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 2017 年自主招生、高校专项招生录取考生名单 

（按照入选专业、省份、姓名排序） 

姓名 省份 科类 

性

别 中学名称 招生类型 入选专业 录取专业 

陈璐 安徽 理工 女 六安市毛坦厂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电子信息类 

陈志朋 安徽 理工 男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临床医学 

刘进泉 福建 理工 男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生物科学类 

高梓程 甘肃 理工 男 镇原县镇原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麻醉学 

侯慧娟 甘肃 理工 女 秦安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核工程类 

路亚宁 甘肃 理工 女 镇原县镇原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俄语 

孟珺 甘肃 理工 男 秦安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理科学类 

牛霞霞 甘肃 理工 女 通渭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理科学类 

沈秉成 甘肃 理工 男 靖远县第二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质工程 

师晓雷 甘肃 理工 男 秦安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临床医学 

石福帅 甘肃 理工 男 靖远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核科学与技术基地

班(原子核物理与

核技术方向) 

杨虽刚 甘肃 理工 男 宕昌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卫

生事业管理方向) 

张培升 甘肃 理工 男 古浪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核科学与技术基地

班(原子核物理与

核技术方向) 

张雪强 甘肃 理工 男 宕昌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医学检验技术 

张亚萍 甘肃 理工 女 秦安县第二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大气科学类 

周秉涛 甘肃 理工 男 甘肃省环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质工程 

陈云星 贵州 理工 男 盘县第二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质工程 

侯俊 贵州 理工 男 盘县第二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土木工程 

穆仁会 贵州 理工 女 赤水市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计算机类 

段永康 河北 理工 女 河北行唐启明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理科学类 

樊金雷 河北 理工 男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

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质学类 

王成林 河北 理工 男 魏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王伊思 河北 理工 女 河北内丘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临床医学 

杨帆 河北 理工 女 蔚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理科学类 

张威力 河南 理工 男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土木工程 

张伟宁 河南 理工 女 柘城县高级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化学类 

张雅婷 河南 理工 女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医学检验技术 

张振宽 河南 理工 男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生物科学类 

赵铎 河南 理工 男 夏邑县高级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口腔医学 

周峮地 河南 理工 女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临床医学 

兰峻 湖南 理工 男 汝城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质学类 



刘绪俭 湖南 理工 男 永顺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计算机类 

唐倩 湖南 理工 女 炎陵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理科学类 

黄印 江西 理工 男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

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质学类 

杨丰齐 江西 理工 男 崇仁县第二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药学 

王涛 辽宁 理工 男 义县高级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地质学类 

曹志 山东 理工 男 单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电子信息类 

王斌 山东 理工 男 高唐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化学类 

闫兰兰 山东 理工 女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德语 

张斌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

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生物科学类 

李一凡 山西 理工 男 沁水县沁水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草业科学基地班 

苏瑞鹏 陕西 理工 男 陇县第二高级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计算机类 

支琳钰 陕西 理工 女 耀州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临床医学 

范菊雅 四川 理工 女 四川省渠县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临床医学 

冯志涛 新疆 理工 男 奇台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鲍国玉 安徽 文史 男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

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知识产权 

蔡文静 安徽 文史 女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李岩 甘肃 文史 女 灵台县第二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卫

生事业管理方向) 

陈言彰 海南 文史 男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

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汉语言文学 

孟鹏飞 河北 文史 女 临城县临城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任海丽 河北 文史 女 涉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社会学 

刘威威 

黑龙

江 文史 女 依安县实验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社会学 

王元 

黑龙

江 文史 女 东宁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政治学类 

陈坦 湖北 文史 男 罗田县第一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哲学 

周洋帆 江苏 文史 女 赣榆清华园复习班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广告学 

刘智琪 山东 文史 女 东平高级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毛徐琦 浙江 

综合

改革 男 浙江省衢州第三中学 高校专项 

高校专项招生专业（综合

改革） 化学类 

阴梦晴 河北 理工 女 保定市第三中学 自主招生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类 

曾彦博 河南 理工 男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类 

宋文涛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

学 自主招生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类 

徐震昊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自主招生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类 

