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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航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737  

刘星彤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10  

刘士荣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35  

侯鹏钰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3  

黎州扬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7  

霸晨民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0  

强文杰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6  

张亚博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13  

鲁子建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910  

李佳朋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10  

庄斐卿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22  

陈泊舟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96  

王万优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X  

郭岳林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1  

李耕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35  

杨曼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29  

王诗淇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1X  

高天赋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992  

景子奇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59  

叶成豪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7  

周述哲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4  

陈伟伟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16  

朱文豪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37  

武磊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16  

谢卓芯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449  

王程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2  

郑胜文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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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帆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0  

黄梓桐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18  

郭梓贤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15  

汤嘉琦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73  

李峰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11  

安一男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X  

张景润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416  

易亚玲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85  

王琦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42X  

朱坤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947  

刘青林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8  

杜佳琪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48  

陈峥权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718  

陈嵩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6  

李中一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12  

栾思敏 硕士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1  

王腾 硕士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14  

李奕鹏 硕士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1X  

万佳元 硕士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912  

夏铭远 硕士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9  

曾钰城 硕士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90  

朱业琪 硕士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2  

杨富祥 硕士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34  

王继锋 硕士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34  

章守轩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6  

崔金灵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27  

王文奇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28  

于海波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32  

汤添凝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91X  

魏晓鹏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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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诚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11  

冯帅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98  

王久金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79  

刘奕炜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8  

赵跃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59  

沈子鸣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11  

王雪纯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921  

李欣洁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64  

蒙俊雄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19  

陈宇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43  

范英昊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2  

钟亦奇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18  

王凯槟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12  

王家殷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6  

王临轩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12  

李泉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2  

宋赟祖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4  

俞思帆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8  

程阳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46  

韩睿鹏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412  

韩啸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10  

严明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1  

孙德凯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714  

彭湃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934  

黄春娇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20  

陆丽诗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80  

李璇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72X  

黄子瑞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6  

柳友德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17  

吴宇航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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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廖青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1  

刘佳昕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6  

程豪 硕士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91X  

邵明寅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637  

王达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814  

刘诗琦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621  

关昌赫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219  

朱晨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521  

朱文轩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27  

梁猛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815  

崔淼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4X  

刘念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538  

孙云龙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131  

胡仪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45  

张大兴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954  

邓睿智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212  

许红清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4X  

刘明星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482  

马庄宇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314  

张昊然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333  

王靖媛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47  

施子腾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15  

王家琪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274  

王光宇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117  

陈泊翰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36  

张春博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511  

全厚德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610  

张凌源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17  

段晨婕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25  

李锦江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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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程飞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557  

黄彦杰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311  

张佳勋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613  

邱俊夫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1X  

王锰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198  

冯明强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934  

傅布远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211  

严未圻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27X  

李震宇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17  

束魏琦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714  

刘璎慧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428  

马朝阳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716  

闫莲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223  

李净峰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15  

韦厚舟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235  

张震宇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13  

时志敏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512  

杨重阳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913  

彭钰驯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34  

王金翼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794  

陈仲安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54  

肖凤森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14  

杨昕赫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412  

谢沛昇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459  

陈成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812  

伍博凌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632  

宋浩迪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515  

魏锦涛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32  

文彬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31X  

廖礼斌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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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志伟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813  

高海彬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21X  

侯俊屹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71X  

黄佳飞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818  

齐麟翔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915  

林之浩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11X  

粟昂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518  

舒言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014  

任永鹏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93X  

张皓昱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110  

闫浩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034  

张胜男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368  

邱忠银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511  

张锦航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212  

陶飞宇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718  

王若皓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110  

李涛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231  

黄瑞玖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518  

朱梓豪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037  

马健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214  

郑春月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026  

刘梓航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018  

王兴昊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811  

杜钰欣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823  

马思成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315  

张新颜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019  

李浩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312  

张一柳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421  

徐焕琛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038  

陈泽宇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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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驰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058  

陈恒勋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418  

盛诗曼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2 软件工程 226  

杨军旗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18 人工智能专项 

夏闻添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611 人工智能专项 

庄子彧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139 人工智能专项 

孙博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41X 人工智能专项 

李春良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13 人工智能专项 

白睿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020 人工智能专项 

于彤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425 人工智能专项 

舒畅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938 人工智能专项 

陈卓旎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545 人工智能专项 

石宇鹏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232 人工智能专项 

段茗瀚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210 人工智能专项 

王俊淞 硕士 全日制 085400 电子信息 11 计算机技术 813 人工智能专项 

冯子豪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10  

肖瑞宇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0  

王扬帆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13  

张恺欣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411  

梁延超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731  

周默涵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7X  

刘畅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49  

杜晏睿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9  

王煜彤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2X  

孙一恒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17  

王振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71X  

易文佳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45  

林洁茹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42  

于涛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0  

张力元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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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虹霖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18  

毕研恒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61X  

钟蔚弘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6  

曹舒淇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822  

赵伟翔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919  

彭炜嘉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411  

戎敦雷 直博生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315  

原浩宸 直博生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8  

石豪迈 直博生 全日制 083500 软件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122  

郭为 直博生 全日制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14  

李文瑞 直博生 全日制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512 人工智能专项 

 

 

上述名单即日起公示十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0451-86413309  联系人：李老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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