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6 年度工信创新创业奖学金获奖名单

创新奖学金特等奖

序号 学校 学生姓名 专业 层次 年级 团队成员

1 北航 张鹏飞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博士 2013

2 北理工 李桐 车辆工程 本科 2013
李桐、郭琳、刘堂柱、郑维聪、李与凡、

庞博、周昊苏

3 哈工大 韦明川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5

4 西工大 李学思 计算机技术 硕士 2014

5 哈工程 叶天贵 轮机工程 博士 2012

6 南航 杜海 流体力学 博士 2013
魏德宸、李铮、朱佳晨、付军泉、魏晨瑶、

陈杰、周志鹏、董益章、孙琪杰

7 南理工 刘超 环境工程 博士 2013



创业奖学金特等奖

序号 学校 学生姓名 专业 层次 年级 团队成员

1 北航 李琛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2 哈工大 冷晓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6

3 哈工大 万龙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5
吕宗亮、树西、万赟彬、秦汉、刘鑫、谢聿铭、

黄体方、孟祥晨

4 西工大 杨中光 导航制导与控制 博士 2012
杨中光、孟祥、周挺、张凡、厐维健、王文杰、

朱翔、余冬至、王成飞、车路平、王圣允

5 西工大 何伟 航天工程 硕士 2013 何伟、张连宾、张政

6 南航 顾席光 材料加工工程 博士 2011 孟璇、方军、徐越、费盟

7 南理工 周帅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董晶晶、施小瑜、陈伟泰、朱恵、丁荣、郑毅



创新奖学金一等奖

序号 学校 学生姓名 专业 层次 年级 团队成员

1 北航 吴韦志 飞行器设计 本科 2013
林可、贺睿琛、王真金、吴成益、罗佳、张天鑫、

宋重举、夏兴禄、王建峰

2 北航 龚哲元 机械电子工程 硕士 2015 谢哲新

3 北航 郭大炜 应用化学 硕士 2016

4 北航 杨文君 行政管理 硕士 2015 张宇

5 北航 杜正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3 方海月、刘宇、何洁旻

6 北航 刘保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3 王鹿鸣、杨东东、刘常喜、刘知竹

7 北航 王敏娟 生物医学工程 博士 2011 董琛、刘慧、刘光辉、易越

8 北航 刘焘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博士 2014

9 北航 闫劲云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0

10 北理工 程思源 导航制导与控制 博士 2013
李浩、王新宇、宋文杰、张鲁、郭翔、时潮、宁可、

王冬升、田晓辉

11 北理工 王文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4

12 北理工 倪俊 机械工程 博士 2014
付苗苗、张乃斯、于营营、王晓、孙一、田汉青、

潘博、田戴荧、李云霄

13 北理工 葛丹桐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4
李翔宇、李朝玉、龙嘉腾、秦同、王硕、武长青、

武小宇、袁旭、赵泽端

14 北理工 韩庆 化学 博士 2013

15 北理工 游润泽 软件工程 本科 2014
赵峻瑶、孙云霄、周炽金、张家瑞、张克明、王梦

圆、康旭



16 北理工 蔡利来 机械电子工程 本科 2014 卢奕昂、毛卫鑫、史越、余洪、时振清、李依桐

17 北理工 陈天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硕士 2015
刘真畅、李博、李震、周玙、吴斌、米承玮、李梦

婷、陈玉竹

18 北理工 翟弟华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19 哈工大 董德 生物医学工程 博士 2016
郭莹莹、邱小林、董立永、任宽、郑建林、郭明慧、

关晓宇、刘虹男、王硕

20 哈工大 孙飞 热能工程 博士 2012

21 哈工大 马飞翔 材料学 博士 2012

22 哈工大 李彬彬 电气工程 博士 2013

23 哈工大 王桐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24 哈工大 孙波 城市水资源 博士 2013

25 哈工大 魏绍楼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26 哈工大 董欣 机械电子工程 硕士 2015
董欣、高志浩、李勇飞、侯博、李禄平、徐宽、王

翼丰

27 哈工大 闫春爽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 2013

28 西工大 张鼎文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博士 2013

29 西工大 寇家庆 飞行器设计 硕士 2015

30 西工大 黄志伟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博士 2013

31 西工大 赵亮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2013

32 西工大 孙斌 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 硕士 2015

33 西工大 何峰 材料加工 博士 2016

34 西工大 马龙涛 材料工程 硕士 2014

35 西工大 徐瑞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5



36 西工大 李沛沛 化学 博士 2015

37 哈工程 李帅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博士 2013

38 哈工程 张之凡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博士 2012

39 哈工程 白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2

40 哈工程 黄玉龙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41 哈工程 王青山 机械工程 博士 2013

42 哈工程 李浩哲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3

43 哈工程 杨丹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冯莉莉、徐加廷、毕惠婷、李磊、Arif Gulzar

44 哈工程 李一举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45 哈工程 王岩 光学工程 硕士 2015

46 南航 李洪森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博士 2013

47 南航 唐震宙 通信与信息系统 博士 2015

48 南航 江秀强 导航、制导与控制 博士 2015

49 南航 戴庆文 机械设计及理论 博士 2013 李蒙、苏彬彬

50 南航 李楠垭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博士 2013 周靖、何永喜、刘舒霆、吴晓春、成李冰、张灵林

