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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理工〔2020〕60 号

 
 

 

校内各部门： 

经上海理工大学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第七次会议讨论，同意授予彭富裕等 29 人博士学位，贾

萌川等 813 人硕士学位。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附件：1.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2.授予硕士学位人员名单 

 

 

 

 

                                 上海理工大学 

                              2020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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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彭富裕 工程热物理 工学 黄晨 系统分析与集成 理学 

杨阳 动力机械及工程 工学 孟艳玲 系统分析与集成 理学 

黄华杰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沈小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闻海峰 能源与环境工程 工学 毕建欣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范怀玉 光学工程 工学 兰军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李道萍 光学工程 工学 张丽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袁文亮 光学工程 工学 万能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吕太国 光学工程 工学 郑秋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邵棣祥 光学工程 工学 刘德强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廖风 光学工程 工学 阮莉丽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王嘉瑶 光学工程 工学 郑夏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吴越鹏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熊敏 机械工程 工学 

朱世钊 系统分析与集成 理学 冯天培 机械工程 工学 

杨悦 系统分析与集成 理学 刘阳泰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陶莉 系统分析与集成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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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学术型硕士人员名单（483 人）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贾萌川 热能工程 工学 李慧丽 化工过程机械 工学 

张瑞璞 热能工程 工学 陈嘉雯 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工学 

刘少林 动力机械及工程 工学 申桐 光学工程 工学 

陈良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尹晓蒙 光学工程 工学 

李冬磊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吕宋 光学工程 工学 

刘庆庆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张跃华 光学工程 工学 

胡鹏荣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焦子傲 光学工程 工学 

冯光东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魏仕绅 光学工程 工学 

夏荣鑫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马美林 光学工程 工学 

赵加普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殷晨晖 光学工程 工学 

李亚伦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孟丛 光学工程 工学 

胡姣姣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江志鹏 光学工程 工学 

聂飞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李亚东 光学工程 工学 

高浩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田程 光学工程 工学 

余肖霄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王冬 光学工程 工学 

白桦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贾新月 光学工程 工学 

何宽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徐晓立 光学工程 工学 

李思思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韩思敏 光学工程 工学 

黄嘉宇 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学 王思雨 光学工程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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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阳婷 光学工程 工学 莫群 信号与信息处理 工学 

潘帅 光学工程 工学 刘照邦 信号与信息处理 工学 

雷雨 光学工程 工学 姜珊珊 信号与信息处理 工学 

王云坤 光学工程 工学 张可儿 信号与信息处理 工学 

曹元广 光学工程 工学 李伟 信号与信息处理 工学 

寇晨昊 光学工程 工学 朱英亮 信号与信息处理 工学 

孙玉 光学工程 工学 陈嘉林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邓操 光学工程 工学 陈磊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邓富成 精密仪器及机械 工学 丁名都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朱敏 精密仪器及机械 工学 高夫迅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刘慧颖 精密仪器及机械 工学 杨航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彭洋 精密仪器及机械 工学 李存进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丁蒙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杨晔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林玉莹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丁子凡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田泽懿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王赛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陈书行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李福鹏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张磊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孙振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谢孟涛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马素萍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郑娜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望香凝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吕斌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胡意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刘亚茹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张殿臣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李思宇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工学 陈小康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钱肖康 信号与信息处理 工学 谈咏东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胡叶岑 信号与信息处理 工学 吕良恒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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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王梓懿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吕辰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谢源海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陈珊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吕伟臻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李鑫泽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李正旺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郑喜亮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李闯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蔡源桃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肖华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刘让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姬东飞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徐雨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崔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矫雅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黄盛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刘亚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苏诚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金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蔡家辉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赵春芽 软件工程 工学 

杨硕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戴焜 软件工程 工学 

卢佳伟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王凯莉 软件工程 工学 

马力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赵悦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黄强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柯晓星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王先先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路程程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陶嘉栋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刘若秋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戴非凡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肖宇桐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张泽晨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 孙欢欢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程斌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周腾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林锦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沈倩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吴俊鹏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黄进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邢志勇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吴以豪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王璐杰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工学 刘高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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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吴文文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郭艺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胡诗韵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王远卓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温振鑫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黄羽迪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谢芸芸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陈鹏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黄剑飞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张宇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张旭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阚玉蝶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崔鑫鑫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胡皓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饶琴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孙许林 财政学 经济学 

