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名单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张龙 47.83 1 91.65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主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1项，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彭圣宇 47.00 2 90.39 9.0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田亦爽 46.74 3 89.25 10.7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李嘉诚 46.66 4 90.27 7.7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丁浩伟 46.53 5 89.00 10.25 七-（一）、（二）、（三）、（四）、八
在多个学科竞赛中获得优异奖项，专业培养方案内的课程成绩优异，有夯实的专业基础及

科研能力
合肥校区

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赖溢龙 46.36 6 89.23 8.7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王俊桥 46.08 7 89.21 7.50 七-（一）、（二）、（三）、（四）、八
参与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1项，获取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4项、校级奖项10余项，

志愿时长100小时
合肥校区

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杨振坤 45.99 8 88.83 8.00 七-（一）、（二）、（三）、（四）、八
主持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参加数学建模等多项学科竞赛，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

质
合肥校区

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俞晨辉 45.94 9 88.36 9.00 七-（一）、（二）、（三）、（四）、八
主持一项省级大创，获得过计算机能力挑战赛全国二等奖

、Robomaster人工智能挑战赛全国三等奖、安徽人机器人大赛省级二等奖、合肥工业大学

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等称号，有较强的科研潜质
合肥校区

1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崔欣 45.90 10 87.58 10.75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2021.05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一等奖、2021.09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国际赛
二等奖、2021.12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一等奖、2021.10 安徽省机器人大赛主赛道
一等奖、2021.11 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三等奖、2021.10 安徽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三等奖、2021.06 安徽省“挑战杯”大赛二等奖、2021.08 安徽省“互联网+”大赛三等
奖、2021.10 安徽省单片机与嵌入式竞赛三等奖

合肥校区

1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张司琪 45.80 11 89.35 5.75 七-（一）、（二）、（三）、（四）、八
参加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2项，参加互联网＋、安徽省机器人大赛等多项学科竞赛，具有

较强的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1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帅竞贤 45.78 12 87.34 10.75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国家级奖项三项、省部级奖项六项、学习成绩优异 合肥校区

1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彭裕阳 45.72 13 87.80 9.25 七-（一）、（二）、（三）、（四）、八 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潜质。竞赛经历丰富，动手创新能力强 合肥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1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胡国亮 45.62 14 89.28 5.00 七-（一）、（二）、（三）、（四）、八 成绩优秀、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1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宋佰洋 45.39 15 88.97 4.5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1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张轶杰 45.30 16 88.29 5.75 七-（一）、（二）、（三）、（四）、八

全国大学生电工数学建模竞赛国家级三等奖、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安
徽省二等奖、安徽省机器人大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赛道校级二等奖、安徽省二等奖“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一等奖、安徽省二等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校级二

等奖、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校级三等奖、一种高精度集成电路直流参数测试系统的研
制 省级大创

合肥校区

1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郑长龙 44.98 17 89.26 1.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态度认真...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1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刘芗玥 44.97 18 88.01 5.0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1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吴悦 44.93 19 88.70 3.00 七-（一）、（二）、（三）、（四）、八
参与一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并获得优秀结题；

在2021年安徽省大学生网络与分布式系统创新设计大赛作品赛中 ，获省级一等奖，具有较

强的科研潜质
合肥校区

2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邹志伟 44.51 20 87.61 3.5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2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杜嘉程 47.95 1 91.74 10.50 七-（一）、（二）、（三）、（四）、八 第一作者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篇，多项省部级获奖，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2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张浩天 47.47 2 90.99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第一作者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项，主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

1项，
曾获“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省金奖等省校级各类奖项10余项，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2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解弘艺 47.29 3 90.42 10.5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2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郏晨涛 47.13 4 90.25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国家级大创《学生心理健康智慧关护平台》核心成员

第一作者申请实用新型专利一项

第三作者申请软著一篇
合肥校区

2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张君瑞 46.52 5 90.24 7.0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2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余跃 46.19 6 88.23 10.50 七-（一）、（二）、（三）、（四）、八
1.主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获优秀结题