51 南航 张明明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2 孟凡一、吴菲

52 南航 黄河峡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博士 2011

53 南航 张力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博士 2011 赵文心、贾雷、冷阳、刘飞

54 南航 张言军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博士 2013 文利燕

55 南理工 熊尚超 环境工程 硕士 2014

56 南理工 曹云 机械工程 博士 2012



57 南理工 郝嘎子 材料学 博士 2014 肖磊、柯香、高寒、陈腾、戎园波、靳承苏

58 南理工 孙佳嵩 光学工程 博士 2012

59 南理工 杨连盛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2

60 南理工 张栖瑞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61 南理工 薛志谦 社会工作 硕士 2015

62 南理工 金融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2013 陆红燕、杨鹏、陈诗依、崇斌、汪洋

63 南理工 吴晔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创业奖学金一等奖

序号 学校 学生姓名 专业 层次 年级 团队成员

1 北航 蒋晓航 航空工程 硕士 2014 程鹏志、成刚、佟振宇、王增华

2 北航 初征 信息与通信系统 硕士 2014 贾泽浩、曲伟男、赵恒

3 北航 崔晓玉 机械电子工程 博士 2014 杨健勃、王嘉宇、马岳轩

4 北航 臧腾进 经济学 本科 2013 宋宇航、张松阳、王健伊、崔大钧、王昊臣

5 北航 宋宇航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4 臧腾进、贺宇、王凯钥

6 北航 王建峰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本科 2013
王建峰、姜添、常建国、李昊昱、刘炜隽、靳

炯超、林可、王佳楠

7 北航 钱林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3 巩欣洁、曹永毅、齐奉飞、侯美臣、杜博伟

8 北航 巩欣洁 金融 硕士 2016
郑若琳、王嘉豪、冯志睿、施靛紫、李云涛、

王嘉凯、杜正远

9 北航 席尧 生物工程 硕士 2015 蒋晓航、何海韵、蒋亮亮、杨率帅、汪啸林

10 北理工 卢兵 机械工程 博士 2016
彭剑坤、曹剑飞、韩阳、罗佳毅、吴京达、李

浩楠

11 北理工 梁建建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士 2014
陈孙杰、关子霄、张亚晴、王博、周浩、李楠

楠、王浩、郭富民、郭宇夫

12 北理工 邢伯阳 系统工程 博士 2015 裴梦新、谢悦、白伟、董哲、肖璇、王斌

13 北理工 李博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 2015

14 北理工 柏泽龙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1 周青超、张峰、黄海龙、吴显刚、朱晓秀



15 北理工 张秋鸿 软件工程 本科 2013
张成、郑泉斌、张洽钿、曾贻顺、王海鹏、董

柏顺、赵崇、过其境、陈高勋

16 北理工 何敬玺 光学工程 博士 2015

17 北理工 毛煜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2011 苏岩、左琦、刘军

18 北理工 王雪慧 机械工程 硕士 2015
葛卓、刘星栋、高萌、高博、汪清强、朱琛、

黄羽童

19 北理工 许琳 工商管理 硕士 2015 无

20 哈工大 马忠超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士 2015 何亮

21 哈工大 张宇星 机械工程 硕士 2016

22 哈工大 苏迎春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 2015
张智嘉、宗薇、蒋坤朋、王雪靖、赵肖乐、张

旭男、尉枫、朱春桃、李庆川

23 哈工大 姜蔚 财务管理 本科 2014

24 哈工大 蒋川流 电气工程 博士 2015 李策、李永虔、杨金旭、孙峥、屈正扬、夏胜

25 哈工大 史华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2

26 哈工大 吴昊 光学 硕士 2015 曹聪、吴昊、王永权、郑勇军、赵晨、彭小蒲

27 哈工大 邢志伟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6

28 西工大 戴维 航空工程 硕士 2016 戴维、喻兴亮、魏浩、魏义水、李文衡

29 西工大 马靖东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本科 2013
马靖东、魏然、王绥安、刘畅、黄康尧、廖旭

华

30 西工大 陈勃羽 航空航天工程 本科 2013 陈勃羽、雷轶、卫宣伯、朱佩婕、苗文瑞

31 西工大 桑一男 自动化 博士 2009 桑一男、巩卓成、李睿超、王世雄、陈华辉



32 西工大 刘闯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硕士 2015
刘闯、陈思宇、郭涵瑜、刘金鑫、杨小龙、吕

明宇

33 西工大 左鹏 电气工程 硕士 2015
左鹏、李仑升、魏泽群、常明亮、谭维维、王

嘉豪

34 西工大 李宽 软件工程 博士 2015 李宽、褚强、魏超、石杨

35 西工大 窦宇飞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硕士 2015 窦宇飞、唐坤、郭亮、高蕾、吉靖宇

36 哈工程 付丽宁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本科 2014 康晓啸、姜辉、徐冲冲、孟飞腾

37 哈工程 李晗生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本科 2013
路阳、张维鹏、代智文、吴虹明、陆浩、赵志

朋

38 哈工程 郭泽卿 产品设计 本科 2013
郭泽卿、周晗、孙伟、汤海闻、郭亚男、苏佳

宜、姚路、王雪莹、王晓雪

39 哈工程 干琳 信息安全 本科 2013

40 哈工程 李鹏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4
杨赫、郭东宁、马博文、王子钊、张跃威、刘