裴紫竹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赫文宁 财政学 经济学 

朱晓君 国民经济学 经济学 梁媛 财政学 经济学 

张璐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梁思婧 财政学 经济学 

葛力铭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管跃跃 财政学 经济学 

陈媛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罗诗卉 财政学 经济学 

刘丹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郭天宇 财政学 经济学 

许泽庆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王冬 财政学 经济学 

金欢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左雪 财政学 经济学 

方娟娟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吴景 金融学 经济学 

张鹏飞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朱沛 金融学 经济学 

张玉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李睿宇 金融学 经济学 

肖慧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刘盾 金融学 经济学 

庄晓栋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张腾羊 金融学 经济学 

芦津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程诗宇 金融学 经济学 

奚兴强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祝盈盈 金融学 经济学 

荣露 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 陈冬兰 金融学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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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魏子华 金融学 经济学 郭楠楠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刘俊涛 金融学 经济学 
LE THU 

HA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牛洋 金融学 经济学 金瑞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罗丹 金融学 经济学 窦茂伟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张彩云 金融学 经济学 黄鹏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熊俊宇 金融学 经济学 王丽琪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雷元安 金融学 经济学 刘煜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贾涛 金融学 经济学 桑梦倩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阮夏丽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黄嘉怡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韩亚军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陈珊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林艳玲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薛敏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郭蓉蓉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邵青青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储艳霞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严妍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杨扬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杨文琪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张楠楠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黄柳君 国际贸易学 经济学 

刘怡南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汪柳洋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周梦杰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宋美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肖艳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朱敏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厉倩文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郭肖玲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肖金鑫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陆涛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李宁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张玉玲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黄嘉冬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梁茜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施浩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赵晓青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王影歌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 赵珊珊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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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高雪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张沁莞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张然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吴行斌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蔺思雨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王会会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高子林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梁耀洲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蒋雪 统计学 经济学 陈慧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王佳书 统计学 经济学 苏晓宝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张月梅 统计学 经济学 杨梦达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饶建萍 数量经济学 经济学 张玲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武丹 数量经济学 经济学 赵娜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王珏 系统分析与集成 理学 王婕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曹夏琳 系统分析与集成 理学 浦东平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陆玉玉 系统工程 工学 潘丽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吴宇星 系统工程 工学 严成 会计学 管理学 

裴佳佳 系统工程 工学 林景 会计学 管理学 

陈斌 系统工程 工学 陈晓 会计学 管理学 

高猛猛 系统工程 工学 陈钰颖 会计学 管理学 

冀和 系统工程 工学 程姝婧 会计学 管理学 

郭皓月 系统工程 工学 曾珂 会计学 管理学 

倪屹聆 交通运输工程 工学 陈招桂 会计学 管理学 

李少波 交通运输工程 工学 刘志 会计学 管理学 

赵瑞 交通运输工程 工学 何雪 会计学 管理学 

程邦录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黄逸雨 会计学 管理学 

张瑶瑶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范腾云 会计学 管理学 

吴耀胜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 刘静宜 会计学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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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吴昕曈 会计学 管理学 鲁瑶 技术经济及管理 管理学 

刘建博 企业管理 管理学 杨静 技术经济及管理 管理学 

戴倩颖 企业管理 管理学 陈凤梅 公共管理 管理学 

于庭瑶 企业管理 管理学 吉政 公共管理 管理学 

骆杨柳 企业管理 管理学 孙朦朦 公共管理 管理学 

刘少杰 企业管理 管理学 孙小席 公共管理 管理学 

叶碧涵 企业管理 管理学 贾伞伞 公共管理 管理学 

孙帆 企业管理 管理学 张晓黎 公共管理 管理学 

徐婕 企业管理 管理学 章裕程 公共管理 管理学 

王忆莲 企业管理 管理学 郑懿云 公共管理 管理学 

郭亮亮 企业管理 管理学 闫爽 公共管理 管理学 

刘玉莲 企业管理 管理学 李梦佳 公共管理 管理学 

陈志超 企业管理 管理学 段海阳 公共管理 管理学 

单爽 企业管理 管理学 刘瑶 公共管理 管理学 

陈雷雷 企业管理 管理学 韩婧妍 公共管理 管理学 

信欢欢 企业管理 管理学 商云仁 公共管理 管理学 

滕宇 企业管理 管理学 王帅 公共管理 管理学 

焦姣 企业管理 管理学 何煜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程豪 企业管理 管理学 柯超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邹晓凤 企业管理 管理学 李崇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王立昌 企业管理 管理学 汪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王灿 技术经济及管理 管理学 张亚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赵紫娟 技术经济及管理 管理学 蔡新宇 机械电子工程 工学 

