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级学业导师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学号 姓名 新专业名称 学业导师
1 2100011151 董方圆 理论与应用力学 国萌
2 2100011168 魏伯恒 理论与应用力学 国萌
3 2100011186 郑飏 理论与应用力学 国萌
4 2100011040 祝若岚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肖左利
5 2100011086 赵宸昊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肖左利
6 2100011005 张雨轩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肖左利
7 2100011019 张莹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肖左利
8 2100011093 张霖凇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苏卫东
9 2100011003 杨子仪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苏卫东
10 2100011064 杨子昂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苏卫东
11 2100011066 杨铮昊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苏卫东
12 2100011046 杨家骅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符策基
13 2100011054 许云寒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符策基
14 2100011083 谢谊锋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符策基
15 2100011036 谢一诺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符策基
16 2100011050 谢箫扬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陶建军
17 2100011084 肖秋阳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陶建军
18 2100011092 王天睿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陶建军
19 2100011068 万凯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陶建军
20 2100011028 陶炫臻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易新
21 2100011013 孙樱宁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易新
22 2100011001 孙然茜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易新
23 2100011029 渠成锐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易新
24 2100011027 钱骏飞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黄建永
25 2100011022 陆煌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黄建永
26 2100011026 林睿曈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黄建永
27 2100011052 李易源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黄建永
28 2100011011 冷宇飞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朱驰
29 2100011085 赖宇洋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朱驰
30 2100011072 姜明杰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朱驰
31 2100011071 黄铂钧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朱驰
32 2100011057 胡皓阳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朱驰
33 2100011020 缑佳璇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满怡
34 2100011095 费扬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满怡
35 2100011048 岑昶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满怡
36 2100011006 於嘉鹏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满怡
37 2100011010 田孟哲 强基（理论与应用力学） 满怡
38 2100014801 闫家骥 工程力学 国萌
39 2100011043 朱乐豪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孙树立
40 2100011032 周子锐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孙树立
41 2000011003 张星辰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孙树立
42 2100011024 张笑扬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孙树立
43 2000011052 谭旸升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孙树立
44 2100011044 张文翰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李水乡



序号 学号 姓名 新专业名称 学业导师
45 2100011089 吴秉宪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李水乡
46 2100011008 王子怿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李水乡
47 2100011025 王奕博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李水乡
48 2100011077 王艺轩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陈永强
49 2100011055 王骥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陈永强
50 2100011045 王超艺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陈永强
51 2100011094 任泓旭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陈永强
52 2100011091 潘浩然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刘谋斌
53 2100011031 欧阳勇成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刘谋斌
54 2100011076 马悦阳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刘谋斌
55 2100011023 刘锦琪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刘谋斌
56 2100011004 李骏逸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黎波
57 2100011007 韩萱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黎波
58 2100011069 程卓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黎波
59 2100011047 陈国赐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黎波
60 2100011014 安庭毅 强基（工程科学与计算） 黎波
61 2100011180 杨佳佳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邸元
62 2100098607 梁静柔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邸元
63 2100011037 阳哲 强基（能源环境与系统工程） 邸元
64 2000011062 吴周行 强基（能源环境与系统工程） 李康康
65 2100011051 刘为健 强基（能源环境与系统工程） 李康康
66 2100011079 姜与时 强基（能源环境与系统工程） 李康康
67 2100011002 郭映阳 强基（能源环境与系统工程） 李康康
68 2100011161 段玉婷 航空航天工程 周超
69 2100011163 尚鑫 航空航天工程 周超
70 2100011167 廖阔 航空航天工程 周超
71 2100011174 曾帆 航空航天工程 刘才山
72 2100011183 桑晓雨 航空航天工程 刘才山
73 2100098605 金材垣 航空航天工程 黄迅
74 2100013518 陈宇轩 航空航天工程 黄迅
75 2100011033 熊孟奇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赵皓
76 2100011009 项盈璇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吕本帅
77 2100011017 王翼冲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吕本帅
78 2100011070 汪浩喆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吕本帅
79 2100011078 孙健庭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史一蓬
80 2100011073 祁之桐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史一蓬
81 2100011065 聂子逸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史一蓬
82 2100011015 马一鸣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陈帜
83 2100011053 李声扬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陈帜
84 2100011063 蒋欣玙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陈帜
85 2100011030 柴宇澳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赵皓
86 2100011088 蔡吴杭 强基（航空航天工程） 赵皓
87 2100011154 李鸣鹤 机器人工程 王雪峰
88 2100011155 张城玮 机器人工程 王雪峰
89 2100011157 刘澹如 机器人工程 王雪峰
90 2100011158 程波 机器人工程 王雪峰



序号 学号 姓名 新专业名称 学业导师
91 2100011160 蒙帮睿智 机器人工程 张飞天
92 2100011162 胡效杨 机器人工程 张飞天
93 2100011164 刘家豪 机器人工程 张飞天
94 2100011165 周炳丞 机器人工程 张飞天
95 2100011173 李金羽 机器人工程 张飞天
96 2100011169 韩越越 机器人工程 黄天云
97 2100011171 王南 机器人工程 黄天云
98 2100011172 单雅淳 机器人工程 黄天云
99 2100011177 张泽楠 机器人工程 黄天云
100 2100011178 姜明冶 机器人工程 陈光
101 2100011182 王晓睿 机器人工程 陈光
102 2100011185 杨宗儒 机器人工程 陈光
103 2100011176 伍千航 机器人工程 陈光
104 2000014804 王深 机器人工程 李阿明
105 2100013517 刘浩伦 机器人工程 李阿明
106 2100013507 陈昊 机器人工程 李阿明
107 2000014802 王亚楠 机器人工程 李阿明
108 2100011153 李同和 生物医学工程 韩梦迪
109 2100011156 曾尹榕 生物医学工程 韩梦迪
110 2100011159 刘星宇 生物医学工程 韩梦迪
111 2100011170 董蕾 生物医学工程 程强
112 2100011179 蒋子骏 生物医学工程 程强
113 2100098602 李智康 生物医学工程 程强
114 2000013387 田静 生物医学工程 李长辉
115 2100011075 吴可栋 强基（生物医学工程） 李长辉
116 2100011061 王冰阳 强基（生物医学工程） 段小洁
117 2100011059 彭兆丰 强基（生物医学工程） 段小洁
118 2100011080 刘芷如 强基（生物医学工程） 席鹏
119 2100011067 李世晗 强基（生物医学工程） 席鹏
120 2100011021 惠爽 强基（生物医学工程） 葛子钢
121 2100011082 陈欣玮 强基（生物医学工程） 葛子钢
122 2100011152 杨尚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艳锋
123 2100011166 张烜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占肖卫
124 2100011181 兰宇航 材料科学与工程 邹如强
125 2100011184 王文飏 材料科学与工程 刘磊
126 2100098606 施爱欣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青
127 2100011018 朱佩禹 强基（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艳锋
128 2100011087 郑雨桐 强基（材料科学与工程） 占肖卫
129 2100011090 张昊扬 强基（材料科学与工程） 邹如强
130 2100011060 吕振霄 强基（材料科学与工程） 雷霆
131 2100011049 李一川 强基（材料科学与工程） 雷霆
132 2100011038 李骏博 强基（材料科学与工程） 刘磊
133 2100011016 贾庆霖 强基（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