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姓名 报名号 报考类别 本科毕业学校 本科毕业专业 硕士毕业学校 硕士毕业专业 推荐专家及单位
外语是
否符合
免考

外语免考依
据

外语折
算成绩

是否符合学
院审核录取
学术要求

审核录取标志性学
术成果

其他学术成果 备注

1 合敬然 1049799122 非定向 华中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武汉理工大学 数学
周焕松 武汉理工大学
王征平 武汉理工大学

否 —— —— 否 —— ——

2 夏俊康 1049799101 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 武汉理工大学 力学
晏石林 武汉理工大学
翟鹏程 武汉理工大学

否 —— —— 是

1.Materials
Letters，一篇，二
作（导师一作），
Q2；

1.复合材料学报，一篇，二作
（导师一作）

3 钱伟 1049799454 非定向 皖西学院 土木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无线电物理
翟鹏程 武汉理工大学
刘立胜 武汉理工大学

否 —— —— 否 —— ——

4 孔德凯 1049799451 非定向 俄亥俄州立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哥伦比亚大学 统计学
毛树华 武汉理工大学

杨文权 江汉大学
是

境外大学学
习两年以上
并获得硕士

学位

76.75 否 —— ——

5 许智隼 1049798840 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 武汉理工大学 力学
晏石林 武汉理工大学
周锡龙 武汉理工大学

否 —— —— 否 —— ——

6 赵攀 1049798811 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光信息科学与技

术
武汉理工大学 等离子体物理

吕海飞 武汉理工大学
王科臣 武汉理工大学

否 —— —— 否 ——

1.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一篇，一作，Q3；
2.Catalysts，一篇，二作（非
导师一作），Q2；
3.Journal of Physics D:
Applied Physics，一篇，二作
（非导师一作），Q2；

7 赵章达 1049798834 非定向 山西大同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太原科技大学 车辆工程

连晋毅 太原科技大学
燕碧娟 太原科技大学

否 —— —— 否 ——

1.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Journal，一篇，二作(导师一
作)，Q3；
2.专利1项，第一发明人

8 兰迪 1049799669 非定向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内蒙古工业大学 固体力学
刘铁军 内蒙古工业大学
庞晶 内蒙古工业大学

否 —— —— 否 —— ——

9 何宇航 1049799064 非定向 长江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长江大学 机械工程

侯作富 长江大学
易先中 长江大学

否 —— —— 是

1.Engineering
Failure Analysis，
一篇，一作，Q1；

1.机械强度，一篇，一作；
2.石油机械，两篇，一作；
3.专利4项，均为第一发明人

10 李喜德 1049799960 非定向 武汉轻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
武汉轻工大学 机械工程

宋少云 武汉轻工大学
熊烈强 武汉轻工大学

否 —— —— 否 ——

1.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一篇，
一作；
2.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一篇，一作，Q3

11 张源 1049799250 非定向 大连海事大学 轮机工程 大连海事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李范春 大连海事大学
严志军 大连海事大学

否 —— —— 是

1.Mechanics of
Advanced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两
篇，一作，Q1；
2.Scientific
Reports，一篇，一
作，Q1；

1.推进技术，一篇，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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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世平 1049799995 非定向 辽宁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湘潭大学 固体力学

丁燕怀 湘潭大学
尹久仁 湘潭大学

否 —— —— 是

1.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一篇，一
作，Q1

——

13 袁子豪 1049799925 非定向 云南大学 数理基础科学 云南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陈家清 武汉理工大学

唐年胜 云南大学
否 —— —— 否 —— ——

14 李通 1049799963 非定向 枣庄学院 土木工程 河南科技大学 土木水利
王新武 洛阳理工学院
张伟 河南科技大学

否 —— —— 是

1.浙江大学学报 工
学版，一篇，一作，
北大核心前10%；

1.建筑结构，一篇，一作；
2.郑州大学学报（工学版），一
篇，一作；
3.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一篇，
一作；
4.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一篇，一作；
5.专利1项，第二发明人

15 刘亚洵 1049799648 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 武汉理工大学 固体力学
刘立胜 武汉理工大学
朱国甫 武汉理工大学

否 —— —— 否 —— ——

16 黄震阳 1049799825 非定向 武汉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 武汉理工大学 力学
周锡龙 武汉理工大学
李国栋 武汉理工大学

否 —— —— 否 ——
1.固体力学学报，一篇，一作；
2.固体力学学报英文版，一篇，
一作，Q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