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矿业大学第六届“基础课学习之星”获奖名单 

一、高等数学“基础课学习之星”获奖学生名单（131人） 

1.高数A1基础课之星（共72人） 

矿业工程学院（2人） 

韩演（矿业类2019-08班） 

汪旭（矿业类2019-08班）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15人） 

胡玲（力学类2019-02班） 

龙思泰（力学类2019-02班） 

王灏（土木类2019-02班） 

胡雷雨（土木类2019-02班） 

马小川（土木类2019-03班） 

孙伟豪（土木类2019-06班） 

孙浩亮（土木类2019-06班） 

姚炜柏（土木类2019-06班） 

薛恺文（土木类2019-07班） 

汪璨（土木类2019-09班） 

杜青铉（土木类2019-09班） 

杨博森（土木类2019-09班） 

张飞扬（土木类2019-10班） 

林丽文（土木类2019-13班） 

刘飞飞（土木类2019-14班） 

机电工程学院（5人） 

徐鸿阳（机械类2019-01班） 

王杰永（机械类2019-03班） 



陈耀斌（机械类2019-06班） 

张琨泽（机械类2019-08班） 

张宇（机械类2019-11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6人） 

王隽泽（电子信息类2019-01班） 

陈梓恺（电子信息类2019-03班） 

卓厚贤（电子信息类2019-04班） 

申成博（电子信息类2019-06班） 

周巳喆（电子信息类2019-11班） 

周颖杰（电子信息类2019-12班）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3人) 

