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通过特殊学术专长认定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 学院 专业名称

1 许洛川 海洋与大气学院 海洋科学

2 吴鸿轩 海洋与大气学院 海洋科学

3 张尧榕 海洋与大气学院 海洋科学

4 陈元瑞 海洋与大气学院 海洋科学

5 林子宽 海洋与大气学院 海洋科学

6 荆琦 海洋与大气学院 大气科学

7 张涵 海洋与大气学院 大气科学

8 焦守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物理学

9 宋悦玮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物理学

10 车丰恒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物理学

11 赵天朗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通信工程

12 王雨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通信工程

13 刘少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14 丁泽中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刘云卿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 车保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 徐凯新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郑玉龙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 蔺一迪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 徐月海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海洋技术

21 于书萌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海洋技术

22 陈卓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海洋技术

23 刘星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4 李新哲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电子信息科与技术

25 孙立远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6 王学宁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电子信息工程

27 刘嘉辰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电子信息工程

28 徐建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电子信息工程

29 王潇涵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 保密管理

30 卜涛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31 倪爽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32 李可扬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33 陈钰瑩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

34 陈超艺 海洋生命学院 生物科学

35 陈潮昕 海洋生命学院 生物技术

36 高琦 水产学院 水产养殖学

37 张伊凡 水产学院 水产养殖学

38 俞越尔 水产学院 水产养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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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王婷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40 王浩男 工程学院 自动化

41 王炳烨 工程学院 自动化

42 黄鹏 工程学院 自动化

43 陈龙鑫 工程学院 自动化

44 吴臻涛 工程学院 自动化

45 蒋锐 工程学院 自动化

46 刘云中 工程学院 自动化

47 高威 工程学院 自动化

48 李麦香 工程学院 自动化

49 阚全民 工程学院 自动化

50 张闯 工程学院 轮机工程

51 余浩贤 工程学院 轮机工程

52 孙良杰 工程学院 轮机工程

53 黄灵霞 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4 李澳阳 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5 宋奕聪 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56 郭心浩 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57 李艺烁 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58 米洁 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59 唐梦雨 工程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60 路顺航 工程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61 周承霖 工程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62 窦业皓 工程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63 李菲凡 工程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64 王浩歌 工程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

65 李征启 工程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

66 马昆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67 王文涛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68 金香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69 朱舒雅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70 顾明瑞 经济学院 经济学

71 左巍 经济学院 金融学CFA实验班

72 曹晗煜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73 李潇 法学院 法学（中外合作办学）

74 吕晓涵 法学院 法学（中外合作办学）

75 赵竹君 法学院 法学（中外合作办学）

76 张昀煊 法学院 法学（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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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许文蕾 法学院 法学

78 张安远 法学院 法学

79 王泓开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80 刘耀芳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81 曹琳瑶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82 田宁茜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83 李佳霓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84 孙佩佩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85 王美义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86 张振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87 邓扬帆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88 高靖雯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89 赵明洋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90 蔡沾源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91 郝泽瑄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92 张鑫悦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93 过叶开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