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所在院系 硕士专业
硕士导

师
报考院系 博士专业 博士导师

资格考
试成绩

备注

1 M201772806 雷鹏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左都罗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左都罗 93.10 拟录取

2 M201872895 朱晨薇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李祥友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李祥友 92.60 拟录取

3 M201872889 赵苏宁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高明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曾晓雁 88.50 拟录取

4 M201772791 黄倩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刘劲松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刘劲松 88.00 拟录取

5 M201772789 曹驰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李进延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李进延 86.40 拟录取

2019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硕博连读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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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硕博连读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序号 学号 姓名 所在院系 硕士专业
硕士导

师
报考院系 博士专业 博士导师

资格考
试成绩

备注

1 M201772914
阿依左合热
·吐地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李向宁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周伟 93.00 拟录取

2 M201770932 杨敏君 材料学院 电子封装 宋五洲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袁菁 92.63 拟录取

3 M201770473 石洪宽 机械学院 机械工程 曾理湛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李强 92.63 拟录取

4 M201772930 叶尚祥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光子学 唐淳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光子学 唐淳 92.50 拟录取

5 M201772910 陈吴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龚辉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龚辉 91.63 拟录取

6 M201772919 杨驰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王平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王平 91.38 拟录取

7 M201772926 李文伟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光子学 李安安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计算机系统结构 李安安 91.00 拟录取

8 M201672754 陈亚鸽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光子学 王平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光子学 张玉慧 90.63 拟录取

9 M201772918 张琪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骆清铭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骆清铭 90.13 拟录取

10 M201772922 郭骏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周欣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周欣 88.75 拟录取

11 M201772923 万鹏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朱䒟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朱䒟 88.13 拟录取

12 M201772847 洪嘉驰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陆锦玲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陆锦玲 87.38 拟录取

13 M201872978 匡伟兵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黄振立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黄振立 86.25 拟录取

14 M201770068 陈端 数学与统计学院 应用数学 魏金波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曾绍群 85.88 拟录取

15 M201772909 蒋龙杰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付玲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付玲 85.25 拟录取

16 M201772820 史良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李鹏程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李鹏程 85.13 拟录取

生物医学光子学功能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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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硕博连读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17 M201672716 徐梦丽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光子学 张智红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光子学 张智红 84.75 拟录取

18 M201675071 靳京 基础医学院 组织学与胚胎学 贺军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光子学 周伟 84.25 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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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硕博连读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序号 学号 姓名 所在院系 硕士专业
硕士导

师
报考院系 博士专业 博士导师

资格考
试成绩

备注

1 M201672558 彭孟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电子科学与技术 戴江南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电子科学与技术 戴江南 93.00 拟录取

2 M201672643 王荣文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屠国力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屠国力 93.00 拟录取

3 M201672626 许琳琳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戴江南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陈长清 92.00 拟录取

4 M201672651 董馨韵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周印华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周印华 92.00 拟录取

5 M201772852 余帛阳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电子科学与技术 周军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电子科学与技术 周军 92.00 拟录取

6 M201772823 刘靖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唐江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牛广达 92.00 拟录取

7 M201770913 陈夏岩 材料学院 纳米科学与技术 常海欣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韩宏伟 92.00 拟录取

8 M201772850 王昊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电子科学与技术 陈长清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电子科学与技术 陈长清 91.00 拟录取

9 M201772826 王瑶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屠国力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屠国力 91.00 拟录取

10 M201672625 陈伟涛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陈炜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陈炜 91.00 拟录取

11 M201772839 余琦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朱明强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朱明强 91.00 拟录取

12 M201872862 陈小雪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孙永明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孙永明 90.00 拟录取

能源光子学功能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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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硕博连读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序号 学号 姓名 所在院系 硕士专业
硕士导

师
报考院系 博士专业 博士导师

资格考
试成绩

备注

1 M201872841 高叶润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邵明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邵明 96.50 拟录取

2 M201872837 王琳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张新亮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张新亮、于源 95.88 拟录取

3 M201772522 李思岚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胡晓娅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通信与信息系统 江涛 94.50 拟录取

4 M201772761 任麟昊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施雷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施雷 93.92 拟录取

5 M201772810 徐灵祎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高义华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赖建军 92.67 拟录取

6 M201772775 刘巍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余宇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余宇 92.25 拟录取

7 M201771427 彭宇翔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陈庆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通信与信息系统 江涛 91.58 拟录取

8 M201770093 何国军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郑权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通信与信息系统 江涛 91.50 拟录取

9 M201772776 李耀帅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张驰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张驰 91.33 拟录取

10 M201872832 徐海轩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余永林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余永林 89.67 拟录取

11 M201772749 王宽宽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国伟华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国伟华 87.08 拟录取

12 M201772758 向敏文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陆巧银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光学工程 陆巧银 87.00 拟录取

光电子器件与集成功能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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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硕博连读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序号 学号 姓名 所在院系 硕士专业
硕士导

师
报考院系 博士专业 博士导师

资格考
试成绩

备注

1 M201772860 胡静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计算机系统结构 陈俭喜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计算机系统结构 陈俭喜 92.00 拟录取

2 M201772858 李正涛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计算机系统结构 陈俭喜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计算机系统结构 谭支鹏 91.00 拟录取

3 M201772870 徐滨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j计算机系统结构 黄建忠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计算机系统结构 黄建忠 91.00 拟录取

信息存储与光显示功能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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