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学院 2020 年硕士推免预报名、综合考核结果公示 

序号 姓名 面试专业 毕业院校 考核结果 

1 周文俊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 刘瑞玲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3 刘克函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4 王华龙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5 潘钰婷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6 黄倬然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 李康丽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 万浩云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9 张宇杭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0 方欣瑞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1 刘宗辉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2 潘天越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 张前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 张清宇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 高阳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6 孙世杰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7 阿曼古丽·开恩斯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8 李经良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9 胥强荣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0 李擎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1 钱慧敏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 姚灵珑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3 李文轩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4 黄艳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宁波大学 优秀 

25 朱云冲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中北大学 通过 

26 薛远博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7 邹燚涛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江苏科技大学 通过 

28 杜孟华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9 祝雨晴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30 卞浩冉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安徽农业大学 通过 

31 宋佳翼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32 余鹏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33 廖凯格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34 李敬祺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35 王炳惠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36 连宇浩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上海海事大学 通过 

37 李程磊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优秀 

38 朱启航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39 云涛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40 龚天弛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41 王伟琪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42 陈其昌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43 孙芳斌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44 陈贤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45 秦荣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中国民航大学 通过 

46 李凯宁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47 马张煜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48 王博达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49 候磊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中国民航大学 通过 

50 杨凯杰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江苏科技大学 通过 

51 刘畅飞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52 张杨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53 李晓林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54 陈绍雄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55 刘重晓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56 于木岐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57 陈培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58 沈柯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59 向倩倩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60 王猛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61 凌畅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62 龙福坤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63 徐文韬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64 李嘉仪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65 洪煜清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66 罗飞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67 吴旭峰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68 艾琪儿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延边大学 优秀 

69 刘冠男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0 林延涛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1 周宇轩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2 孙清潭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3 吕振阳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4 周龙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5 张蓝天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6 李煜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7 昝博文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8 赵晨起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79 陆政旭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0 薛凯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1 茆圣辰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2 保鑫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3 雷燕婷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4 段旭文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5 陈池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6 高訸崴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7 胡鑫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8 徐帅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89 黄海峰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90 李健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91 孔德旭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92 孙晓彬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93 刘长兴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94 代旭东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95 阮爽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96 郭祥宇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97 王承尧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98 王典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西南科技大学 通过 

99 刘琨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00 王志阔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01 高杰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02 王星雨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03 史金灵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04 张少东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05 张子皓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06 陈宇航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07 周志虎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08 叶正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09 何瑞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10 秦浩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11 胡嘉讯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江苏科技大学 通过 

112 钱瑜婷 机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13 张维源 机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14 胡润昌 机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15 潘文彬 机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16 蒋耀东 机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17 周烜竹 机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18 黄翊君 机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19 汪国庆 机械 常州大学 通过 

120 张浩亮 机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21 席会东 机械工程                                           内蒙古工业大学 通过 

122 宦勇杰 机械工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23 庞远杰 机械工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24 缪奎 精密驱动与振动利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25 黄柱元 精密驱动与振动利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26 黄钰婷 精密驱动与振动利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27 赵聪 精密驱动与振动利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28 蔡智 精密驱动与振动利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129 李根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0 杨钦云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1 陆树杰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2 沈达文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3 季海波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4 赵缘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5 王楷铎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6 方伟成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7 冒雨豪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8 袁笑懿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39 朱文璁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0 朱楠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1 张森豪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2 曾宇航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3 陈祥祥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4 何薇薇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5 张傲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6 严嘉慧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7 代雪妍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8 张仕钊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49 高宏伟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0 柳昌亚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1 杜月敏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2 金周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3 陈晓凯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4 秦润梓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5 龙雨洋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6 陈心海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7 吴大可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8 向辉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59 杨帆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60 周拓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61 熊信发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62 孟义兴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63 王翔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64 郭江龙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65 陶泽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66 彭锦峰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67 郭宇浩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68 张智扬 力学                                               湘潭大学 通过 



169 林艺铃 力学                                               湘潭大学 通过 

170 孙蓉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71 杨钰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72 孙燊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73 米可欣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74 储为存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75 郝琪琪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76 余章杰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77 王婷婷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78 王猛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79 杨光国 力学                                               清华大学 优秀 

180 陈涛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81 汤卫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82 宋惠雕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83 胡昊 力学                                               南京农业大学 优秀 

184 刘祖锋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85 赵一凡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86 胡钊晖 力学                                               中国矿业大学 优秀 

187 曾振兴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88 葛增冉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89 朱洋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90 刘海瑞 力学                                               合肥工业大学 优秀 

191 陈兴成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92 罗厚麟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93 吴东润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94 丛歆雨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95 李美萱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96 黄筱英杰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97 司宸宇 力学                                               中国民航大学 通过 

198 张宇晨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199 唐梓铭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00 吴泽民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01 杨明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02 肖鹏程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03 冯潮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04 庾涛 力学                                               合肥工业大学 优秀 

205 潘子鉴 力学                                               南京工业大学 通过 

206 郝森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07 王小钒 力学                                               湘潭大学 通过 

208 连少钦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209 吴帆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210 李磊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211 吴嘉炜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212 牟彦儒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213 张旭东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214 丁鹏冲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215 戴淑凝 力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216 许可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17 吴雯泱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18 胡书广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19 杨杰松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0 叶致凡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1 陈昌平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2 王奕斐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3 张君轶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4 陈颖津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5 章锐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6 张锐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7 张灵维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8 郭升起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29 董淑新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30 高玉喆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31 赵晓宁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32 姚佳庆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33 王馨悦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优秀 

234 杨济源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235 罗帅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通过 

 

注：  

1、以上学生如获得本校推免资格，须在 2019 年 9月 29日 12 时前登录“全国推免

服务系统”完成网上报名、网上缴费、接受复试确认、确认待录取等环节，否则视为放

弃录取资格。 

2、面试成绩为“优秀”的学生执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 年综合考核选拔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办法”的奖励政策； 

 请大家随时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和学院网站上推免工作相关通知。 

                                   

                  

 

航空学院 

                                   

                                               2019年 9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