2.项目获国家级奖项三项，省部级奖项六项

3.个人获排行榜赛事及其它专业赛事国际、国家与省部级奖项七项
合肥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2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葛久松 46.12 7 88.09 10.50 七-（一）、（二）、（三）、（四）、八
参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1项，在多项学科竞赛中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具有较强科

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2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刘颖 46.04 8 88.77 8.50 七-（一）、（二）、（三）、（四）、八
主持省级大创项目，以队长获得计算机设计大赛省级一等奖和安徽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竞

赛二等奖
合肥校区

2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张万发 46.00 9 87.70 11.00 七-（一）、（二）、（三）、（四）、八 参与两项大创，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赛事的优异成绩 合肥校区

3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陈曦萌 46.93 1 90.32 9.0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3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秦家诚 46.49 2 91.69 3.25 七-（一）、（二）、（三）、（四）、八
第二作者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篇，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1项，获得多项省、校级

学科竞赛
合肥校区

3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黄超慧 45.93 3 90.34 4.00 七-（一）、（二）、（三）、（四）、八
参与校级及省级竞赛6项并获奖，参与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并通过，具有较强的科研创

新潜力
合肥校区

3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施静怡 45.81 4 88.26 8.5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3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江文婷 44.83 5 89.06 1.50 七-（一）、（二）、（三）、（四）、八 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3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张瑞瑜 44.33 6 87.20 3.2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3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梁雨霄 46.87 1 89.52 10.75 七-（一）、（二）、（三）、（四）、八 多次参加科创类比赛以及社会实践。科创类比赛加分为10分，社会实践加分为0.75 合肥校区

3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霍佳琪 46.75 2 89.13 11.25 七-（一）、（二）、（三）、（四）、八
主持省级大创并结题优秀、参加第七届全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获国家级三等奖 、

参加第十二届电子商务三创大赛获国家级二等奖等
合肥校区

3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江晓锐 46.75 3 90.15 8.50 七-（一）、（二）、（三）、（四）、八
GPA排名第二，综合排序第三，参加了多项学科类竞赛，获得过5次国家级竞赛奖项，

参与一项国家级大创项目，具有较强的科研潜质。
合肥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3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申延哲 46.46 4 90.44 6.25 七-（一）、（二）、（三）、（四）、八

平均学业成绩排名第一，四六级分数均在550分以上，参与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2项，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1项，获得2019~2020学年国家奖学金，2019~2020学年校一等奖学

金，2019~2020学年校三好学生，2020年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2020年安徽省金融投资创新大赛三等奖，2020年外研社写作大赛安徽赛区二等奖，

2020~2021学年校二等奖学金，2021年校互联网+金奖，2021年APMCM二等奖，2022年全国信

息安全作品赛三等奖，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4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孙圣奥 45.98 5 87.80 10.50 七-（一）、（二）、（三）、（四）、八 国家级奖项两项，省级及地区赛事奖项6项 合肥校区

4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王妍 45.90 6 88.53 8.2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业成绩排名第六，综合成绩排名第六。四级成绩596分，六级成绩518分。主持省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一项，参与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一项。获得过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大赛国家级三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级二等奖，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省级二等奖等

奖项。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4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张余程 45.54 7 89.64 3.75 七-（一）、（二）、（三）、（四）、八
曾获国家奖学金、校十佳大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省级一等奖、参加全国

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国家级三等奖、参与国家级大创等
合肥校区

4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少凯 47.92 1 91.61 10.75 七-（一）、（二）、（三）、（四）、八
GPA排名第二，但专业内排序第一，由于参加了多项学科类竞赛，在创新创业大及学术能力

部分加分到了10分，具备较好的综合素质
合肥校区

4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尔含 47.78 2 93.01 6.5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45 计算机与信息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博 47.24 3 90.89 9.0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4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吴宜炫 47.12 4 90.74 9.0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4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如明 47.10 5 91.50 6.75 七-（一）、（二）、（三）、（四）、八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级二等奖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省级二
等奖、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程序设计赛决赛三等奖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校级铜奖、安徽省机器人大赛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赛道 C平台省级二等奖、安徽省高校物

