8 北京邮电大学

成像大设施代招

成像大设施代招

成像大设施代招

成像大设施代招

成像大设施代招



电子信息

王子潇 90.6 中南大学

罗巍耀 90.4 东北大学

万嘉泳 90.4 北京邮电大学

王伟龙 90.4 湖南大学

陈健 90.4 北京交通大学

吴钊颖 90.2 山东大学

方浩旭 90.2 北京大学

宫元 90.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严丽君 90.2 北京大学

黄世龙 90.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岳崇建 90.2 东北大学

孙雪袁 90.2 天津大学

徐晨铭 90.2 北京大学

秦寒冰 90.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胡皓威 90 武汉大学

郑雯雯 9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姜旭 90 湖南大学

杨卓熹 9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安帅 90 北京大学

刘霁琳 89.8 中南大学

刘骏瑶 89.8 四川大学

赖志超 89.8 电子科技大学

杨昊瀛 89.8 北京大学

伊力亚尔·乃比江 89.8 北京大学

李浩 89.6 北京大学

刘慧 89.6 西北工业大学

朱佳涛 89.4 东南大学

巩欣怡 89.4 同济大学

沙菲 89.4 北京大学

易可欣 89.2 华中科技大学

曹王欣 89.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佳卉 89.2 西南财经大学

吴一凡 89.2 北京邮电大学

杨紫琼 89 浙江大学

王玥 89 山东大学

李尚泽 89 华中科技大学

安凯凯 89 东北大学

李琦彬 89 北京理工大学

熊乾钦 89 北京大学

蒋东桦 88.8 中南大学

何沐阳 88.8 北京大学

杨睿妮 88.6 电子科技大学

李昱志 88.6 西安交通大学

罗妍 88.6 厦门大学

黄锦松 88.4 北京大学

李欣泽 88.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炫豪 88.2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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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

姚文进 88.2 中南大学

唐那 88.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万强 88 同济大学

吴悦莹 88 吉林大学

陈洪海 87.8 云南大学

袁可欣 87.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胡舟径 87.8 北京大学

黄颖 87.8 上海财经大学

王丽婷 87.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俞腾飞 87.8 兰州大学

刘思玙 87.6 南开大学

胡智翔 87.6 中国人民大学

孙新梦 87.6 中山大学

叶琳 87.6 北京大学

金珂 87.6 北京大学

许欣然 87.4 浙江大学

林子露 87.4 中山大学

刘畅 87.4 清华大学

薛钰坤 87.4 合肥工业大学

胡慧娟子 87 大连理工大学

茹馨乐 87 华中科技大学

杨豪宇 87 华中科技大学

郑子豪 86.6 北京交通大学

敬璐如 86.2 四川大学

张麒宁 86 东南大学

钟天源 85.6 武汉大学

许倩 85.2 哈尔滨工业大学

蒋泽涵 85.2 西南财经大学

熊琪 85.2 华南理工大学

杨雨晴 85.2 中央财经大学

施旺 85 安徽大学

白斌 85 清华大学

任瑞龙 85 山东大学

孙玉丽 85 北京交通大学

马亦骁 84.8 北京大学

蔺晓洋 84.6 山东大学

黄梦霖 84.6 北京师范大学

徐鑫鑫 84.4 南京邮电大学

刘欣 84.4 上海大学

张嘉洁 84.2 吉林大学

郑婉晶 84.2 中南大学

李志远 84.2 武汉大学

赵益 84.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张一涵 83.8 北京理工大学

胡子聪 83.8 哈尔滨工程大学

周叶楚源 83.8 北京邮电大学

王启朝 83.4 武汉大学



电子信息

郝梓彤 83.4 东北大学

李明航 83.2 哈尔滨工业大学

蔡泽凡 83 北京交通大学

朱依茹 83 浙江大学

卢世冉 82.8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芳竹 82.6 东北大学

孙笑宇 82.6 中国农业大学

陈浩哲 82 中国农业大学

张德铭 81.6 北京交通大学

赵煜乾 81.4 上海财经大学

潘孜儒 81.4 北京交通大学

邹雨洁 81.2 中国农业大学

安琪 81 西安交通大学

闫俊彤 80.8 中北大学

徐婉宁 80.6 北京外国语大学

周航燕 80.4 吉林大学

程雨杨 80.2 电子科技大学

刘翼展 78 吉林大学

刘雪 77.8 北京化工大学

许骁扬 77.6 合肥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