韩浩先 技术经济及管理 管理学 刘敦远 机械设计及理论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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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孙宏悦 机械设计及理论 工学 斯文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吴涛 车辆工程 工学 蔡依伦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何忠霖 车辆工程 工学 陈杨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乔志 电气工程 工学 邢晓洁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吴彤 电气工程 工学 张天一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曾彤 电气工程 工学 郑丽莎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石讯 电气工程 工学 陈馨韵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陈维刚 电气工程 工学 曾蒙蒙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沈世华 电气工程 工学 刘苹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苏华 电气工程 工学 李亚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郭龙跃 电气工程 工学 邵柔薇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樊泽沛 电气工程 工学 燕惠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刘邦正 电气工程 工学 韩文华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李文龙 电气工程 工学 王梦颖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刘昊天 电气工程 工学 仇文丽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叶艳红 电气工程 工学 张博闻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魏青霞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孙雨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马玲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牛梦莹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孙慧慧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徐凤霏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王小敏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余英英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杨薇薇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黄松婷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陶洁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王燕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 

杨欣怡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韩啸 环境科学 工学 

许辉龙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穆艾伟 环境科学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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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尤艳红 环境科学 工学 武陆琪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杨涯 环境工程 工学 刘亚萍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黄敏 环境工程 工学 张伟东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陈蒙蒙 环境工程 工学 王固兵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李默挺 环境工程 工学 孙正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赵瑞悦 环境工程 工学 孙京文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张志阳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宫进昌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纪春阳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谢忠翔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孙涛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万辉辉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胡龙宝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张娜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王陶涛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徐航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许小敏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吴文浩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王秋思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施春迅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方旭超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王旭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李月如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徐辉煌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刘文涛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赵彦富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徐霄玲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赵伟兵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韩梁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高乃珺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张焰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高卉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刘大海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高磊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周彬滨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卢泽康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王卓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郭莹莹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郭雪可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孙小芹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张志飞 生物医学工程 工学 王琛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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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王伟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李京城 基础数学 理学 

李鸣 新闻传播学 文学 张晓静 基础数学 理学 

宣亚玲 新闻传播学 文学 刘静 基础数学 理学 

黄珮 新闻传播学 文学 栗菲菲 基础数学 理学 

罗玉荣 新闻传播学 文学 彭利双 应用数学 理学 

曹勇 新闻传播学 文学 高瑜 应用数学 理学 

陈冰玉 新闻传播学 文学 甘少华 应用数学 理学 

薛语 新闻传播学 文学 范如梦 应用数学 理学 

胡霞 新闻传播学 文学 李飞龙 应用数学 理学 

王婉 新闻传播学 文学 徐成 应用数学 理学 

汪汇芳 数字出版与传播 文学 李时铨 应用数学 理学 

胡毓靖 数字出版与传播 文学 金露莎 应用数学 理学 

肖英倩 数字出版与传播 文学 严诗谜 应用数学 理学 

刘柳 数字出版与传播 文学 王明旻 应用数学 理学 

庞云杰 印刷光学工程 工学 李馨 应用数学 理学 

苏冠英 印刷光学工程 工学 宋海芳 运筹学与控制论 理学 

刘芳 印刷光学工程 工学 谢美玲 运筹学与控制论 理学 

陈文 印刷光学工程 工学 张嘉怡 运筹学与控制论 理学 

袁晓 印刷光学工程 工学 孙玥 理论物理 理学 

卢辉 印刷光学工程 工学 尹珩宇 凝聚态物理 理学 

唐艳 印刷光学工程 工学 张嫚嫚 凝聚态物理 理学 

易文娟 印刷光学工程 工学 费林锐 凝聚态物理 理学 

张伟杰 基础数学 理学 张璐 
绿色化学过程与 

资源综合利用 
工学 

钱雅雯 基础数学 理学 张翠红 
绿色化学过程与 

资源综合利用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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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姓名 专业 学科门类 

周慧涛 
绿色化学过程与 

资源综合利用 
工学 姜超 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 

丁宇 
绿色化学过程与 

资源综合利用 
工学 刘跃铭 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 

李宸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法学 倪智捷 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 

肖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法学 王婷 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 

付淑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法学 陈辰 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 

侯雅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法学 杨谢燕 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 

张雯琪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法学    

 

二、工程硕士（212 人）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蔡辉 动力工程 杨义暄 动力工程 施浩 光学工程 