联网应用创新大赛省级一等奖

合肥校区

4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辰 47.05 6 90.09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竞赛奖项七项，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4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熠星 47.04 7 90.08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ortStream: Sort-aware Gaussian-weighted Streamgraph 第一作者IEEE C&G (CCF-C) 
在投

基于多元文本流情感分析的文化类产品推荐系统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负责人
2021 年 校一等奖学金、2021 年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二等奖、2021 年 全国高
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文本纠错任务） 全国二等奖、2021 年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安徽省一等奖、2021 年 安徽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竞赛 安徽省一等奖、2021 年 全国
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安徽省二等奖、2021 年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安徽省三等奖、2020 年 校一等奖学金、2020 年 校三好学生

合肥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5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韩知渊 46.89 8 89.78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1.第七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高教主赛道省级一等奖
2.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挑”）省级一等奖

3.2021年安徽省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含省赛）省级一等奖

4.2021年安徽省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含省赛）省级一等奖
5.第二十四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国家级二等奖
6.2021年iCAN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一等奖

7.2021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竞赛作品赛校级一等奖校级一等奖
8.2022年“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小挑”）校级一等奖
9.“电力智脑-基于视觉问答的电力设备安全辅助系统”国家级大创

合肥校区

5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虹燕 46.82 9 90.18 8.7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5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靳凯程 46.53 10 89.05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竞赛奖项5项，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5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夕茁 46.10 11 89.50 6.7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工业大学程序设计大赛A类校级三等奖
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B类省级二等奖

安徽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竞赛B类省级一等奖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含省赛）B类省级二等奖
安徽省大学生计算机博弈大赛B类省级三等奖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B类省级银奖
全国大学生学术英语词汇竞赛（NAEV）B类校级二等奖

合肥校区

5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应宇晨 45.99 12 91.02 2.50 七-（一）、（二）、（三）、（四）、八

主持并完成省级大创项目“智慧食谱——基于深度学习的逆烹饪APP”，该项目同时也获得
了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赛金奖。2021年6月开始我参与合肥工业大学媒体计算实
验室实习，在导师指导下积极探索视频情感感知的视频描述生成研究 ，我主要负责模型改

进、实验测试、数据分析及专利转化等，同时合作撰写一篇论文，该论文拟投稿CVPR会议
。

合肥校区

5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全吉 45.95 13 90.69 3.00 七-（一）、（二）、（三）、（四）、八 参与省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一项 合肥校区

5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阳 45.89 14 89.49 5.75 七-（一）、（二）、（三）、（四）、八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级三等奖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校级二
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省级二等奖、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程序设计赛决赛三
等奖、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铜奖、安徽省机器人大赛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赛道 C
平台省级二等奖

合肥校区

5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方州 45.83 15 88.62 7.75 七-（一）、（二）、（三）、（四）、八

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国赛二等奖、安徽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竞赛一等奖、中国
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安徽省赛二等奖、安徽省机器人大赛数字媒体类竞赛三等奖、安徽
省计算机博弈大赛三等奖、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三等奖 、志愿服务市

场累计100小时以上

合肥校区

5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善稷 45.52 16 87.04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国家级、省级奖项10项，参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1项 合肥校区

5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费载哥 45.50 17 90.20 2.0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6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文博 45.50 18 86.97 10.25
七-（一）、七-（二）、七-（三）、七-

（四）、八
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具有较强科研创新能力 合肥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6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龙 45.48 19 89.66 3.25 七-（一）、（二）、（三）、（四）、八 参与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1项，顺利结题。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合肥校区

