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8 年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复试考生名单公示 

一、硕博连读转博生 

证件号码 姓名 报考专业 报考导师 

130302199405****** 宋鑫宇 机械工程 Peter Bradley Shull 

320402199409****** 谈天 机械工程 Peter Bradley Shull 

130131198802****** 侠妙娟 机械工程 丁汉 

620122199410****** 陈刚 机械工程 丁汉 

421023199603****** 雷阳 机械工程 丁烨 

371521199402****** 葛广言 机械工程 杜正春 

513030199408****** 王江北 机械工程 费燕琼 

430525199412****** 尹科 机械工程 高峰 

511023199402****** 黄维维 机械工程 谷国迎 

330104199310****** 姜朔 机械工程 胡洁 

320282199401****** 杨若愚 机械工程 胡永祥 

430981199402****** 莫威 机械工程 金隼 

622223199305****** 李骁博 机械工程 来新民 

210112199402****** 张醒 机械工程 李大永 

412702199410****** 朱艳萍 机械工程 李富才 

230204199305****** 祁麟 机械工程 李永兵 

411002199307****** 胡珊青 机械工程 林忠钦 

130721199204****** 王志永 机械工程 刘洪海 

510602199302****** 袁锦春 机械工程 刘品宽 

142222199509****** 赵云花 机械工程 孟光 

370321199403****** 李瑞 机械工程 孟祥慧 

410305199307****** 李夏楠 机械工程 彭林法 

142333199305****** 梁振业 机械工程 彭颖红 

370724199405****** 刘振 机械工程 彭志科 



412726199312****** 刘森森 机械工程 盛鑫军 

370832199411****** 刘超 机械工程 史熙 

412828199312****** 冯源 机械工程 王石刚 

511102199410****** 陈敏 机械工程 王石刚 

372330199405****** 王玉坤 机械工程 习俊通 

220221199312****** 柴子奇 机械工程 熊振华 

130705199401****** 孙哲 机械工程 许敏 

150428199302****** 张啸甫 机械工程 杨培中 

320583199404****** 赵雨阳 机械工程 殷跃红 

430426199410****** 高一钊 机械工程 喻凡 

320382199402****** 颜格 机械工程 张文明 

350321199312****** 陈实 机械工程 张执南 

230523199502****** 任明可 机械工程 张志谊 

340881199306****** 叶龙 机械工程 赵万生 

370502199310****** 褚皓宇 机械工程 赵万生 

370725199402****** 秦岭 机械工程 赵万生 

362525199407****** 黎斌 机械工程 赵言正 

320504199406****** 沈毅君 机械工程 朱利民 

372901199406****** 裴晓寒 机械工程 朱利民 

410102199305****** 张涵寓 机械工程 朱平 

452227199311****** 覃智威 机械工程 朱平 

220521199304****** 叶奂芃 机械工程 朱向阳 

411481199404****** 张恒 机械工程 朱向阳 

340123199401****** 殷亚祥 机械工程(工业工程) 奚立峰 

320681199408****** 俞彬彬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陈江平 

320582199405****** 陈佳岭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代彦军 

511321199406****** 李健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洪芳军 

142623199408****** 郭伟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江治 



330624199311****** 王承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巨永林 

450304199311****** 王秀丽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巨永林 

130681199312****** 许婧煊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林文胜 

410402199209****** 张益坤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上官文峰 

210881199303****** 安国亮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王丽伟 

320323199311****** 吴迪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王如竹 

340323199601****** 徐笑影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王文 

330802199406****** 章恺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闻雪友 

320830199410****** 陈康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吴静怡 

513030199309****** 蒋文兵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吴静怡 

370681199406****** 范韵楚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吴睿 

362528199309****** 郑志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章俊良 

342427199501****** 刘梦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赵长颖 

411329199506****** 郭晴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郑平 

323321199206****** 叶亚楠 核科学与技术 龚圣捷 

320981199112****** 夏建华 核科学与技术 刘晓晶 

        

二、申请-考核制：校企联合培养考生 

证件号码 姓名 报考专业 报考导师 

500233198611****** 秦代成 机械工程 刘品宽 

152103199206****** 孙兵 机械工程 彭志科 

310107197502****** 马青峻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黄震 

321102197905****** 吴春平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林赫 

421182198209****** 郭江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林赫 

321322198909****** 王腾飞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乔信起 

340822197908****** 丁士才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乔信起 

230224198109****** 杨国峰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上官文峰 

        



三、申请-考核制：一般全日制考生 

证件号码 姓名 报考专业 报考导师 

142401198807****** 王姝 机械工程 陈明 

511529199110****** 徐兴伟 机械工程 陈明 

350524199110****** 许江长 机械工程 陈晓军 

130403199402****** 段宁远 机械工程 华宏星 

412701199107****** 康贺贺 机械工程 李志敏 

232301199207****** 山河 机械工程 林忠钦 

320602199408****** 尤洋 机械工程 王伟明 

342222198204****** 黄杰 机械工程 习俊通 

371327199010****** 刘忠德 机械工程 姚振强 

370104199210****** 仇政 机械工程 周明东 

410526199004****** 耿达 机械工程 周明东 

211224199401****** 李佟 机械工程 周明东 

340621199112****** 孙红艳 机械工程(工业工程) 明新国 

140225199002****** 肖巍伟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刘应征 

340321199002****** 方元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杨林 

430204199011****** 叶竟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张玉银 

431226199106****** 李卫 核科学与技术 柴翔 

511381199310****** 王柱 核科学与技术 张乐福 

 

四、申请-考核制：工程博士考生复试名单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