刘建建 动力工程 张凌霜 动力工程 韩晶晶 光学工程 

李伟 动力工程 姜敏 光学工程 卢定凡 光学工程 

杭伊煊 动力工程 王笑笑 光学工程 徐颖 光学工程 

赵子淇 动力工程 孙文峰 光学工程 于颖 光学工程 

叶飞 动力工程 孙静 光学工程 张维薇 光学工程 

谢豪 动力工程 巨瑞雪 光学工程 王秀花 光学工程 

刘桂志 动力工程 郑思旭 光学工程 随海亮 光学工程 

李吉珂 动力工程 柳阳 光学工程 祝光泉 光学工程 

王皓宇 动力工程 云竹溪 光学工程 高聪 光学工程 

刘燕芳 动力工程 朱清 光学工程 殷彩萍 仪器仪表工程 

沈嘉丽 动力工程 陈诚 光学工程 付钰倢 仪器仪表工程 

孙嘉颖 动力工程 陈焘 光学工程 朱洺征 仪器仪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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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吉祥 仪器仪表工程 王贺贺 控制工程 范亚州 控制工程 

韩悦 仪器仪表工程 颜飞 控制工程 樊笛 控制工程 

朱永海 仪器仪表工程 蔡晨 控制工程 许乾坤 控制工程 

王雨 仪器仪表工程 朱鸣镝 控制工程 鄢明 控制工程 

周森鹏 仪器仪表工程 孙磊明 控制工程 邹萌萍 计算机技术 

刘若璇 仪器仪表工程 李梁华 控制工程 刘杰 交通运输工程 

吴付峰 仪器仪表工程 司琴 控制工程 倪敏 交通运输工程 

石高辉 仪器仪表工程 杜贤金 控制工程 戴亚轩 交通运输工程 

程欢欢 仪器仪表工程 孙进 控制工程 陈凯佳 交通运输工程 

何路遥 仪器仪表工程 陈婵 控制工程 韩兆阳 工业工程 

陈淑静 仪器仪表工程 司卫云 控制工程 方结 工业工程 

邓相舟 仪器仪表工程 单永明 控制工程 刘庭宇 工业工程 

牟士杭 仪器仪表工程 郭玲妹 控制工程 李阳 工业工程 

李宜璋 仪器仪表工程 李晶 控制工程 李可 工业工程 

王必得 仪器仪表工程 孙东岳 控制工程 张东阳 工业工程 

宋健 仪器仪表工程 卢保昆 控制工程 薄振一 工业工程 

戴健 仪器仪表工程 王创 控制工程 张一林 工业工程 

梁建豪 仪器仪表工程 史爱明 控制工程 阎宇阳 工业工程 

李柏萱 仪器仪表工程 陆超文 控制工程 刘金澎 工业工程 

徐敏 控制工程 李达 控制工程 王乾 工业工程 

曹子轩 控制工程 王雅静 控制工程 李嘉玲 工业工程 

王告 控制工程 吴延凯 控制工程 王园 物流工程 

周猛 控制工程 杨振宇 控制工程 邹逸 物流工程 

刘赛 控制工程 鄂贵 控制工程 谷玲玲 物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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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郭宏源 物流工程 刘峥 电气工程 张春元 生物医学工程 