6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袁帆 45.25 20 89.50 2.5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6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管凤彬 47.16 1 90.10 10.7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6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杨天宇 46.74 2 91.51 5.0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6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程翀 46.62 3 90.94 5.7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6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侯宝华 45.93 4 87.85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级重点扶持领域项目 1项（全院唯一），作为核心成员参与省级大创
一项（以优秀评级结题）。科创竞赛方面，获得国家级奖项5项，省部奖项十余项，具有较

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6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束文郁 45.78 5 90.05 3.7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6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邱少萍 45.73 6 89.46 5.00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省级奖项多项，主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1项...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合肥校区

6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盛禹中 45.69 7 87.23 10.5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7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刘振威 45.69 8 89.14 5.7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7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张嘉伟 45.62 9 90.34 2.2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良好，主持一项校级大创项目，具有较强科研和学习能力 合肥校区

7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康旭 45.58 10 88.26 7.25 七-（一）、（二）、（三）、（四）、八

国家级大创（重点领域支持项目，经费4万元）-《基于视觉问答的电力设备安全辅助系统
》

内容：将电力设备外观缺陷检测与视觉问答相结合，构建电力设备缺陷视觉问答数据集，
挖掘分析巡检影像缺陷特征，构建缺陷识别算法模型，实现输电线路本体缺陷和环境风险

自动识别诊断

承担任务：采集8257张电力数据集、标注17类电力设备缺陷数据集、使用yolo v5目标检测
算法、训练出面向电力设备缺陷的目标检测模型，准确率达86%，目前在思考使用CLIP的多
模态预训练模型在VQA上微调，同时在VQA通用数据集上加入自己的数据，为后续提高视觉

问答任务的精度做准备，同时负责PPT制作，申报书撰写

合肥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7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柏思元 45.11 11 88.82 3.50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7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李宗浩 44.73 12 87.75 4.2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7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何金发 44.64 13 88.59 1.75 七-（一）、（二）、（三）、（四）、八 合肥校区

7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吴磊 44.61 14 88.62 1.50 七-（一）、（二）、（三）、（四）、八 曾参加“互联网+”荣获金奖，并参加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能力挑战赛获得三等奖 合肥校区

7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周布伟 49.06 1 93.90 10.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7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莫柠源 47.99 2 91.83 10.5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7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史宇辉 47.60 3 91.91 8.2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8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韩树豪 47.26 4 90.72 9.5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8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涛 47.26 5 90.91 9.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8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锐 47.24 6 90.33 10.5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8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冠良 47.14 7 91.11 8.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8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辙 46.71 8 89.43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8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瑞 46.49 9 89.38 9.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8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驰艺 46.44 10 89.78 7.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8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冯卓颖 46.18 11 88.52 9.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8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梓嘉 46.18 12 88.35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8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胡景峰 45.76 13 89.61 4.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9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戴宇豪 45.65 14 88.61 6.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9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俞远哲 45.58 15 87.97 8.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9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博洋 45.57 16 87.41 9.5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荣誉与奖励，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成绩优异。
宣城校区

9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海龙 45.51 17 89.31 4.2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9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曹辰鹏 45.37 18 88.14 6.5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9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许威 45.27 19 89.85 1.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9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曾宇杰 45.21 20 89.11 3.2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9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曹天骄 45.08 21 87.65 6.25 七-（一）、（二）、（三）、（四）、八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银奖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CCPC）金奖

安徽省机器人大赛 一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程序设计竞赛 一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学业规划大赛 一等奖

宣城校区

9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志文 44.96 22 88.31 4.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能力较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9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镇远 44.90 23 86.29 8.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公共选修课

成绩参与GPA排名，导致GPA排名百分比较低）
宣城校区

10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林亮 44.76 24 86.12 8.5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公共选修课

成绩参与GPA排名，导致GPA排名百分比较低）
宣城校区

10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郑诚信 44.73 25 88.37 2.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10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付嫣然 44.47 26 88.04 4.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能力较强，多次获得校级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10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驰 44.06 27 87.19 2.5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能力较强，多次获得校级荣誉与奖励，积极参加志愿活动 宣城校区

