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名称 志愿ID 姓名 所在学校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7751 陈可晴 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0840 陈宗源 北京理工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9092 程屹涛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5658 程云果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4100 邓子超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0536 高涵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8934 高远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1040 贺一鸣 北京理工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2933 黄驰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6128 黄凯 上海交通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3541 黄晓蒂 兰州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2955 姬甲豪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7795 姬明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9784 贾凯航 北京化工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3798 李天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0812 李政霖 重庆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9595 梁兆熙 北京理工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1694 林明露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1000 刘瑾妍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2188 刘一鼎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3180 刘禹希 武汉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2285 罗奥成 北京理工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9811 马骋浩 湖南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1839 闵熔祺 同济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7387 裴阳 同济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7377 乔硕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0899 任文泽 中南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1153 宋绪旺 大连理工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7405 孙可天 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8686 王锦超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7226 王婧 四川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5098 王新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8544 王以诺 北京科技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6221 王奕博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9709 魏居龙 山东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7650 谢庆红冰 北京理工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6980 徐晨昊 西安交通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2180 杨清文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7731 杨瑞 清华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1256 姚超群 北京交通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7518 张柏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2478 张浩哲 四川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4418 张景岩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6906 张润祺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0474 张瑜蜀 电子科技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9922 周成彬 浙江工业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77999 周昊天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3126 周益萱 北京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7013 周梓博 山东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87106 朱文铎 北京理工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ZY202292371 朱永健 北京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90573 曾维嘉 华中科技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8668 陈尔腾 西安交通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8341 陈俊炜 大连理工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77272 冯嘉璠 哈尔滨工业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0854 胡啸川 北京交通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92571 解博杰 北京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79531 李俊鹏 西南交通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0739 马皓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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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力学 ZY202281134 南晨禹 浙江工业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8553 任绍持 北京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8218 沈翔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94288 孙家鼐 北京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1142 汪天武 同济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0406 王博男 北京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94282 王玲 兰州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77220 王业贤 西北工业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77476 王智立 湖南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9435 王卓凡 郑州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77679 王子渊 山东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7869 谢炘玥 重庆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8318 杨秋平 大连理工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79719 张成一 武汉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77236 张砚龙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固体力学 ZY202279064 赵盛源 山东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77270 周雨诺 大连理工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79508 朱琦凯 大连理工大学
固体力学 ZY202284814 朱世龙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流体力学 ZY202281464 曹卿瑞 北京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78500 党翌庭 北京理工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7975 杜士泽 北京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1007 葛龙庆 中山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8890 胡嘉纯 华中科技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8484 花培鑫 北京理工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79140 黄彬 北京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2440 姬浩宇 北京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2737 解博杰 北京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1789 李博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9364 李大宝 武汉理工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3072 李家硕 西北工业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90869 李旭 华中科技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93510 李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77718 罗阿彤 中南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77503 罗雨桐 天津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90401 钱克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77918 郄子轩 重庆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9347 秦雅玲 天津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1022 苏豪 北京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77221 孙琦 南京理工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90484 孙泽正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流体力学 ZY202283729 陶裕达 北京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79954 涂竞一 上海交通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95263 魏琛奇 北京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79055 温明睿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流体力学 ZY202291817 伍甬哲 武汉理工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2298 熊奥 西北工业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6216 徐芷含 哈尔滨工业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95674 袁雅文 湖南农业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78844 张诚启 山东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84024 朱莹莹 武汉理工大学
流体力学 ZY202278860 朱紫文 西北工业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9379 艾柏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77436 池佳一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9767 党晟朔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工程力学 ZY202280049 韩璐阳 北京科技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0193 何正伟 中山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7640 刘成健 北京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4335 刘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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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 ZY202289415 马凌晓 北京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4604 钱昱同 武汉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8226 史宇江 吉林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0408 王志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工程力学 ZY202283765 魏浩天 西北工业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78528 翁师仪 重庆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7995 徐万新 北京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7900 余坤青 大连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88882 郑伟伦 湖南大学
工程力学 ZY202290858 周易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力学（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 ZY202277577 高玉泰 西安交通大学
力学（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 ZY202292457 李婧 西安交通大学
力学（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 ZY202283924 孟醒龙 中南大学
力学（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 ZY202277433 吴浩 山东大学
力学（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 ZY202292489 于舒凡 北京理工大学
力学（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 ZY202279086 朱颉茗 清华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2997 陈高嘉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94341 陈思源 华中科技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78968 丁琪 同济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93411 董豪泽 北京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5038 冯毅隆 北京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2891 胡嵩乔 北京理工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0818 嵇涵琦 电子科技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8959 李湘挥 北京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96120 林子杰 北京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95913 刘崇基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77667 刘家睿 复旦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78242 刘玮明 北京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9678 刘小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94278 马健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2771 邵俊淇 清华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9022 唐子力 北京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0719 陶继越 北京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4628 凃崧峻 中南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7223 涂景奇 同济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0089 王增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94057 吴宛婧 北京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8713 吴紫怡 北京理工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2410 谢周 北京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78153 杨正贤 北京理工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9928 张恒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8847 张清扬 北京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2387 赵昶旭 四川大学
力学（力学系统与控制） ZY202289021 赵梦珂 吉林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79186 曹洳铭 清华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81600 陈骐 东北农业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88147 陈晓欧 东南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79310 陈彦 北京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77619 翟雨欣 东北农业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90011 杜兴明 北京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77442 姜文静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93634 李博文 中南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95211 刘世龙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91555 刘云霆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89676 吕奉泽 北京科技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84598 马松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77532 邱舒扬 四川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89387 唐凯悦 北京科技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77911 肖维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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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80465 杨俊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85383 杨乐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85322 余鑫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84222 张婉琳 北京工业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90702 郑奕伯 北京科技大学
力学（能源与资源工程） ZY202278371 周孙鹏 北京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82602 薄瑞 北京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81656 陈禹涵 厦门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92221 段歌 武汉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83363 葛朝玮 四川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94056 胡恒瑜 中山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78396 蒋娅婷 河海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88772 林闽淇 北京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80760 林沐晨 厦门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87643 刘成健 北京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79861 刘瑞麟 北京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89352 刘祥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78992 罗正 北京理工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79811 马锦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77489 倪子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77910 亓泽宇 南京理工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89179 王明哲 哈尔滨工程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93569 王雨豪 燕山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77437 吴心语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85230 熊奥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88066 徐源 南京理工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77271 张晁梵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77831 张子豪 中南大学
力学（航空航天工程） ZY202277291 周姿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79868 曹羽歌 大连海事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0547 昌隆 浙江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1274 陈俊康 北京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4976 崔恩铭 重庆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5039 冯毅隆 北京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92324 金汉林 山东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78462 金依菲 西南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6945 卢红亮 北京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92961 罗靖捷 湖南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0775 乔斯梦旭 北京化工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9047 乔源 中央财经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94332 王盼 湖南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8188 夏惟 华中科技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7831 徐宇辰 北京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77992 杨梦笔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8422 赵恒星 北京大学
力学（工业与系统工程） ZY202281518 赵嘉宁 四川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