常芮溶 陕西 理工 女 韩城市象山中学 自主招生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类 

角述峰 云南 理工 男 禄劝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大气科学类 大气科学类 

吴俊 河北 理工 男 唐山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地球科学类 水利类 

韦世龙 河南 理工 男 武陟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地球科学类 地理科学类 



何东冬 四川 理工 男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天

府中学 自主招生 地球科学类 地理科学类 

徐欣 安徽 理工 女 蚌埠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核工程类 核工程类 

崔耀轩 甘肃 理工 男 武威第六中学 自主招生 核工程类 

核科学与技术基地

班(原子核物理与

核技术方向) 

徐煜杰 河南 理工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核工程类 核工程类 

李承昊 

黑龙

江 理工 男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

校 自主招生 核工程类 核工程类 

周一夫 湖北 理工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自主招生 核工程类 核工程类 

邓哲实 湖南 理工 男 

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

属学校 自主招生 核工程类 核工程类 

杨胜杰 江苏 理工 男 沛县歌风中学 自主招生 核工程类 核工程类 

李童鑫 山东 理工 男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核工程类 

核科学与技术基地

班(原子核物理与

核技术方向) 

董万里 安徽 理工 男 合肥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黄卓 安徽 理工 男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杨中原 安徽 理工 男 合肥市第六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包明演 甘肃 理工 男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刘睿 甘肃 理工 男 

兰州市第六十三中学

（原兰化三中）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唐延丁 甘肃 理工 男 

金川区金昌市第一中

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张全瑁 甘肃 理工 男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曹鹏龙 河北 理工 男 河北峰峰春光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李和昕 河北 理工 男 

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

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王建华 河北 理工 男 河北峰峰春光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冯蕴琦 河南 理工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王康 湖南 理工 男 邵阳市二中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周家季 吉林 理工 男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左鸿宇 江西 理工 男 南昌市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凌碧扬 山东 理工 女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吴宁然 山东 理工 男 淄博实验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胡德悦 陕西 理工 女 西安高新唐南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胡祎辰 陕西 理工 女 西北大学附属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许琳 陕西 理工 女 宝鸡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张洁瑶 陕西 理工 女 

西安西补文化培训中

心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周施贝 四川 理工 女 四川省彭州中学 自主招生 化学类 化学类 

王翔 安徽 文史 男 安庆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新闻传播学类 



何子敬 甘肃 文史 女 

金昌市金川总校第二

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历史学类 

师振瑜 甘肃 文史 女 兰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哲学 

王天琦 甘肃 文史 男 靖远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新闻传播学类 

朱思锦 甘肃 文史 女 

兰州交通大学东方中

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历史学类 

吴启艳 贵州 文史 女 盘县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历史学类 

苍奕颉 河北 文史 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汉语言文学 

魏心宇 河北 文史 男 张家口东方中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汉语言文学(戏剧

影视文学) 

杜舒懿 湖北 文史 女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

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历史学类 

谷逢雨 山东 文史 男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哲学 

陶珞瑄 山东 文史 女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

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汉语言文学 

白若萱 陕西 文史 女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秦

汉学校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汉语言文学 

郑欣悦 陕西 文史 女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

学 自主招生 人文学科类 新闻传播学类 

朱艺苇 安徽 理工 女 安徽省萧县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陈虹钰 甘肃 文史 女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狄蓉 甘肃 理工 女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窦乐 甘肃 理工 女 宕昌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方博轩 甘肃 理工 男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高亮鑫 甘肃 理工 男 张掖市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葛仪欣 甘肃 文史 女 庆阳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知识产权 

郭雯婷 甘肃 文史 女 兰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蒋馨谊 甘肃 文史 女 

兰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原兰化一中）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政治学类 

景一杰 甘肃 文史 女 

兰州交通大学东方中

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法学 

李静怡 甘肃 文史 女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

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李龙德 甘肃 理工 男 甘肃省金塔县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荔霄 甘肃 理工 男 庆阳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卢倩 甘肃 文史 女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法学 

马舒馨 甘肃 文史 女 靖远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政治学类 

马笑云 甘肃 理工 女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苏子淇 甘肃 理工 女 

兰州交通大学东方中

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王紫璇 甘肃 理工 女 白银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魏婧雯 甘肃 理工 女 张掖市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夏雨荷 甘肃 理工 女 

兰州交通大学东方中

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谢思雨 甘肃 文史 女 甘肃省金塔县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知识产权 