10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符尘浩 43.97 28 85.54 6.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获得国际级、国家级、省级、校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10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叶昭晖 43.85 29 85.74 5.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省级，校级的荣誉与奖励，参与了长时间

的志愿服务
宣城校区

10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孙淑晴 43.43 30 86.66 0.5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能力较强，多次获得校级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10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心 43.37 31 86.53 0.5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能力较强，多次获得校级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10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宇翔 43.33 32 86.45 0.5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能力较强，多次获得校级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10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晓鹏 43.20 33 85.70 1.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省级、校级的荣誉与奖励（公共选修课成

绩参与GPA排名，导致GPA排名百分比较低）
宣城校区

11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耀增 43.02 34 86.04 0.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 宣城校区

11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周彦 42.51 35 85.01 0.00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秀，综合能力强，多次获得省级、校级的荣誉与奖励 宣城校区

11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付炎平 45.71 1 87.42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8项、校级奖项10余项，主持一项省级大创项目，

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宣城校区

11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郭行骞 45.04 2 86.08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大学生智能车竞赛省一，参与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1项，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宣城校区

11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程雅儒 44.86 3 86.27 8.7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秀，积极参加各类竞赛，获得AB类赛事各级奖项20余项 宣城校区

11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易玲 44.85 4 86.08 9.25 七-（一）、（二）、（三）、（四）、八
主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1项，积极参加各项科技竞赛并获得诸多奖项，志愿

时长121小时，获得“三下乡”省级立项和校级表彰
宣城校区

11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曹羽晗 44.75 5 86.30 8.00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安徽省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二等奖、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安徽赛区三等奖、APMCM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安
徽省机器人大赛数字媒体创新设计赛二等奖等竞赛奖项

宣城校区

11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徐翊航 44.72 6 86.63 7.00 七-（一）、（二）、（三）、（四）、八 主持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1项，勇于开拓，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宣城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11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吴忠恒 44.60 7 87.90 3.25 七-（一）、（二）、（三）、（四）、八

该同学在校期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政治方向坚定，积极追求进步，业务学习刻

苦努力，成绩优良，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积极参加各类比赛，实践活动成果丰
厚。关心集体，热心公益。注重个人品行修养，具备良好的发展潜质，特此推荐

。

宣城校区

11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张梦娇 44.53 8 86.41 6.75 七-（一）、（二）、（三）、（四）、八 参加安徽省级赛事多项并获奖，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宣城校区

12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许佳玲 44.46 9 85.78 8.00 七-（一）、（二）、（三）、（四）、八

2022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含省赛）省一等奖，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

战赛国二等奖，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含省赛）校一等奖，安徽省大学生物
理学术竞赛校二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校二等奖等，具有较强科研创新

潜质

宣城校区

12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张盛洁 44.34 10 87.98 1.75 七-（一）、（二）、（三）、（四）、八 获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 宣城校区

12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夏敬文 44.30 11 85.65 7.50 七-（一）、（二）、（三）、（四）、八
参与多项学科竞赛并获得奖励，完成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积极参加公益活

动。
宣城校区

12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周芳 44.26 12 85.93 6.50 七-（一）、（二）、（三）、（四）、八
第二发明人授权软件著作权1项，第二发明人申请发明专利一项，主持校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计划1项。具有较强科研创新潜质
宣城校区

12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方涓 43.87 13 86.38 3.50 七-（一）、（二）、（三）、（四）、八
获两次一等奖学金，参与两次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积极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并获

得一些奖项，志愿时长超100个小时
宣城校区

12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靳明飞 43.82 14 86.95 1.75 七-（一）、（二）、（三）、（四）、八 专业成绩靠前，有效加分项较少 宣城校区

12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颜晓东 47.69 1 91.15 10.75 七-（一）、（二）、（三）、（四）、八 宣城校区

12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谢典 46.74 2 89.47 10.00 七-（一）、（二）、（三）、（四）、八 宣城校区