王若宇（地质类2019-02班） 

张晟源（地质类2019-04班） 

曾彦祖（地质类2019-09班） 

化工学院（7人） 

朱涵宇（化工与制药类2019-02班） 

齐开元（化工与制药类2019-05班） 

喻潇（化工与制药类2019-06班） 

祝潇扬（机械类2019-14班） 

付家奕（矿业类2019-11班） 

李智超（矿业类2019-12班） 

周瑞（矿业类2019-14班） 

环境与测绘学院（5人） 

李尨辰（测绘类2019-03班） 

易青青（测绘类2019-03班） 

赵子尧（测绘类2019-10班） 



刘文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2019-04班） 

张盼（环境科学与工程类2019-06班）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11人） 

张恒晋（电气类2019-02班） 

徐孝龙（电气类2019-02班） 

武文韬（电气类2019-02班） 

刘泉（电气类2019-03班） 

张茂梁（电气类2019-04班） 

周书楠（电气类2019-07班） 

刘华杰（电气类2019-07班） 

高慧民（电气类2019-07班） 

胡航博（电气类2019-09班） 

时文韬（能源动力类2019-01班） 

郁有进（能源动力类2019-02班） 

材料与物理学院（6人） 

冯星宇（物理2019-1班） 

吴宗铄（物理2019-2班） 

裴凡衔（物理2019-2班） 

范毅（物理2019-2班） 

杨铎（物理2019-3班） 

刘伟（物理2019-4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5人） 

尉高耀（计算机类2019-01班） 

刘严颐（计算机类2019-03班） 

杨骏（计算机类2019-04班） 

赵辰烜（计算机类2019-12班） 



杨浩宇（计算机类2019-12班） 

经济管理学院（3人） 

朱丽（工商管理类2019-01班） 

李文娟（工商管理类2019-09班） 

王秋爽（经济与贸易类2019-02班）  

建筑与设计学院（2人） 

张国良（机械类2019-16班） 

田培（机械类2019-16班） 

国际学院（2人）  

尹路加（土木工程2019-01班） 

赵建翔（土木工程2019-03班） 

2.高数A2基础课之星（共59人） 

矿业工程学院（3人） 

毛严楷（矿业类2019-06班） 

王研戈（矿业类2019-08班） 

刘政（矿业类2019-08班） 

安全工程学院（1人） 

梁琛裕（安全科学与工程类2019-01班）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3人） 

杨忠原（力学类2019-03班） 

胡雷雨（土木类2019-02班） 

李倡万（土木类2019-05班） 

机电工程学院（5人） 

徐鸿阳（机械类2019-01班） 

范彤辉（机械类2019-02班） 

王杰永（机械类2019-03班） 



陈云鹏（机械类2019-03班） 

姜宇聪（机械类2019-06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7人） 

訾鸿达（电子信息类2019-03班） 

岳心怡（电子信息类2019-05班） 

陶子鹏（电子信息类2019-10班） 

张鸿（电子信息类2019-11班） 

王耀宗（电子信息类2019-11班） 

徐小九（电子信息类2019-13班） 

李蓝馨（电子信息类2019-13班）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3人) 

王若宇（地质类2019-02班） 

张晟源（地质类2019-04班） 

季思同（地质类2019-09班） 

化工学院（3人） 

付家奕（矿业类2019-11班） 

闫昭宇（机械类2019-13班） 

王留涛（矿业类2019-12班） 

环境与测绘学院（5人） 

陈诗琳（测绘类2019-02班） 

饶然杰（测绘类2019-02班） 

安金波（测绘类2019-04班） 

刘文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2019-04班） 

张盼（环境科学与工程类2019-06班）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8人） 

张恒晋（电气类2019-02班） 



王佳辉（电气类2019-02班） 

武文韬（电气类2019-02班） 

吴一尘（电气类2019-06班） 

单鑫正（电气类2019-06班） 

陈曙光（能源动力类2019-01班） 

刘峰（能源动力类2019-04班） 

刘帅（能源动力类2019-08班） 

材料与物理学院（6人） 

喻凯文（材料2019-4班） 

吴宗铄（物理2019-2班） 

胡杜楠（材料2019-6班） 

王宁宁（物理2019-1班） 

杨铎（物理2019-3班） 

闫颢（物理2019-4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6人） 

于清（计算机类2019-04班） 

党倩雯（计算机类2019-05班） 

上官昭桓（计算机类2019-06班） 

朱公澳（计算机类2019-11班） 

杨浩宇（计算机类2019-12班） 

王天宇（计算机类2019-12班） 

经济管理学院（9人） 

朱丽（工商管理类2019-01班） 

陈亮（工商管理类2019-06班） 

林德周（工商管理类2019-08班） 

陈越凡（工商管理类2019-08班） 



吴小妹（工商管理类2019-10班） 

颜国华（工商管理类2019-10班） 

潘富晨（工商管理类2019-11班） 

陈玲玲（经济与贸易类2019-01班） 

施磊（经济与贸易类2019-01班）  

二、综合英语“基础课学习之星”获奖学生名单（145人） 

1.综英（1）基础课之星（共89人） 

矿业工程学院（3人） 

陈宜江（矿业类2019-01班） 

康心怡（矿业类2019-03班） 

静彦齐（矿业类2019-10班） 

安全工程学院（1人） 

樊嘉祺（安全科学与工程类2019-03班） 

高博涵（安全科学与工程类2019-06班）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8人） 

石宇轩（土木工程2017-03班） 

周昶旭（土木类2019-02班） 

谭力文（土木类2019-05班） 

姜雨（土木类2019-07班） 

薛恺文（土木类2019-07班） 

顾梓轩（土木类2019-09班） 

汪璨（土木类2019-09班） 

光若云（土木类2019-11班） 

机电工程学院（2人） 

张少非（机械类2019-07班） 

叶昶彤（机械类2019-12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7人） 

王隽泽（电子信息类2019-01班） 

朱志文（电子信息类2019-01班） 

岳心怡（电子信息类2019-05班） 

张筱涵（电子信息类2019-07班） 

焦睿轩（电子信息类2019-08班） 

秦世林（电子信息类2019-12班） 

杜鑫苹（电子信息类2019-13班）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2人) 