秦莉 物流工程 王晶晶 车辆工程 侯啟伟 生物医学工程 

张林兵 物流工程 秦超 车辆工程 毕厚海 生物医学工程 

杨晓华 物流工程 崔兴龙 车辆工程 李刚 生物医学工程 

韩梦雷 物流工程 俞思豪 车辆工程 唐洁 生物医学工程 

于海玲 物流工程 陈闽南 环境工程 袁慧敏 生物医学工程 

李小珂 物流工程 刘薇 环境工程 赵尚义 生物医学工程 

王东昌 机械工程 韩俊 环境工程 韩勇森 生物医学工程 

张涛 机械工程 梁曼丽 环境工程 黄婧 生物医学工程 

吴英亮 机械工程 高培培 环境工程 卢健健 生物医学工程 

刁丽慧 机械工程 王耀葳 环境工程 杨玉婷 生物医学工程 

王宏波 机械工程 兰德辉 环境工程 耿化龙 生物医学工程 

胡吉雄 机械工程 邵欢欢 生物医学工程 黄湘岳 生物医学工程 

曹雪伟 机械工程 周琳夕 生物医学工程 蒋帆 生物医学工程 

焦玉格 机械工程 王帆 生物医学工程 张文静 生物医学工程 

袁菁 电气工程 刘雨佳 生物医学工程 李佳晋 食品工程 

胡田 电气工程 尹晓晶 生物医学工程 孙涵颖 食品工程 

李成建 电气工程 李一鸣 生物医学工程 王广利 食品工程 

何玉帅 电气工程 艾泽琪 生物医学工程 杨雅舒 食品工程 

李为 电气工程 张晨曦 生物医学工程 鲍亮 机械工程 

陈华 电气工程 陈俊 生物医学工程 于水源 机械工程 

李学伟 电气工程 杨加静 生物医学工程 窦曙光 机械工程 

游欣宇 电气工程 玄雪婷 生物医学工程 吕旭悦 机械工程 

钱金跃 电气工程 魏文卿 生物医学工程 章峰 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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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王妮睿 机械工程 王慧晶 计算机技术 沈雅婕 物流工程 

李龙成 机械工程 鲍圣捷 交通运输工程 陈婧 物流工程 

郭丙倩 化学工程 韩学江 交通运输工程 孙继伟 机械工程 

陈永康 化学工程 孙辰 工业工程 郭士明 电气工程 

徐杨杰 化学工程 严志鸣 工业工程 丁峰 车辆工程 

张靖 化学工程 华婷 项目管理 许玉林 生物医学工程 

郑为国 化学工程 牛霄飞 项目管理 陈洁 生物医学工程 

张胤 动力工程 严晓 项目管理 李承君 生物医学工程 

冯泳程 动力工程 吉敏君 项目管理 聂佳力 生物医学工程 

刘小燕 光学工程 顾陈静 物流工程   

三、金融硕士（19 人） 

王宇航 贺慧 李斯依 陆歆儿 张璇 张颖超 

黄之豪 宁杰 裴林 肖健 吴淑斌 王琦 

童瑶 吴学康 刘汉斌 王锦 邓冰武 孙阳 

石泽慧      

四、国际商务硕士（15 人） 

马加奇 魏程益 徐怡 邢晶晶 张思思 陈曦 

张世琪 宋旖旎 牛天娇 姚润坤 何佳婷 吴靓 

高芳怡 边伟秀 辛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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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翻译硕士（68 人）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姓名 

专业学位     

领域 

陈雨柔 英语笔译 张洪 英语笔译 彭子航 英语笔译 

徐沛文 英语笔译 李倩倩 英语笔译 何烨健 英语笔译 

王嘉腾 英语笔译 吴婷婷 英语笔译 黄庆庆 英语笔译 

杨岚 英语笔译 惠娟 英语笔译 许腾龙 英语笔译 

李丹 英语笔译 沈芳 英语笔译 程怡 英语笔译 

朱柏榕 英语笔译 迟慧慧 英语笔译 彭益龙 英语笔译 

章安乐 英语笔译 洪倩 英语笔译 杜文俊 英语笔译 

朱雅雯 英语笔译 孟畅 英语笔译 周杨美汕 英语笔译 

时箫 英语笔译 卫明高 英语笔译 郑铭铭 英语笔译 

仝慧 英语笔译 李永慧 英语笔译 潘呈 日语笔译 

王杰 英语笔译 王军 英语笔译 叶小荣 日语笔译 

王天宇 英语笔译 贾梦凡 英语笔译 张睿 日语笔译 

唐毓 英语笔译 曹硕 英语笔译 胡蝶泉 日语笔译 

李乔杏子 英语笔译 付豪 英语笔译 张玲 日语笔译 

仇孟苏 英语笔译 张歆妍 英语笔译 邢佳晗 日语笔译 

欧阳辛玥 英语笔译 赵湉 英语笔译 朱雀 德语笔译 

王梦婷 英语笔译 马丹妮 英语笔译 沈倩 德语笔译 

秦妤 英语笔译 王春燕 英语笔译 汪建芳 德语笔译 

张丽颖 英语笔译 李惠怡 英语笔译 宋欣珈 德语笔译 

叶韶雯 英语笔译 党晓勇 英语笔译 王玉 德语笔译 

李璠 英语笔译 闫慧娟 英语笔译 毛甄钰 德语笔译 

庄雅男 英语笔译 李丽娟 英语笔译 周通 德语笔译 

欧阳玲玲 英语笔译 王晓爽 英语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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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商管理硕士（4 人） 

周世炬 陈建生 蒲青清 薛霞 

七、公共管理硕士（5 人） 

杨生俊 俞镇础 冯恺 张立群 徐宇星 

八、工程管理硕士（7 人） 

王培斌 李慧 方娟娟 蒋沁 吴先林 王士钰 

李园园 

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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