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2022 年推免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根据教育部、国科大以及深圳先进院有关招生政策，经中国科

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招生工作小组审核，现将 2022 年招收推免

研究生拟录取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日。最后录取结果以收到录取通知书为

准，如有考生通讯地址发生变更，请及时告知我部门。 

考生拟录取名单公示如下： 

 

序号 姓名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复试成绩 

1 陈伯瑜 直博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 85.17 

2 纪晓琳 直博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76.7 

3 赵子仪 直博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3.15 

4 郝雨轩 硕士 材料与化工 93.65 

5 杨子欣 硕士 材料与化工 93.5 

6 罗添 硕士 材料与化工 90.65 

7 赵灿 硕士 材料与化工 81.6 

8 李璇澄 硕士 材料与化工 93.4 

9 张远慰 硕士 材料与化工 91.6 

10 胡成威 硕士 材料与化工 85.7 

11 梁家欣 硕士 材料与化工 84.75 

12 江培杰 硕士 电子信息 90.85 

13 刘思语 硕士 电子信息 89.55 

14 张俊荣 硕士 电子信息 88.55 



15 李圳萍 硕士 电子信息 86.9 

16 李思迪 硕士 电子信息 87.1 

17 苏垌锟 硕士 电子信息 89.45 

18 姜颖 硕士 电子信息 88.7 

19 吴昕怡 硕士 电子信息 90.95 

20 涂人哲 硕士 电子信息 88.05 

21 丁诗怡 硕士 电子信息 81.88 

22 刘洋 硕士 电子信息 81.38 

23 肖显扬 硕士 电子信息 89.75 

24 马瑞康 硕士 电子信息 83.42 

25 顾芸珏 硕士 电子信息 86.5 

26 吕家禧 硕士 电子信息 86.75 

27 曹源杰 硕士 电子信息 81.92 

28 郭心如 硕士 电子信息 85.25 

29 刘自强 硕士 电子信息 88.17 

30 梁如旭 硕士 电子信息 81.25 

31 王子钊 硕士 电子信息 85.25 

32 梁志杰 硕士 电子信息 81.5 

33 唐昊 硕士 电子信息 86.08 

34 唐红艳 硕士 电子信息 81.61 

35 陈富强 硕士 电子信息 87.34 

36 赵安妮 硕士 电子信息 85.57 

37 芮浩晖 硕士 电子信息 84.5 

38 樊文欣 硕士 电子信息 91.93 

39 戚可盈 硕士 电子信息 84.29 

40 刘祥 硕士 电子信息 84.94 

41 蓝嘉乐 硕士 电子信息 89.18 

42 李一玮 硕士 电子信息 84.04 

43 周佳慧 硕士 电子信息 81.32 



44 张新宇 硕士 化学 86.05 

45 赖耿昌 硕士 化学 85.7 

46 刘滢琪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42 

47 罗骏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08 

48 霍子欣 硕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92.3 

49 李义然 硕士 生物学 88.45 

50 周玉洁 硕士 生物学 97.33 

51 陈燕 硕士 生物学 91.0 

52 李泊泷 硕士 生物学 85.17 

53 黄珊 硕士 生物学 85.58 

54 李照珍 硕士 生物学 89.5 

55 余嘉敏 硕士 生物学 88.25 

56 张春秋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6.09 

57 黄雯玥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9.89 

58 张茜倩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6.03 

59 赵佳盈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5.31 

60 李淑娟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2.78 

61 祝栩乐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4.44 

62 赵挺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8.0 

63 吕梦婷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7.28 

64 欧阳瑜旌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9.69 

65 黄智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7.79 

66 卢银萍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0.94 

67 刘高城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6.43 

68 任泓宇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7.35 

69 白云鹏 硕士 生物与医药 78.0 

70 马子涵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9.33 

71 李怡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8.0 

72 秦延冰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4.67 



73 范雅婧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2.5 

74 孙星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0.63 

75 车筱菁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0.96 

76 杨梦涵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2.46 

77 张乐怡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1.04 

78 刘琰 硕士 生物与医药 79.75 

79 杨澍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0.75 

80 严浩东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5.75 

81 杨贻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9.75 

82 张雨洋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7.29 

83 张思尧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8.3 

84 秦瑞晴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6.0 

85 鹿天乐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4.15 

 

 

公示联系人：  

教育处：贺老师 0755-86392092  yjsb@siat.ac.cn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教育处 

2021 年 10 月 10 日 

mailto:yjsb@siat.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