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19 年接收推荐免试直硕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经综合考核和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批准，我系 2019年推荐免试直硕生拟录取名单现已确定，现予以公示，公示

时间为 10个工作日（2018年 10月 29日——11月 9日）。 

 

报名登记

表号（或学

号） 

姓名 本科院校 拟录取专业 
综合考

核成绩 
备注 

2014011098 宋长河 清华大学 计算机技术 83 深圳研究生院 

2015010062 李逸飞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   

2015010640 万大振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2015011025 张卡尔 清华大学 计算机技术 85 深圳研究生院 

2015011234 张巍译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   

2015011240 马子轩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   

2015011240 穆家明 清华大学 计算机技术 85 深圳研究生院 

2015011251 王纪霆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4   

2015011261 魏知宇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2   

2015011267 宋世虹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2015011278 谭闻德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3   

2015011279 王润基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2015011280 张慧盟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   

2015011284 金涛 清华大学 计算机技术 84 深圳研究生院 

2015011286 何纬捷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2015011291 李品农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2   

2015011300 徐子涵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   

2015011309 李同良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2015011317 祝方韦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2   

2015011328 黄权伟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2015011343 陈宇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4   

2015011348 蒋金池 清华大学 计算机技术 86 深圳研究生院 

2015011391 闫力敏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2015011534 王子啸 清华大学 计算机技术 84 深圳研究生院 

2015011535 罗慧一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2015011604 邓博元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2015012147 许一舟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2015012154 刘劼西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2015012157 崔淦渠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   

2015012169 南山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2015012192 温浩然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   

2015012200 付祈安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2015012616 郭书宇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   

19307361 冯玲云 
北京师范大

学 
计算机技术 85 深圳研究生院 

19307513 韦啸 同济大学 计算机技术 86 深圳研究生院 

19307583 吕青松 
北京师范大

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3   

19307755 陈诚 武汉大学 计算机技术 87 深圳研究生院 

19307813 刘天禹 
北京林业大

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19307903 卫志坤 
上海交通大

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19308060 刘沛东 中山大学 计算机技术 88 深圳研究生院 

19308346 宋星辰 
大连理工大

学 
计算机技术 88 深圳研究生院 

19308416 洪思虹 湖南大学 计算机技术 84 深圳研究生院 

19308445 曾钰媛 南开大学 计算机技术 86 深圳研究生院 

19308600 陈煜钊 
华南理工大

学 
计算机技术 84 深圳研究生院 

19308831 张焓祺 
华中师范大

学 
计算机技术 88 深圳研究生院 

19309017 杨子杰 东北大学 计算机技术 83 深圳研究生院 

19309044 周旭汀 
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19309051 夏智康 东南大学 计算机技术 89 深圳研究生院 

19309114 何召亮 中山大学 计算机技术 86 深圳研究生院 

19309153 王刘鄞 
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 
计算机技术 84 深圳研究生院 

19309211 李赛南 武汉大学 计算机技术 87 深圳研究生院 

19309250 杨霁晗 中山大学 计算机技术 84 深圳研究生院 

19309752 鲍维克 
西安交通大

学 
计算机技术 89 深圳研究生院 

19309850 关超宇 
上海交通大

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   

19309909 李强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计算机技术 89 深圳研究生院 

19310121 郑锦帆 武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19310413 孟广浩 
北京邮电大

学 
计算机技术 88 深圳研究生院 

19310445 钟昊翔 
西安交通大

学 
计算机技术 84 深圳研究生院 

19310550 刘佳斌 
哈尔滨工业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19311289 张万鹏 南开大学 计算机技术 86 深圳研究生院 



19313231 刘嘉特 湖南大学 计算机技术 88 深圳研究生院 

19314258 王洁 
西安交通大

学 
计算机技术 84 深圳研究生院 

19314546 李明超 
哈尔滨工业

大学 
计算机技术 86 深圳研究生院 

19314870 余鹏 武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   

19315320 严欣 
电子科技大

学 
计算机技术 86 深圳研究生院 

 

公示期内，如对拟录取名单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申诉，具名向清华大学反

映。申诉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联系电话：010-62783054， 

电子邮箱：jsjxyjsb@mailoa.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18年 10月 28日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19 年接收推荐免试直博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经综合考核和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批准，我系 2019年推荐免试直博生拟录取名单现已确定，现予以公示，公示

时间为 10个工作日（2018年 10月 29日——11月 9日）。 

 

 

报名登记表号

（或学号） 

姓名 本科院校 拟录取专业 综合

考核

成绩 

备注 

19307156 周广猛 天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19307259 周文洋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5   

19307308 夏腾溪 哈尔滨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   

19307448 李琳 安徽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   

19307917 谢国锐 中山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深圳研

究生院 

19308150 冯畅 四川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   

19308232 恽童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19308332 曹书林 北京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19308626 朱江浪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   

19308691 谢旻晖 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   

19308882 刘馨竹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   

19309020 秦澜城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19309040 邹子昕 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   

19309117 邓永恒 南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   

19309275 王晶 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19309489 李俊儒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   

19309698 叶梓轩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   

19309737 韩越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19310349 陈理 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   

19310621 徐静乐 北京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19311035 李相利 大连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19311524 邵智宏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   

19311861 舒叶芷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19312149 易港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5   

19312178 张刚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19312323 吕文豪 武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   

19312413 余墨仑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19312464 周煊赫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19314216 王志丹 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   

19314910 苏莹莹 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   

19315982 杨皓宇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   

19316216 李基豪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19316285 张新荣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19309458 吴星哲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   

19310400 白家旺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深圳研

究生院 

2015011034 王思宇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   

2015011157 赵旺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2015011354 席照炜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2015012018 张知行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2015012158 关健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2015012177 储著敏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   

2014010515 张正彦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2014012440 鲍凡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2015010137 路橙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   

2015011252 吴启凌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2015011262 郭元晨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2015011263 魏钧宇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   

2015011265 于纪平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2015011270 杨国烨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   

2015011274 杨定澄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5   

2015011276 朱佳豪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   

2015011277 刘辰屹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   

2015011293 黄帅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2015011296 戴臻旸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   

2015011297 吴昊哲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2015011305 师天麾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   

2015011308 唐适之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2   

2015011316 阎世宏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2015011318 寇明阳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2015011320 杨国炜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   

2015011324 欧阳前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宇 

2015011325 梁宸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2015011327 秦一鉴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   

2015011330 陈驰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2015011333 秦岳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4   

2015011335 贾越凯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2015011337 季智成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2015011339 郑远航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   

2015011350 徐韧喆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5   

2015011362 左浩佳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   

2015011369 王逸松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2015011371 张瑞喆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   

2015011379 金子童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2015011403 陈齐斌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公示期内，如对拟录取名单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申诉，具名向清华大学反

映。申诉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联系电话：010-62783054， 

电子邮箱：jsjxyjsb@mailoa.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18年 10月 28日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19 年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经综合考核和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批准，我系 2019年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现已确定，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2018年 10月 29 日——11月 9日）。 

 

 

硕士学号 姓名 拟录取专业 综合考核成绩 备注 

19103818 矣晓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2   

19103397 张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   

19103393 林子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19104083 李秀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   

19103367 沈光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   

19103177 王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19103377   卢泓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19103385 陈吕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   

19104981 袁海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公示期内，如对拟录取名单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申诉，具名向清华大学反

映。申诉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联系电话：010-62783054， 

电子邮箱：jsjxyjsb@mailoa.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18年 10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