12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吴沈辉 46.46 3 89.31 9.00 七-（一）、（二）、（三）、（四）、八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加分”：[西门子杯国一,安徽省机器人大赛单片机赛道省

一，数学建模省赛，数学竞赛省三，参加省级大创项目等]
宣城校区



序号 院系所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综合成绩 综合名次
平均学业

成绩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12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刘欣欣 46.16 4 90.22 5.25 七-（一）、（二）、（三）、（四）、八

学习成绩优异，获得2022年“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三等奖、第八届

合肥工业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2020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安徽省赛二等奖、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校赛二等

奖、2021年合肥工业、大学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竞赛A平台三等奖、2021年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主持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得良

好结题、2022年度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

宣城校区

13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耿怡炜 45.64 5 90.19 2.75 七-（一）、（二）、（三）、（四）、八
第七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2021年iCAN全国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宣城校区

13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钟汉 45.46 6 88.83 5.25 七-（一）、（二）、（三）、（四）、八 宣城校区

13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韦康琦 45.08 7 86.96 8.00 七-（一）、（二）、（三）、（四）、八

2021年安徽省机器人大赛一等奖，2022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安
徽赛区）一等奖，2021年第三届全国高校计算能力挑战赛（python组）三等奖，

2020年第三届全国高校计算能力挑战赛（嵌入式系统创意作品赛决赛）三等奖，

参与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校赛 银奖，合肥工业大学第二届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二等奖 ，2022年合

肥工业大学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

宣城校区

13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李永浩 45.02 8 87.49 6.50 七-（一）、（二）、（三）、（四）、八

大学生数学竞赛校一等奖（第一顺位）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三等奖（第二顺位）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校一等奖（第二顺位）

ICAN创新创业大赛省二等奖（第一顺位）

安徽省计算机设计大赛省二等奖（第一顺位）
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校二等奖（第一顺位）

互联网+校银奖（第一顺位）

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校三等奖（第一顺位）
校级大创立项（主持人）

节能减排大赛校三等奖（第一顺位）

宣城校区

13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李雨昂 44.94 9 85.73 10.50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铜奖、第十六届全国大学

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国家级二等奖、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国

家级三等奖、主持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结题优秀并以第一作者登记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一项、iCAN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一等奖、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省级二等奖、安徽省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省级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省级三等奖等。

宣城校区

13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若彬 44.77 10 87.60 5.00 七-（一）、（二）、（三）、（四）、八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安徽赛区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安徽省三等

奖，合肥工业大学单片机与嵌入式竞赛三等奖，荣获校级三好学生两次，校级二
等奖学金两次，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两次，合肥工业大学科技活动奖等

宣城校区

13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李良宸 44.73 11 85.71 10.25 七-（一）、（二）、（三）、（四）、八
全国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程序设计竞赛二等奖

全国大学数学建模竞赛安徽省一等奖
宣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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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文艺及体育素质、社

会工作及社会实践能力三项加分之和
符合“暂行办法”推荐条件条款 排序理由 备注

13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赵熠 44.73 12 88.36 2.75 七-（一）、（二）、（三）、（四）、八

创新创业及学术能力加分(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三等奖、第七

届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校级一等奖、安徽省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
创新大赛校级二等奖、第七届合肥工业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银奖

、iCAN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二等奖)

宣城校区

13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李祖达 44.45 13 84.68 10.75 七-（一）、（二）、（三）、（四）、八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金奖、“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省级银奖               
宣城校区

13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曾世豪 44.44 14 87.60 3.25 七-（一）、（二）、（三）、（四）、八 宣城校区

14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郑辉 44.42 15 86.65 5.50 七-（一）、（二）、（三）、（四）、八

2021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安徽省级赛一等奖 、国家级三等；2022年中国

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安徽省级赛三等奖；2022年第十一届“中国软件杯”大学

生软件设计大赛三等奖；2022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微信小程序应用开发赛华东
赛区三等奖；2021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安徽赛区本科组三等奖 ，校级一等

