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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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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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28日——11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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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0917 梁润泽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1   

2015011470 刘珈翌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8.1   

2015011546 刘浩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3   

2016011240 王凤玉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4 专项计划 

2016011275 毛晗扬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8   

2016011300 李家惠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6   

2016011305 张坤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4   

2016011313 成逸然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6   

2016011344 杨乐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1   

2016011351 赵欣昊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7   

2016011358 刘应天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7   

2016011369 李文凯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4   

2016011396 柳瑞阳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5   

2016011453 张瑞麟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1.4   

2016011469 陈语童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3   

2016011481 钟清扬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1.3   

2016011530 易婧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 专项计划 

2016011548 司马锲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6   

2016011598 冯耀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1.2   

2016011648 高一川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4.1   

2016012075 胡声鼎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1.6   

2016012389 覃煜鑫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8   

20300184 王嘉翼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4 
  

20300232 姚子俊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2   

20300416 苏志华 中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6   

20303462 徐泽恺 上海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20303472 张梦雨 北京林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9   

20307037 李之悦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1 
  

20302716 李凯 青海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4 对口支援 

20307340 贺超群 青海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9 对口支援 



20307780 杨圣豪 青海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7 对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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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 28日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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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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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28日——11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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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0042 傅川溥 大连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1   

20300187 张瀚镭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7   

20300222 金连源 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5.7   

20300289 王聪 北京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8   

20300412 李昕航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20300863 王靖懿 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4   

20301145 陈铮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20301673 陈劭源 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9   

20301764 黄思江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5.6   

20301867 李拓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2 
  

20302127 郝睿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2 
  

20302225 刘布楼 武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5.7   

20302237 陈浩翔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9   

20302497 庞猛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6   

20303202 国孟昊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7 
  

20303507 蔡均瑶 湖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4   

20305239 曹荣蓉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1 
  

20305620 颜彬 中山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6   

20305622 孙萌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6   

20307230 刘一凡 西安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5   

20307288 段智超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7   

20307888 冯宁轩 中国人民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9   

20307976 官佳智 武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4.5   

20307991 林家桢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 
  

20308240 许哲楠 北京林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5.2   

2015010467 钮泽平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1   



2016010308 嵇天颖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4.5   

2016010425 张泽阳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2016010548 郑楚杰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3   

2016010655 刘世隆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6.2   

2016010752 姚振翮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2   

2016010981 陈晟祺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7   

2016011008 陈伟宁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6.5   

2016011026 陈虹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8   

2016011153 詹靖涛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8   

2016011201 胡钰彬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4.6   

2016011212 计昊哲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2   

2016011218 李佳玉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1.2   

2016011254 陈智康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2.3   

2016011257 王晓智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8   

2016011258 贾明麟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1.1   

2016011259 黄宇飞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4   

2016011264 张雨轩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1   

2016011283 李志鹏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   

2016011286 刘家硕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5   

2016011298 刘志强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2   

2016011302 肖朝军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5   

2016011303 李潇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9.9   

2016011314 康鸿博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5.5   

2016011324 郑立言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2016011326 计逸雄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2   

2016011330 石雨松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4.8   

2016011332 黄可钊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3   

2016011345 杨宗瀚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8   

2016011347 周聿浩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4.1   

2016011352 高健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3   

2016011359 曾军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4   

2016011362 郭敬哲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3.2   

2016011366 琚锡廷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6   

2016011371 张译仁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5.6   

2016011379 黄天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3.3   

2016011380 叶梓杰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4.9   

2016011381 郑少锟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2016011382 

陈李皕

奇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5 
  

2016011383 王元炜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3   

2016012077 夏萌霏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2   

2016012151 陈航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8.8   

2016012240 朱子睿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3.8   



2016012642 王怡力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5.9   

2016013288 陈伟浩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7   

2016013299 叶子逸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3   

2016013303 曾哲妮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3.3   

2016013326 蔚兆洋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   

2016013340 徐嘉诚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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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 28日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20 年公开招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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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开招考普通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九月招生)现已确

定，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2019年 10月 28日——11月 6

日）。 

 

报名登记表号 姓名 拟录取专业 综合考核成绩 备注 

20106075 杨培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83 对口支援 

20101716 魏迪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72 强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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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 28日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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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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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28日——11月 6日）。 

 

 

硕士学号 姓名 拟录取专业 综合考核成绩 备注 

2018210960 岑宇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  

2017210862 杨青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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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