绪光、郭伟明、葛家蔚、吕烨鑫

41 哈工程 孟思源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2014
黄湘庭、陈凯旋、邓旭东、姜硕、周忠臣、宋

鹏、李晗、林思宇

42 哈工程 刘宇
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
本科 2014 孙旭光、王钊、雷顶飞、胡健、王俊然、王炜

43 哈工程 韩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5

44 哈工程 吕绍平 轮机工程 硕士 2014
白雪、陈捷、卢伟华、杨春波、张春阳、史秋

十

45 哈工程 张继宇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硕士 2014
王天、李杰、孙相宇、陈尚泽、刘晓阳、肖瑶、

丁宁、才萧逸

46 南航 蒋连福 材料学 博士 2014



47 南航 傅剑斌 通信与信息系统 博士 2013
刘世锋、卿婷、李树鹏、徐晓瑞、衡雨清、何

源、吴鲁刚、蔡延君、丁娅文

48 南航 崔益军 通信与信息系统 博士 2012

49 南航 葛讯 飞行器设计 博士 2012 陆召严、张翔、陈菁菁、朱敏、姚成喆

50 南航 范伟 社会工作 硕士 2015
许光坦、李忠昕、范君杰、党晗、费天翔、郑

家琪、刘洁

51 南航 李松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2013 刘嵩威、鲍晗、张景瑞

52 南航 李庆龙 车辆工程 本科 2014 马姗姗

53 南航 方涛 能源与动力工程 本科 2013 余洋、姜晨晖、杨佩茹

54 南航 王昂 导航、制导与控制 博士 2013

55 南理工 谷敏骏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2012

葛渊、赵娅薇、邓宇琦、凌菲、蒋翔、马江慧、

孔思远、李庆宸、俞圆圆、刘世奇、朱继业、

朱宏敏

56 南理工 韩啸 金融学 本科 2013
崔玉萌、范瑶、马琳娟、王蕊、武泽楠、陈冬

冬、王昊、丁昊泽、陈旸

57 南理工 王军 光学工程 硕士 2015

58 南理工 赵喆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硕士 2014

59 南理工 杨莹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2015
史宝生、赵记忆、喻越、程振涛、王一山、尹

磊、杨志、王瑨、恩格贝、王露

60 南理工 张学彪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09
黄晓婷、华剑、陆天驰、沐玮、郭蕾、刘倩倩、

袁雅婷、叶菲菲、蔡全欣、林丽、胡晗、赵欣

61 南理工 李孟轲 财务管理 本科 2013
梁华青、刘微微、华莹莹、刘雨桐、薛涵、蔡

梁、秦俊华、朱春霞、赵学锦、孟栋梁



62 南理工 王静远 设计学 硕士 2014

63 南理工 赵朋龙 兵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3



创新奖学金二等奖

序号 学校 学生姓名 专业 层次 年级 团队成员

1 北航 郑燕春 生物医学工程 硕士 2016

2 北航 杨帆 能源与动力工程 本科 2013 郝思阳、姜肖

3 北航 唐靖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4 李周洋、刘子渊

4 北航 吴瀚枭 飞行器动力工程 本科 2013

5 北航 胡鹏飞 微纳米技术 博士 2012 赵赫威、杨杰

6 北航 郭天祺 化学 博士 2014

7 北航 郭放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3 赵兵伟、唐晓寒、阿鲁斯、石泽

8 北航 罗暖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9 北航 靳海川 人机与环境工程 博士 2014

10 北航 万思杰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博士 2014 张媛媛、龚珊珊

11 北航 郭全通 基础数学 博士 2012

12 北航 郭洪玉 物理学 硕士 2014

13 北航 白亚南 系统工程 博士 2015

14 北航 刘栋 信号与信息处理 博士 2013

15 北航 刘丽娜 热能工程 博士 2014

16 北航 张清源 系统工程 博士 2016

17 北航 安海潮 飞行器设计（航天） 博士 2013

18 北航 郭侃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2011

19 北航 刘超 精密仪器及机械 博士 2011



20 北航 王自鹏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博士 2013

21 北理工 李思伟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3

22 北理工 刘迪 车辆工程 博士 2015

23 北理工 李弋豪 软件工程 本科 2013 李斌斌、李云帆、赵子芊

24 北理工 熊书玲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牛虎

25 北理工 刘志豪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袁盼、林木森

26 北理工 何彦霖 生物医学工程 博士 2013 潘邵武、包贤强、赵岩

27 北理工 杜云飞 能源与气候经济 博士 2014

28 北理工 齐权 艺术设计 硕士 2015 欧阳哲、刘冬、吴岳骏、迟昕凤

29 北理工 胡瑶瑶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田阁良、陈馨怡

30 北理工 付时尧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4

31 北理工 金鑫 机械工程 博士 2013

32 北理工 王岗伟 应用数学 博士 2013

33 北理工 罗凯 力学 博士 2013 王喆、胡韡

34 北理工 董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2

35 北理工 吴政言 数学专业 本科 2014 杨成浪、曹越琦、张世强

36 北理工 李斌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 2015 周园、姬祥、王妮伟

37 北理工 何飘 兵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4

38 北理工 吴钦 动力机械及工程 博士 2012

39 北理工 邹苏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1 王钢、户恒在

40 北理工 刘立格 凝聚态物理 博士 2013

41 哈工大 周德开 机械工程 博士 2013

42 哈工大 赵忠龙 数学 博士 2015



43 哈工大 夏弋茹 车辆工程 硕士 2015
刘孟奇、张建坤、贺慧敏、史家磊、邓宇翔、曹升

祥、杨璐斌、郑智文、袁润泽

44 哈工大 汪新智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3 胡彦伟、陈梅洁、程珙、黄健

45 哈工大 刘天竹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 2014
高国明、王青旺、刘欢、刘永健、王腾飞、张美玲、