奖；2021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H奖；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良好结题；合肥工业大学互联网+金奖2项，银奖1项；软件著作权，登记号：
2021SR1645275，第一作者

宣城校区

14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李晞源 44.13 16 85.14 8.00 七-（一）、（二）、（三）、（四）、八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金奖、“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省级银奖               
宣城校区

14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金依珂 44.12 17 86.37 4.75 七-（一）、（二）、（三）、（四）、八 GPA靠前 宣城校区

14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李迅 44.12 18 84.94 8.25 七-（一）、（二）、（三）、（四）、八

       第一作者发表一篇中文核心期刊（遴选）文章：《面向独居老人的可穿戴

式看护设备的软件系统设计与实现》，收录在《物联网技术》2023年第1期中
（2022年3月被录用）。有较为丰富的项目经历，曾参与过四次省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具有较多的科技竞赛经历，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奖项，主要

有： 2022年中国软件杯国家级三等奖（排名第一）、2022年中国大学生智能汽车
竞赛省级三等奖（排名第一）、2022年安徽省数字媒体大赛省级二等奖，校级一

等奖（排名第一）、2022年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竞赛A平台省级三等奖，校级一等

奖（排名第一）、2022年计算机设计大赛省级三等奖、校级一等奖（排名第一）
、2021年、2022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排名第一）2021年ICAN比赛

省级二等奖（排名第二）、2022年安徽省物联网创新大赛校级二等奖（排名第

一）、2021年安徽省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校内选拔赛校级二等奖 （排名

第二）、2022年节能减排大赛校级三等奖（排名第一）。

宣城校区

14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倪孝宝 43.96 19 84.42 8.75 七-（一）、（二）、（三）、（四）、八
参与多项学科竞赛并且获得较好奖项，同时学业成绩名列前茅，综合成绩优秀，

具有科研潜力
宣城校区

14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王紫燕 43.43 20 86.64 0.75 七-（一）、（二）、（三）、（四）、八 无特殊情况 宣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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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学业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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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宇 44.90 21 88.18 4.25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合肥校区

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王子儒 44.44 21 87.78 2.75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合肥校区

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李庄威 44.40 8 88.00 0.00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合肥校区

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周子航 44.26 9 86.64 4.75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合肥校区

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慧芳 44.25 23 88.51 0.00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合肥校区

6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冯硕 44.10 15 88.20 0.00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合肥校区

7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李皓 43.90 16 86.60 3.00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合肥校区

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徐振鹏 43.76 23 87.53 0.00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合肥校区

9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杨润鹏 43.73 24 87.46 0.00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合肥校区

10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邹梓逸 43.71 17 85.77 4.25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合肥校区

11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谢昊 43.33 21 84.35 5.75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过全国计算机能力挑战赛二等奖、安徽省GIS应用技能大赛一等奖、安徽省计

算机设计大赛二等奖、安徽省ICAN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候补-宣城校区

1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黄雅萍 43.28 22 86.07 1.25 七-（一）、（二）、（三）、（四）、八

安徽省大学生数学竞赛省赛三等奖，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银奖，排序

第二

安徽省大学生数学竞赛省赛二等奖，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银奖，排序
第二

候补-宣城校区

13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徐焘 43.22 23 86.05 1.00 七-（一）、（二）、（三）、（四）、八 候补-宣城校区

14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杨烨 42.79 15 84.76 2.25 七-（一）、（二）、（三）、（四）、八
获得校级以上科技创新比赛十余多项，作为主要发明人参与发明专利2项，具有较

强科研创新潜质
候补-宣城校区

15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胡旭耀 42.79 16 83.18 6.00 七-（一）、（二）、（三）、（四）、八

曾获挑战杯省二等奖，曾获蓝桥杯省二等奖，曾获智能车竞赛省三等奖，曾获安

徽省机器人大赛省三等奖，曾主持校级大创一项，中共预备党员，曾任计算机与

信息系学生会学习部部长，担任班级文艺委员，志愿时长累计88小时

候补-宣城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