谢艺迪 甘肃 理工 女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徐璐 甘肃 文史 女 

兰州交通大学东方中

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法学 

赵亭轩 甘肃 文史 男 嘉峪关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法学 

赵翊良 甘肃 文史 女 兰州附工补习学校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社会学 

王亚楠 贵州 理工 女 盘县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冯雨琪 海南 理工 女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

属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康煜卿 河北 理工 女 兴隆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刘羽飞 河北 理工 女 衡水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田娇 河北 理工 女 衡水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赵江鸿 河北 理工 男 涉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郑一昊 河北 理工 男 邯郸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朱弈聪 河北 理工 男 保定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孙开颜 河南 文史 男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法学 

武卓尔 河南 理工 女 

河南省南阳市油田第

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杨闻宇 河南 理工 男 鹤壁市高中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张东阳 河南 理工 男 开封市第五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张润婷 湖北 理工 女 武汉大学附属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黄韵红 湖南 理工 女 

湖南省娄底市第五中

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胡乃榕 辽宁 理工 男 丹东市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王杨惠丽 辽宁 理工 女 沈阳市第十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陈文静 山东 文史 女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

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思想政治教育 

郭子旗 山东 理工 男 临沂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李彬 山东 理工 女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卢嘉瑞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辛影 山东 理工 女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

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薛逸飞 山东 理工 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杨国基 山东 理工 男 

青岛市胶州市实验中

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张化一 山东 文史 男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社会学 

宗承源 山东 理工 男 东平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邹嘉龙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冯雨晴 山西 理工 女 长治市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郭悦 陕西 文史 女 渭南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雷佳薇 陕西 文史 女 洛南县永丰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政治学类 

刘一笑 陕西 文史 男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

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屈睿娟 陕西 理工 女 富平县蓝光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王宇辰 陕西 文史 男 陕西省西安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闫钰 陕西 理工 女 咸阳市实验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张丁 四川 文史 女 四川省广元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工商管理类 

张乐 天津 理工 女 

天津市武清区天和城

实验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王心仪 新疆 文史 女 农五师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邵禾欣 浙江 

综合

改革 女 嘉兴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社会科学类 经济学类 

叶天 河南 理工 男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类 

秦浩然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类 

李嘉文 安徽 理工 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

属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谷星原 北京 理工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

龙观育新学校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苏逸飞 甘肃 理工 男 

兰州市第五十九中学

（原兰炼二中）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杜江涛 河北 理工 男 邢台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李正奕 河北 理工 男 衡水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韦子琛 河北 理工 男 献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邢如龙 河北 理工 男 高碑店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薛浩东 河南 理工 男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岳洋 

内蒙

古 理工 男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李雪 山东 理工 女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卢天驰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实验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王家鹏 山东 理工 男 临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王天宇 山东 理工 男 临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杨江山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张新秀 山东 理工 男 东营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闫逸轩 天津 理工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胡焮铖 重庆 理工 男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自主招生 数学类 数学类 

陈立祥 湖北 理工 男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自主招生 土木工程类 地质工程 

刘启玄 湖北 理工 男 湖北省天门中学 自主招生 土木工程类 土木工程 

王薏源 辽宁 理工 男 沈阳市回民中学 自主招生 土木工程类 

理论与应用力学基

地班 

张元鹏 山东 理工 男 临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土木工程类 

理论与应用力学基

地班 

施澳 安徽 理工 男 安徽省滁州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王赛男 安徽 理工 女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

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王雪乔 北京 文史 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

验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白佳琪 甘肃 理工 女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贾斯丞 甘肃 理工 男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德语 

蒋竺晏 甘肃 理工 女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俄语 

金般若 甘肃 文史 女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雷恩帅 甘肃 理工 男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

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法语 

李梦媛 甘肃 理工 女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吴彦桦 甘肃 理工 女 甘肃省宁县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杨清清 甘肃 文史 女 嘉峪关市酒钢三中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法语 

张连凯 甘肃 文史 男 兰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法语 

周旭嘉 广西 理工 男 柳州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方玮琦 河北 文史 男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俄语 

刘家彤 河北 理工 女 

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

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俄语 

袁雪婷 河北 理工 女 衡水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日语 

李紫农 

黑龙

江 理工 男 七台河新一中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日语 

尚可欣 

黑龙

江 文史 女 大庆市第四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罗筱嘉 湖北 文史 女 十堰市郧阳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刘嘉琪 湖南 理工 女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第一子弟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法语 