金旭东、谭苏灵、黄思源

46 哈工大 任亚涛 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4

47 哈工大 刘紫航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博士 2014

48 哈工大 胡琰莹 材料加工工程 博士 2015

49 哈工大 王开阳 物理电子学 博士 2014 蒋雯、周钟青

50 哈工大 李正林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 2014

51 哈工大 韩凯歌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 2014
朱自发、姜丁菘、吴臣桓、李方、李峰、文兆菁、

邢景、李腾飞、赵永森

52 哈工大 龙亿 机械电子工程 博士 2012

53 哈工大 赵国臣 土木工程 博士 2014

54 哈工大 白成超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4
白成超、郑艺裕、龚宇鹏、彭武吉、李涧清、宋俊

麟、魏波、张瑞雄、张露文

55 哈工大 刘照虹 光学工程 博士 2014

56 哈工大 于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2

57 哈工大 牟宗高 机械工程 博士 2014
牟宗高、齐晓志、潘尔振、宋振东、闫磊、李刚、

刘天亮、胡忠华、韩亮

58 哈工大 程海明 材料学 博士 2013
程海明、薛华飞、刘琛、徐宝升、孟智超、万涛、

金翔宇、徐建国

59 哈工大 桂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3
陈涛、杜嘉晨、温志渊、赵志山、魏琪康、王帅、

曹宇慧



60 哈工大 赵文宇 物理学 博士 2012

61 西工大 诸葛盛 飞行器设计 硕士 2015

62 西工大 孙林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博士 2015

63 西工大 王有江 兵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2

64 西工大 孙佳 材料学 博士 2014

65 西工大 赵林英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硕士 2014

66 西工大 姚志峰 力学 博士 2013

67 西工大 朱彦飞 建筑与土木工程 硕士 2014

68 西工大 孙鹏 飞行器动力工程 本科 2014

69 西工大 叶林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硕士 2015

70 西工大 余天宁 流体机械及工程 硕士 2015

71 西工大 黄之鸣 通信工程 本科 2014

72 西工大 魏昆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4

73 西工大 耿航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博士 2012

74 西工大 相里康 电机与电器 博士 2011

75 西工大 杨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5

76 西工大 田雷 化学 博士 2013

77 西工大 牛松 化学 博士 2014

78 西工大 梁栋 软件工程 本科 2013

79 西工大 董晨 生物医学工程 硕士 2014

80 西工大 闫二开 材料学 博士 2013

81 哈工程 孙鹏楠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博士 2013

../最终文件/更新附件/事迹材料/08赵文宇.doc


82 哈工程 张旭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博士 2013

83 哈工程 倪问池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博士 2015

84 哈工程 韩蕊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博士 2013

85 哈工程 汤旭 飞行器设计工程 本科 2013

86 哈工程 张国伟 固体力学 博士 2013

87 哈工程 孙壮志 机械工程 博士 2013

88 哈工程 丁顺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3

89 哈工程 史建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4

90 哈工程 邵东 机械工程 博士 2014

91 哈工程 许振龙 精密仪器及机械 博士 2013

92 哈工程 刘志泓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本科 2013 刘卫振、许鑫颖、金天磊、何婧妍

93 哈工程 曹天宇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士 2015

94 哈工程 董国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2

95 哈工程 吕烨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2014
孙晴、高冬岩、陈婧婷、李鹏飞、孙涛、贾献强、

李传龙、钟继红

96 哈工程 常杰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常杰、熊婷、赵万里、周翰文、李文泽、张许、王

彬、王心源

97 哈工程 张明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 2015
吴谋炎、骆家冀、刘宇佳、张晨硕、翟命鑫、蒋良

茂、陈捷、孙正源

98 哈工程 贯君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99 哈工程 侯建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5



100 哈工程 盛利志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5

101 南航 徐桂银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博士 2014

102 南航 李晓明 材料学 博士 2013

103 南航 刘亮亮 通信与信息系统 博士 2013

104 南航 达波 道路与铁道工程 博士 2014

105 南航 韩冬 飞行器设计 博士 2015 刘虎林、林飞、戴宇航、董自瑞

106 南航 武明建 飞行器设计 博士 2014 李正洲、刘龙

107 南航 邵垒 人机与环境工程 博士 2014 李超越

108 南航 张晗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本科 2013 王梦菲、李珮冉、徐伟证

109 南航 袁闪闪 机械设计及其理论 硕士 2014 王寰、江南

110 南航 徐坤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博士 2011

111 南航 王登勇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博士 2013

112 南航 杜舜尧 材料加工工程 硕士 2014

113 南航 罗炜麟 软件工程 硕士 2015 黄鸣宇、郭宗豪、李宙洲、战芸娇

114 南航 丁松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5 王俊杰、叶璟、陈顶、耿率帅、魏龙、冯宇

