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工业大学2020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准考证号 姓名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00001 陈志超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00002 董成祥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00006 姜传星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00009 林利彬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00024 杨斌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00025 杨宇辉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00028 周志伟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10001 梁桂铭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10002 廖燕玲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10003 彭皓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10004 吴茂忠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10005 吴植英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10006 郑卓鋆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01 蔡文龙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02 陈廷阔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03 郭紫莹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04 黄展亮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05 赖子健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06 雷智洪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07 李安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08 黎业华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09 马波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10 孟松涛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11 彭家万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12 苏国康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13 吴书杰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14 夏森彬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015 张嘉荣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8450100120135 谢鑫成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00061 黄频波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00067 王旭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00069 晏梦璇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00070 元荣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00072 周荣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11 陈子聪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13 赖华东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14 连仕康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15 林国怀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16 林壮壁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17 刘明相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18 卢泳康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19 谭淇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20 杨立鑫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21 杨宁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23 曾俊桦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24 郑晓宏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10025 钟晓青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20043 陈君航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20046 高沛涛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20047 郝敏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20048 黄宏敏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20049 林文帅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20050 刘芬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20052 吴球业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20053 谢浩鑫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20054 余煜塬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420055 庄家卫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00090 刘晓纯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10029 胡洁颖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10030 盛广哲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10031 郑泽锋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20061 朝飞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20063 梁辉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20064 李俊豪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20065 刘波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20066 漆毅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20067 王博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20070 张宝方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00620072 郑嘉怡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8450118452093 张博阳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00111 刁衍斌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00129 徐萌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10038 林虹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10039 刘伟龙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10040 饶继文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20088 陈小梅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20089 范梦婷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20091 傅丽红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20093 张瑶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20094 赵楠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20095 赵友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820096 邹玉坤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00031 董东东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10007 邓建辉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10008 郭思嘉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17 陈向阳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18 陈扬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19 郭宇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20 廖敏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21 李冬冬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22 李庆华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23 李盛凯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24 鲁晓怡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26 齐方亚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27 沈耿哲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28 苏华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29 孙亚兵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30 王世斌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31 吴婷婷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32 夏先明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34 岳利国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220036 张永文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8450118452029 梁正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8450100300047 李立源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8450100300048 刘懿瑶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8450100300049 李英阁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8450100300056 郑小奔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8450100300057 庄楚鑫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8450100310010 李彩君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8450100320037 方翼鸿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8450100320038 马焕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8450100320039 王建鑫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8450100320040 王俊影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00098 姜洁如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10033 蔡仪威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10034 关凤仪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10035 李达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20075 葛翔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20076 廖小健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20077 李宇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20078 牛笑林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20079 邱国强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20081 石秋菊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20082 王海余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20084 王腾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20085 夏隆基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0720087 张芸芸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118450100220033 谢彦东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118450101510044 杨文龙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118450101520109 白玲玲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118450101520110 邓凯元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118450101520111 王传龙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118450101520113 钟文敏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土木材料与工程 118450100900135 卓柯先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土木材料与工程 118450100910041 赵剑柏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土木材料与工程 118450100920099 蓝盛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土木材料与工程 118450100920100 腾帅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土木材料与工程 118450100920101 王仙玲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工程 118450100500085 吴文昊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工程 118450100500086 伍文燕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工程 118450100510027 卢楚杰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工程 118450100510028 孙一飞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工程 118450100520056 陈俊洪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工程 118450100520060 赵亮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工程 118450118452064 陈伟霖

艺术与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 118450101700149 陈子豪

艺术与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 118450101710045 米江辉

艺术与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 118450101710046 彭凌

艺术与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 118450101720117 薛忆思

生物医药学院 制药工程 118450100600092 谢玲娜

生物医药学院 制药工程 118450101200139 郭海华

生物医药学院 制药工程 118450101210043 杨慧怡

生物医药学院 制药工程 118450101220103 邓木兰

生物医药学院 制药工程 118450101220105 黄泽彬

生物医药学院 制药工程 118450101220106 闫云静

生物医药学院 制药工程 118450101220107 张馨丹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2400171 冯星伟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2400172 黄亚萍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2420121 黄卓帆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2420124 马骁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2420126 王永阳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2420127 许鑫鑫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2420128 张北平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2420130 赵建彬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2420132 钟全发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18450102420134 祖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