侯雨彤 

内蒙

古 理工 女 包头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王叶 

内蒙

古 理工 女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法语 

栾雅雯 山东 理工 女 山东省烟台第四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德语 

石桐 山东 理工 女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张梦员 山东 理工 女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

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法语 

李宇涵 陕西 理工 女 咸阳市实验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俄语 

任天翊 陕西 文史 男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俄语 

姚怡馨 陕西 文史 女 陕西省西安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张亦卓 陕西 理工 女 留坝县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英语 

糜佳琪 新疆 理工 女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

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外国语言类 俄语 

陈启欣 安徽 理工 男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

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何凯 安徽 理工 男 安徽省桐城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米军建 安徽 理工 男 颍上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倪瑞华 安徽 理工 男 合肥一六八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王攀宇 安徽 理工 男 淮北市第十二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项磊磊 安徽 理工 男 颍上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蔡新宇 福建 理工 男 福建省福州延安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谭钧壬 甘肃 理工 男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王培哲 河北 理工 男 邯郸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左贤达 河北 理工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曹宸 河南 理工 男 夏邑县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李序昆 河南 理工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夏及皓 河南 理工 男 郑州市第四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许昌昌 河南 理工 男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应傲华 河南 理工 男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

级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张凯歌 河南 理工 男 

开封市立洋外国语学

校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张林丛 河南 理工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赵瑞丰 河南 理工 男 修武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何英杰 江西 理工 男 江西省峡江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卢博文 江西 理工 男 

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

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温梁臻 江西 理工 男 赣州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陈乐为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杜启瑞 山东 理工 男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付志军 山东 理工 男 

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

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李明蔚 山东 理工 男 蒙阴县实验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马向浩 山东 理工 男 茌平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盛国楷 山东 理工 男 莒县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战经纬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张超 山东 理工 男 济宁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董雨奇 山西 理工 男 太原市外国语学校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方徽 四川 理工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

中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张尹博文 四川 理工 男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袁志鹏 新疆 理工 男 阜康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蒋弘玥 浙江 

综合

改革 女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魏诗怡 浙江 

综合

改革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物理学类 物理学类 

陈宇亮 福建 理工 男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电子信息类 

王浩雨 甘肃 理工 男 兰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电子信息类 

徐帆 甘肃 理工 男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计算机类 



学 

赵泽友 甘肃 理工 男 

金昌市金川总校第一

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电子信息类 

张良康 河北 理工 男 邯郸市冀南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计算机类 

张心怡 河北 理工 女 唐山市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计算机类 

郭子豪 河南 理工 男 汤阴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计算机类 

高宸 山东 理工 男 邹平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计算机类 

洪溯宁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电子信息类 

王志新 山东 理工 男 济宁市育才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电子信息类 

张心宇 陕西 理工 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

属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计算机类 

郑泽扬 陕西 理工 男 咸阳市实验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计算机类 

彭宇 西藏 理工 男 平江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计算机类 

陈喆 新疆 理工 男 石河子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电子信息类 

林啸 浙江 

综合

改革 男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信息科学类 计算机类 

陈兆乾 甘肃 理工 男 漳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陈庄 甘肃 理工 男 兰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口腔医学 

付雨青 甘肃 理工 女 陇南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黄飞 甘肃 理工 男 庆阳第二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贾洪林 甘肃 理工 男 

兰州交通大学东方中

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口腔医学 

刘润铭 甘肃 理工 男 山丹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马邓荣 甘肃 理工 男 文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王玉帛 甘肃 理工 女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口腔医学 

王子睿 甘肃 理工 男 

兰州市第五十九中学

（原兰炼二中）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王子璇 甘肃 理工 女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武煜松 甘肃 理工 男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邢玥 甘肃 理工 女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口腔医学 

杨馨玥 甘肃 理工 女 康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张书源 甘肃 理工 男 甘肃省张掖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张程远 河北 理工 女 永年县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杨浩宇 河南 理工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医学影像学 

李克凡 山东 理工 男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医学影像学 

李亚儒 山东 理工 男 德州市第一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药学 

吕娜 山东 理工 女 东平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药学 

王方舟 山东 理工 男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曾宪琳 陕西 理工 女 宝鸡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口腔医学 

蒲天旭 陕西 理工 男 宝鸡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王文轩 陕西 理工 男 陇县第二高级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临床医学 

张酉良 陕西 理工 男 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 自主招生 医药类 口腔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