115 南航 刘志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廖毕丰、李宁、王哲、陈玉玉、邓羽涵

116 南航 衡子灵 基础数学 博士 2014

117 南航 宋健 机械设计及理论 博士 2013

118 南航 于洋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博士 2012
俞凯凯、张璞、汪阳生、吕郑、秦启豪、刘顺、黄

帅、牛彦沣、许保成

119 南航 黄帅 航空工程 硕士 2014

120 南航 蒋雪峰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博士 2013



121 南理工 庄伟超 机械工程 博士 2012

122 南理工 王洋 火炮、自动武器与弹药工程 硕士 2015

123 南理工 牛文军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 2014

124 南理工 张光耀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 2013

125 南理工 廖勇 环境工程 硕士 2014

126 南理工 蒋绿齐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 2014

127 南理工 陈伟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128 南理工 陈浩 通信与信息 系统 硕士 2014

129 南理工 李翔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5

130 南理工 王奇珍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131 南理工 孙玉佳 兵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2

132 南理工 林玲 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1

133 南理工 段朝霞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1

134 南理工 姚秋石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1

135 南理工 夏求应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136 南理工 张宁 工业设计 博士 2013

137 南理工 肖军军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2013 陈睿、赵燕晓、林建冬、于小清

138 南理工 孟畅 通信工程 本科 2014

139 南理工 徐旗江 软件工程 本科 2013 马云涛、金力为

140 南理工 韦奕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创业奖学金二等奖

序号 学校 学生姓名 专业 层次 年级 团队成员

1 北航 张鹏越 飞行器动力工程 本科 2013
张丹丹、王冠州、刘杨洋、马心远、肖昆、刘

臻丽、胡雪

2 北航 邰鑫来 法学 本科 2013 黄玥澎、孙韵迪

3 北航 张一茗 精密仪器及机械 硕士 2014

4 北航 姚国才 机械工程 博士 2013

5 北航 王启伟 机械工程 博士 2014

6 北航 王战斌 机械电子工程 博士 2014

7 北航 东东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士 2016 黄翊峰、李家鑫

8 北航 龚雨晋 热能与动力工程 硕士 2014

9 北航 侯聪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彭博、李慧君、姚远、叶子沐、陈冠臣

10 北航 袁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2015 杨泽宇、张亚东、刘虹晓

11 北理工 吕慧超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5 杨爱英、冯立辉

12 北理工 赵强 生物工程 硕士 2015 樊柳生、胡莉莉

13 北理工 苏江舟 机械工程 硕士 2016

14 北理工 郭宗宜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5 王启宁、宿小磊

15 北理工 孙嘉伟 机械工程 本科 2013 高小宇、傅文进

16 北理工 杨雅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2016 李颖浩

17 北理工 叶玉胜 环境工程 博士 2013

18 北理工 王勃晟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2013 雨童、卢冠成、薛立元、王璐瑶

19 北理工 马兴龙 动力机械及工程 博士 2014 伍纲、崔丹丹、王飞、王秋实



20 北理工 张德雨 生物医学工程 硕士 2015

21 哈工大 张天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6 曾德鹏、赵林杰等 8人

22 哈工大 冷官冀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士 2016
冷官冀、张锐、冯佳时、张泽林、陈誉文、张

新宇、宋海波、刘宇晴

23 哈工大 周钟青 光学工程 硕士 2015

24 哈工大 姜桃飞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5
姜桃飞、夏猛、仝培霖、刘昌霞、关鹏、王本

章、刘倡、汤晓惠

25 哈工大 梁亮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士 2015 张天琦、周纪强

26 哈工大 张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2015 李策、康凯

27 哈工大 李蕴洲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2014
李蕴洲、魏晋、解为然、郭奕璨、李勇飞、陈

敏

28 哈工大 方勇 土木工程 硕士 2016

29 哈工大 王兆国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2013 薛一波

30 哈工大 刘丹 工商管理 本科 2013 刘丹、张继春、陈鹏宇、左伟东

31 西工大 段宇 固体力学 博士 2015 段宇、李琪、李鑫、杨霞、张吉永、王雯

32 西工大 朱健楠 水声工程 硕士 2014
朱健楠、王哲、孙斌、陈仙亮、王翔、王文龙、

虞梦苓、徐浩然

33 西工大 王筱庐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5
王筱庐、王泽元、张少锋、贾琳渊、樊军旺、

胡凌峰、肖攀

34 西工大 黄熠彬 信号与信息处理 硕士 2015 黄熠彬、翟若男、侯官茂、魏泽群

35 西工大 安玉玺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硕士 2015 安玉玺、黄鑫蓉、雍亚男、刘恒立、曹植

36 西工大 肖小智 电子商务 本科 2013 肖小智、李培航、孙晓曼

37 西工大 王元鹏 软件工程 硕士 2015
王元鹏、李学思、符式峰、郭亮、薛帅、王文

龙、徐浩然、鄢健宇



38 西工大 鲁娇 控制理论及控制工程 硕士 2014 鲁娇、聂玮奇、陈林、安琪、黄之彬

39 西工大 罗扬 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 硕士 2015
罗扬、秦登辉、孙斌、耿瑞琦、王东东、郑侃、

