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科技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公告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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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科技大学学位评定委

员会审议，决定授予蔡庆瑞等 270 名本科生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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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庆瑞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01 

程梓晗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02 

戴阅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03 

高波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04 

高瀚文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05 

郭晓风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06 

胡超宇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07 

李俊蓉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08 

林子恒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09 

刘阳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10 

齐琦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11 

沈丽雅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12 

王容达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13 

王新昊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14 

王泽禹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15 

王正心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16 



魏立阳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17 

吴文希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18 

吴越峡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19 

徐沛东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20 

许义浩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21 

叶致远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22 

袁心也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23 

张海盟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24 

张家铭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25 

张嘉鑫 物理学 1442342019000026 

陈天浩 化学 1442342019000027 

戴鼎原 化学 1442342019000028 

方雪 化学 1442342019000029 

吉星宇 化学 1442342019000030 

蒋沁芸 化学 1442342019000031 

李雪娇 化学 1442342019000032 

邱泽天 化学 1442342019000033 

陶之钰 化学 1442342019000034 

吴子颜 化学 1442342019000035 

胥嘉麟 化学 1442342019000036 

许鹏程 化学 1442342019000037 

薛晴筠 化学 1442342019000038 

杨懿 化学 1442342019000039 

叶雨萌 化学 1442342019000040 



印思泳 化学 1442342019000041 

赵亚妮 化学 1442342019000042 

郑程 化学 1442342019000043 

周琪 化学 1442342019000044 

巴方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45 

陈琳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46 

陈苗苗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47 

封宜辰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48 

顾林昊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49 

郭瞳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50 

过晨玥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51 

胡昊青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52 

林奕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53 

刘可馨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54 

刘潇逸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55 

刘宇翔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56 

罗放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57 

马云川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58 

倪思原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59 

倪耘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60 

钱舒怡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61 

秦镜子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62 

汤妮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63 

王诚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64 



王蕙心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65 

王梦亭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66 

王瑞璇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67 

王子悦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68 

魏垠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69 

吴铮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70 

夏依晴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71 

谢佳轩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72 

熊若凡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73 

杨昊楠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74 

杨霄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75 

俞文怡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76 

俞易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77 

张淑贤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78 

张瑜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79 

张子澄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80 

赵思义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81 

赵浠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82 

周思泱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83 

庄蕾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084 

曹旭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85 

曹锃钰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86 

陈新岩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87 

陈翌翀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88 



戴玮毅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89 

何佳倩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90 

侯骁飞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91 

姜闻涛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92 

李蕴彰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93 

刘津舟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94 

刘一凡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95 

罗少伯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96 

罗文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97 

倪昊旸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98 

倪纪弘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099 

师若文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00 

施祎霖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01 

孙志鹏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02 

汪潇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03 

王璐瑶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04 

王颖乔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05 

王正钧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06 

吴佳亿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07 

吴昕晟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08 

吴翌宸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09 

武婧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10 

熊陈玮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11 

徐思雯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12 



徐轩浩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13 

严睿文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14 

岳杨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15 

张崔政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16 

张韵豪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17 

张之楚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18 

郑晓琪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19 

周胡蝶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20 

周佳晴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21 

周时敏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22 

周天禹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23 

朱天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24 

朱宇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125 

戴煜韡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26 

段汉卿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27 

胡亮亮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28 

胡臻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29 

焦馨仪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30 

李逸柯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31 

鲁珉杉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32 

倪硕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33 

孙晨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34 

孙逸飞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35 

田付谷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36 



万少俊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37 

王文扬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38 

王昱棋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39 

吴越宸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40 

叶菁菁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41 

俞少辉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42 

张星雅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43 

张杨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44 

郑广策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45 

周巾栋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146 

白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47 

毕凝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48 

蔡健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49 

蔡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50 

曹龄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51 

陈金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52 

陈逸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53 

陈懿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54 

崔佳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55 

冯泽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56 

高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57 

高亦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58 

顾胡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59 

何思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60 



胡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61 

胡俊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62 

黄静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63 

黄泽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64 

蒋承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65 

瞿志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66 

李鼎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67 

李屏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68 

李锐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69 

李魏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70 

李翔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71 

李欣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72 

李振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73 

李梓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74 

连新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75 

刘文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76 

柳隽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77 

陆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78 

陆宇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79 

罗宸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80 

马尤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81 

毛漫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82 

毛一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83 

闵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84 



莫晓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85 

念中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86 

潘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87 

庞安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88 

彭晓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89 

秦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90 

荣宇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91 

邵乾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92 

佘兴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93 

沈凡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94 

孙秋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95 

谈宁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96 

汪成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97 

王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98 

王玉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199 

王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00 

王卓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01 

邬敏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02 

邬烨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03 

吴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04 

吴翰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05 

夏舒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06 

谢志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07 

徐杜飞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08 



徐佩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09 

徐永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10 

严仁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11 

杨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12 

杨天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13 

余峻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14 

俞家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15 

袁雨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16 

曾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17 

曾祥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18 

曾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19 

张起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20 

张兴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21 

张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22 

张逸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23 

赵希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24 

赵子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25 

郑钧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26 

周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27 

朱望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28 

蔡潇婵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29 

方成煜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30 

高诣卓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31 

孔德港澳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32 



刘光宇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33 

罗智方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34 

吴博炜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35 

吴明昊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36 

徐昊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37 

杨润泽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38 

赵尚书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39 

黄子昱 化学 1442342019000240 

孙运彦 化学 1442342019000241 

唐一丰 化学 1442342019000242 

陈铭哲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243 

顾世杰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244 

梅宇轩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245 

沈望尘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246 

沈蕴盛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247 

王粱宇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248 

熊之琦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249 

张聿茜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250 

董天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251 

瞿赟超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252 

林文瑞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253 

陆颖楠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254 

王丹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255 

吴壹伟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256 



谢余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257 

于维壮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42342019000258 

陈思好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259 

徐逸飞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260 

胡元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61 

黄静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62 

金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63 

苏隽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64 

余飞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65 

栾增维 物理学 1442342019000266 

许明戈 化学 1442342019000267 

丁一凡 生物科学 1442342019000268 

普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2342019000269 

金逸 电子信息工程 1442342019000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