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科技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上海科技大学学士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试行)》规定，经上海科技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通过，决定授予郭哲等 184名同学学士学位。 

获得学士学位人员名单、专业、学位证书编号如下： 

姓名 专业名称 学位证书编号 

郭哲 物理学 1442342018000001 

季育琛 物理学 1442342018000002 

刘褚航 物理学 1442342018000003 

倪璟怡 物理学 1442342018000004 

强百强 物理学 1442342018000005 

施梦琦 物理学 1442342018000006 

谢林克 物理学 1442342018000007 

徐文琪 物理学 1442342018000008 

周达 物理学 1442342018000009 

陈怡 化学 1442342018000010 

顾汤捷 化学 1442342018000011 

庞曜琦 化学 1442342018000012 

王娇娇 化学 1442342018000013 

张琪琪 化学 1442342018000014 

钟仁欢 化学 1442342018000015 

祝亿灵 化学 1442342018000016 

艾申建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17 

陈晓钰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18 

陈镇荣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19 

封一帆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20 

葛徐麟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21 

耿佳琳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22 

顾佳颖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23 

郭莹莹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24 

韩佳宜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25 

胡玥儿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26 

李德康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27 

李甘泉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28 

李天昊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29 

刘佳麟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30 

刘立尔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31 

刘奕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32 

马子越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33 



钱乐琛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34 

秦逸澄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35 

苏欣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36 

万晨悦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37 

王涵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38 

王俏琦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39 

王莘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40 

王一尘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41 

吴凌霜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42 

肖雪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43 

徐佳月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44 

阎高歌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45 

姚宇峰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46 

叶沁颖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47 

游臣宇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48 

张世尧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49 

赵家玥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50 

征亦诚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51 

郑纬彤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52 

周佳惠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53 

周江航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54 

周天伦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55 

朱灏龙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56 

朱媚媚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57 

朱昱旻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058 

陈安琪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59 

杜君薇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60 

杜岳鑫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61 

胡祥辰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62 

江承霖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63 

林诗绘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64 

罗鑫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65 

乔若频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66 

裘哲豪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67 

沈天禹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68 

吴勋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69 

徐奕奕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70 

许吉鋆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71 

喻妍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72 

曾李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73 

张帆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74 

周丝雨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75 

朱靓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076 



曹骐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77 

高鸿翔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78 

顾怡恬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79 

胡斌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80 

黄家诚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81 

焦东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82 

李家明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83 

李嘉年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84 

李子恺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85 

凌霄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86 

刘心哲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87 

陆铖楠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88 

秦丰伟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89 

邵瑜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90 

石嘉禾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91 

魏雨童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92 

吴庭辉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93 

夏卫良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94 

闫浩东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95 

叶淑娜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96 

虞梦洁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97 

张佳涵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98 

郑毅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099 

宗骏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00 

陈师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01 

陈一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02 

丁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03 

丁天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04 

冯君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05 

吕文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06 

王嘉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07 

王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08 

王新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09 

杨贇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10 

尤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11 

元祎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12 

袁蕴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13 

张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14 

周则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15 

朱倩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16 

王康 物理学 1442342018000117 

王仲豪 物理学 1442342018000118 

修昭泓 物理学 1442342018000119 



包如一 化学 1442342018000120 

曹雯婷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121 

高执源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122 

贾晓宁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123 

梁钰婷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124 

王妙升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125 

吴承尧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126 

朱琦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127 

蔡宏睿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128 

侯玉鑫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129 

夏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130 

严智龄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131 

邓岂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32 

费思涛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33 

葛畅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34 

胡海旻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35 

黄政嘉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36 

李芸婷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37 

王超琪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38 

文佳男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39 

邬凤卿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40 

张慧伦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41 

赵俊龙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42 

朱一凌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43 

陈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44 

陈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45 

程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46 

崔振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47 

方海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48 

韩宏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49 

胡星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50 

贾斐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51 

李家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52 

李嘉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53 

林宇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54 

刘健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55 

刘玄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56 

刘子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57 

梅佳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58 

沈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59 

沈逸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60 

宋嘉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61 

覃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62 



王一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63 

翁如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64 

吴秉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65 

吴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66 

吴乙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67 

谢功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68 

徐伟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69 

燕柯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70 

杨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71 

袁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72 

赵晨萌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73 

李一婷 化学 1442342018000174 

陈益帆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175 

张一弛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8000176 

刘永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77 

涂洪清 生物科学 1442342018000178 

陈子青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179 

张亦姝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8000180 

陈诗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81 

郭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82 

章焱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83 

林亦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800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