王菲、田宏强、安徽、高维亮

40 西工大 孙琦璇 电子信息 本科 2014 孙琦璇、孙斌、李波、张宝收、赵亮、王婉青

41 哈工程 夏启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2013 马赫、姜智南、张静

42 哈工程 陈涛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本科 2015
柳尧云、翁幸、姚远洋、李成龙、陈海锚、华

舒、孙宇辰、李雨凝

43 哈工程 于佳新 水声工程 本科 2014 于佳新、李佳航、许凌云、田太平

44 哈工程 吴艳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硕士 2014 姚希庆

45 哈工程 李玉 动力工程 硕士 2015
任雪美、徐梓嘉、袁志强、高凌宇、李智、丁

鑫鑫、树凌云

46 哈工程 康义 自动化 硕士 2016 李涛

47 哈工程 刘云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2016

48 哈工程 段鹏 机械工程 硕士 2016
段鹏、翁旭涛、夏俊、张岩松、唐艺鹏、马佳

琪、罗祥、黄安民、张园凯

49 哈工程 廉松霖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 2016

50 哈工程 张乃夫 应用数学 硕士 2016 李奇

51 南航 史向柱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 2016 陈晓锋、赵仁荣、胡金涛

52 南航 杜思亮 飞行器设计 博士 2013 徐培、徐颖章、吴慧楠

53 南航 王军杰 航空工程 硕士 2014 王军杰、岳承军、岳鹏、乔继鑫

54 南航 曾超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博士 2013

55 南航 曲健 软件工程 硕士 2015 汪明锐、王鹏



56 南航 李金泽 交通运输（民航电子电气工程） 本科 2013

57 南航 汤淼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博士 2016 丛玮、张天慈、吴卿刚

58 南航 张悦阳 政治学与行政学 本科 2015 黄海洋、张雯雯、姚俊杰

59 南航 丁孟舟 艺术设计 硕士 2015
张曦元、陈雪艳、吉嘉慧、张通、许艺、彭雨

轩

60 南航 周建勇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硕士 2013 柳春

61 南理工 王赫 车辆工程 本科 2014

62 南理工 王小锋 光学工程 博士 2012

63 南理工 蒋超 光学工程 硕士 2014

64 南理工 任长宇 金融学 本科 2014

65 南理工 杨阳 市场营销 本科 2014

66 南理工 岳聪 控制工程 博士 2014

67 南理工 李昊 自动化 本科 2013

68 南理工 丁昭 生物工程 本科 2014

69 南理工 林芳 传播学 硕士 2015

70 南理工 姚静天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2014 袁驰、侍秋艳、赵璐



创新奖学金三等奖

序号 学校 学生姓名 专业 层次 年级 团队成员

1 北航 张丹丹 飞行器动力工程 本科 2013

2 北航 张子健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硕士 2016
张鹤鹏、冯瑞、白萌、吴昊、黄登殿、杨子豪、王

敬开

3 北航 周琪 热能与动力工程 硕士 2016 何欢、王豪、程如玥、彭黎明、岳梓轩

4 北航 李辰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3

5 北航 杨越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3

6 北航 曲庆渝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航天） 本科 2013

7 北航 李柳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3

8 北航 黄新星 软件工程 本科 2013 普俊韬

9 北航 邓博洋 软件工程 本科 2014

10 北航 李天一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3

11 北航 王畅仁 高等工程 本科 2014

12 北航 谭笑封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3

13 北航 吴佳骏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3

14 北航 胡玉炜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3

15 北航 李传耀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16 北航 王晓华 导航制导与控制 博士 2013

17 北航 杜元锋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 2012

18 北航 杨金伟 流体力学 硕士 2014

19 北航 潘飞 工程力学 博士 2015 王升涛、马勇、王智勇、杨奎坚



20 北航 蔡晓燕 凝聚态物理 博士 2014

21 北航 俞立平 固体力学 博士 2014

22 北航 徐夏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博士 2015

23 北航 王霁翔 人机与环境工程 博士 2015

24 北航 王胜彬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博士 2013

25 北航 马博林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博士 2012

26 北航 冉茂鹏 导航、制导与控制 博士 2012

27 北航 桂明臻 精密仪器及机械 博士 2014

28 北航 宁欣 仪器科学与技术 硕士 2014

29 北航 刘志杰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博士 2014

30 北航 王天乙 机械工程 博士 2012

31 北理工 秦臻 电子信息类（试验班） 本科 2013

32 北理工 彭潇 电子信息 本科 2013 李晨翊

33 北理工 关明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3

34 北理工 李志刚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3

35 北理工 姬艳鑫 自动化 本科 2013 王通、杨天、帅敏

36 北理工 钟明东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 2012

37 北理工 姜天洋 软件工程 本科 2014
宦成颖、孙莹、马鑫宇、蔡晓帆、颜苏卿、张帅、

刘阳、黄少勤

38 北理工 陈泰然 动力机械及工程 博士 2013

39 北理工 邢子瑞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王树波、沈刚辉、蒲钒、孙中奇、赵威、许国、霍

宝玉、詹玉峰、马代亮

40 北理工 贺木易 生物医学工程 博士 2013 翟雁冰、姜婷



41 北理工 岳峻逸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42 北理工 徐礼平 思想文化教育与社会发展 博士 2015

43 北理工 毛叶飞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3

44 北理工 钱骥 环境工程 博士 2012

45 北理工 吕端 法学 硕士 2015

46 北理工 袁伟杰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 2013

47 北理工 倪正超 电子信息 本科 2013

48 北理工 赵家樑 自动化（全英文教学专业） 本科 2014 施家辉

49 北理工 黄鹤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50 北理工 张宏业 力学 博士 2014

51 北理工 王乾有 兵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4

52 北理工 阮航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 2011

53 北理工 王露梦 法学 硕士 2015

54 北理工 黄博阳 工业设计 本科 2015 狄齐岭、武宣兵

55 北理工 陈宜法 化学 博士 2012 王 璐、张媛媛

56 北理工 秦勇 软件工程 本科 2014 杨隆兴、高步云、何政韩、袁金海

57 北理工 杨强荣 导航制导与控制 博士 2011
张凯、孙牧、田晓春、冯国强、刘盼盼、郭若愚、

朱中静、于华超、蔺廉普

58 北理工 胡玉杰 能源与气候经济 博士 2016

59 北理工 汪汗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3

60 北理工 孔德景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61 哈工大 蔡伟伟 环境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62 哈工大 宁泽鹏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6

63 哈工大 唐登莉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64 哈工大 陈德珅 土木工程 博士 2013

65 哈工大 薛恒潇 道路与铁道工程 博士 2013
龚湘兵、谭坦、邢超、孙志棋、张驰、马宪永、刘

志杨、符永康

66 哈工大 赵磊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 2014 李存智、张立美、张靖佳

67 哈工大 高焓 机械电子工程 博士 2011

68 哈工大 桑建芝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3

69 哈工大 王鹏飞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2015
王鹏飞、高尚、陈天睿、刘艳、李英建、王刚、周

辉、金逸

70 哈工大 朱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4

71 哈工大 樊如愿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3 麦贵林、郭兆裕

72 哈工大 宋志翌 电气工程 博士 2012
王伟男、程路明、张书宽、朱少洪、刘家琦、王明

峤

73 哈工大 张严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2

74 哈工大 徐立峰 土木工程 本科 2014

75 哈工大 马舜 机械电子工程 硕士 2015

76 哈工大 马栎敏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3

77 哈工大 马圣存 环境工程 硕士 2014

78 哈工大 张晨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6 易宁波、孙上、段宗辉

79 哈工大 马强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2014
马强、温兴男、檀永宜、顾笠原、颜苏、潘欣宇、

刘娜、韩雯

80 哈工大 樊士冉 机械工程 硕士 2015

81 哈工大 袁晋鹤 物理电子学 博士 2014



82 哈工大 秦思博 建筑学 本科 2013

83 哈工大 林景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士 2016 贾赫男、郭佳乐、王旭、张天琪

84 哈工大 陈思 建筑历史与理论 博士 2013

85 哈工大 王毓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硕士 2015

86 哈工大 李虎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2013

87 哈工大 王刚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2013

88 哈工大 程子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硕士 2016

89 哈工大 田霜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2015 张大川

90 哈工大 高京哲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2013

91 西工大 葛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本科 2013

92 西工大 熊步先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本科 2015

93 西工大 员婉莹 飞行器设计 博士 2014

94 西工大 徐子健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本科 2012

95 西工大 张磊 航空航天工程 本科 2013

96 西工大 李波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本科 2013

97 西工大 任峰 兵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3

98 西工大 李凡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99 西工大 吉翔麟 材料学 硕士 2016

100 西工大 马国祯 机械电子工程 本科 2013

101 西工大 于鹏博 微机电系统工程 本科 2013

102 西工大 张和民 微机电系统及纳米技术 博士 2011

103 西工大 张文斌 飞行器动力工程 本科 2013

104 西工大 王永佳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2



105 西工大 杨铭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本科 2014

106 西工大 郭亮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2013

107 西工大 薛斌 自动化 本科 2014

108 西工大 陈泽睿 自动化 本科 2014

109 西工大 张钰凡 自动化 本科 2014

110 西工大 王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4

111 西工大 关咲頔 环境科学 本科 2013

112 西工大 王海林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2014

113 西工大 徐小坤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 2014

114 西工大 邱雪松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2015

115 西工大 王亮亮 思想政治教育 博士 2013

116 西工大 白雨桐 软件工程 本科 2015

117 西工大 胡德生 软件工程 硕士 2014

118 西工大 何进 材料学 博士 2011

119 西工大 郜益珊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硕士 2015

120 西工大 时维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3

121 哈工程 陈雯 电子信息工程（水声） 本科 2013

122 哈工程 张明昊 飞行器设计工程 本科 2013

123 哈工程 邰荐 飞行器设计工程 硕士 2013

124 哈工程 李犇 固体力学 博士 2013

125 哈工程 孙晓庆 力学 硕士 2014

126 哈工程 贾兴运 轮机工程 博士 2016 柴柏青

127 哈工程 王亚昆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 2013



128 哈工程 伍锡坤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2013

129 哈工程 运飞宏 机械电子工程 博士 2012

130 哈工程 曹岸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士 2014

131 哈工程 赖淦 电子信息工程（水声） 本科 2013

132 哈工程 唐晨 电子信息工程（水声） 本科 2014 张耀坤、燕会臻、陆胤亨

133 哈工程 赵云科 机械工程 硕士 2014

134 哈工程 赵瑞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4
袁茂洵、初炳享、洪楚、贺家灵、吴柯、马金昊、

赵子翔、唐伟轩

135 哈工程 高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4 高宇、贾成罡、李守政、于昊楠、卢文祥

136 哈工程 陈蛟龙 物联网工程 本科 2013 徐大亮、逯佳鑫、徐赫遥、于昊楠

137 哈工程 刘强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14
卢文正、周宗飞、汪神岳、王旭、倪贤明、曹垒、

胥典蔚、康晓啸

138 哈工程 彭艳华 通信工程 本科 2013

139 哈工程 聂伟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 2014

140 哈工程 张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141 哈工程 朱晓亚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142 哈工程 程宇 金融学 本科 2013
郭昊、刘文佳、丁宁、李耀宗、徐东辉、曾政文、

蔡成林、袁帅

143 哈工程 王莹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144 哈工程 朱宗达 光学 硕士 2015

145 哈工程 刘梓沛 英语 本科 2015

146 哈工程 赵鑫 法学 本科 2013

147 哈工程 代智文 核工程与核技术 本科 2013



148 哈工程 明道铜 核工程与核技术 本科 2013

149 哈工程 高志超 核工程与核技术 本科 2014 高志超、赫刘磊、唐一峰、吴海波

150 哈工程 胡文琪 核工程与核技术 硕士 2014

151 南航 范珏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152 南航 范敏郁 材料加工工程 硕士 2014

153 南航 徐尚君 材料工程 硕士 2014

154 南航 胡鹤臻 信息工程 本科 2014

155 南航 孙恒一 通信与信息系统 博士 2015 陈晨、徐佳

156 南航 陈致钧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本科 2013 冒林丽、毛婷、喻伯平、卢鹏辉

157 南航 卢海天 流体力学 博士 2012

158 南航 黄根勇 测量计量技术及仪器 博士 2015 王甜、徐庆、吴艳斌

159 南航 潘正伟 飞行器设计 硕士 2014 潘正伟、戴宇航、刘虎林

160 南航 牛康 导航、制导与控制 硕士 2015

161 南航 陈林 导航、制导与控制 硕士 2015

162 南航 王嘉轶 导航、制导与控制 硕士 2014 张婉怡

163 南航 祝宗煌 飞行器制造工程 本科 2013 方志、谢宇、马艳岗、王向阳

164 南航 徐园平 机械设计及理论 博士 2014

165 南航 贺海东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博士 2014

166 南航 汪轶豪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硕士 2014

167 南航 钟蠡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 硕士 2014

168 南航 马强 机械设计及理论 硕士 2014

169 南航 马新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013



170 南航 黄梦蝶 工业工程 本科 2014 邵雨婷、袁苗苗、蒋俐滢、杨乐天、方宸、周玥

171 南航 张国军 工业工程 本科 2013
李梦、熊文、姚思航、刘丽君、毛强强、桑晓鹏、

陈佳慧、刘旭

172 南航 李丹丹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4

173 南航 刘君 航空宇航推进系统及工程 博士 2015

174 南航 刘云鹏 航空宇航推进系统及工程 硕士 2015

175 南航 宋方启 设计学 硕士 2014

176 南航 李坤奇 自动化 本科 2013 吴羽、白雷、惠琦、郭哲辉

177 南航 雷家兴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博士 2012

178 南航 伍群芳 电力电力与电力传动 博士 2014

179 南航 张康康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博士 2014 吴云凯

180 南航 谭强 电机与电器 硕士 2014

181 南理工 周长光 机械工程 博士 2012

182 南理工 卜庆伟 航空工程 硕士 2015 杨雨诗、葛方丽

183 南理工 欧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 2015
丁杰、卜云飞、宋夫交、宋洋、徐亚琳、喻乐蒙、

于洋

184 南理工 唐彦琴 集成电路工程 硕士 2014 钱烨、高青松

185 南理工 薛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3

186 南理工 王涛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博士 2013

187 南理工 黄国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188 南理工 黄晶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189 南理工 曾嘉 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4

190 南理工 罗旻烨 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5



191 南理工 应遥瑶 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5

192 南理工 王傲 工程热物理 博士 2013

193 南理工 潘伟 工程热物理 硕士 2014

194 南理工 李芮宇 兵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1

195 南理工 管军 兵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 2014

196 南理工 刘梦珂 兵器工程 硕士 2014

197 南理工 蔡明洁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198 南理工 许璟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199 南理工 黄呈熙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3

200 南理工 马骏 应用数学 博士 2015

201 南理工 王楠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2012

202 南理工 吴天宇 工业设计 博士 2015

203 南理工 贾卜宇 工业设计工程 硕士 2014

204 南理工 赵雄涛 光学工程 硕士 2015

205 南理工 代玉轩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本科 2014 方木林、郭艳婷、梁杰、任战、李梦雨

206 南理工 鲁皓辰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2013 邢婷、倪明珠

207 南理工 谢卓 工业设计 本科 2013

208 南理工 陈康建 电子信息 工程 本科 2013 沈国锋、庆同

209 南理工 吴怡 自动化 本科 2013

210 南理工 黄庆康 土木工程 本科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