刘睿琦（地质类2019-01班） 

刘正（地质类2019-06班） 

化工学院（3人） 

管一鸣（化工与制药类2019-03班） 

侯悦（化工与制药类2019-04班） 

何永健（化工与制药类2019-07班） 

环境与测绘学院（3人） 

陈诗琳（测绘类2019-02班） 

李斐然（测绘类2019-04班） 

孙萌（测绘类2019-07班）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10人） 

郭明齐（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工程师）2016-01班） 

严迅（电气类2019-02班） 

张茂梁（电气类2019-04班） 

韩颐雯（电气类2019-06班） 

危浩然（电气类2019-08班） 

张俊鹏（电气类2019-09班） 



朱季枫（电气类2019-09班） 

许奕然（能源动力类2019-02班） 

王紫叶（能源动力类2019-05班） 

陈连辉（能源动力类2019-06班） 

材料与物理学院（6人） 

喻泽宇（材料2019-6班） 

梁鸿飞（材料2019-6班） 

李苏雅（材料2019-7班） 

胡静仪（物理2019-1班） 

刘荀（物理2019-2班） 

王晓（物理2019-2班） 

数学学院（7人） 

司竣仁（数学类2019-01班） 

吴姝娴（数学类2019-01班） 

屈颖颖（数学类2019-01班） 

彭文翰（数学类2019-01班） 

关乐晨（数学类2019-02班） 

李雨彤（数学类2019-06班） 

侯雅洁（数学类2019-06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7人） 

郭炎亮（计算机类2019-01班） 

王唯一（计算机类2019-05班） 

范一鸣（计算机类2019-05班） 

宋诗雨（计算机类2019-06班） 

周黄鑫（计算机类2019-08班） 

纪庚辰（计算机类2019-09班） 



罗敏行（计算机类2019-09班） 

经济管理学院（14人） 

魏嘉欣（工商管理类2019-03班） 

谢美诗（工商管理类2019-05班） 

樊亚杰（工商管理类2019-05班）  

张语宸（工商管理类2019-06班） 

夏乾洋（工商管理类2019-09班） 

张誉文（工商管理类2019-10班） 

付紫萱（工商管理类2019-10班） 

赵芷萱（工商管理类2019-11班） 

王慧娟（工商管理类2019-11班） 

夏孟琦（工商管理类2019-12班） 

贾健斐（经济与贸易类2019-01班） 

宋瑜（经济与贸易类2019-02班） 

戴昊喆（经济与贸易类2019-04班） 

夏冰清（经济与贸易类2019-04班） 

公共管理学院（2人） 

吴春晓（法学2019-02班） 

舒馨（行政管理2019-02班）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12人） 

卜灵晓（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1班） 

余和歆（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1班） 

李心雨（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1班） 

邱秀琳（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2班） 

林瑞辉（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3班） 

王筱潼（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3班） 



李由杰（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4班） 

沈飞（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4班） 

李亚璇（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4班） 

缪诗嘉（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5班） 

张银顺（外国语言文学类2019-05班） 

王胜（英语2017-01班）  

建筑与设计学院（1人） 

朱依玟（建筑类2019-03班） 

2.综英（3）基础课之星（共56人） 

矿业工程学院（1人） 

杨阳（矿业类2018-05班）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4人） 

苏字龙（工程力学2018-02班） 

杨晨瑶（土木工程2018-03班） 

颜丙刚（土木工程2018-04班） 

代斌（土木工程2018-05班） 

机电工程学院（1人） 

张贯宇（机械类2018-05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7人） 

王典（电子信息类2019-09班） 

傅琳雅（自动化类2018-03班） 

吴睿（自动化类2018-07班） 

赵全（自动化类2018-08班） 

孟来好（自动化类2018-14班） 

姚欢（自动化类2018-14班） 

刘一江（自动化类2018-15班） 



环境与测绘学院（2人） 

田文杰（测绘工程2018-03班） 

刘龙敏（环境工程2018-03班）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3人） 

马钰涵（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01班） 

邱子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06班） 

李彦榕（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08班） 

材料与物理学院（2人） 

张子韬（物理学类2018-03班） 

邹佳乐（物理学类2018-04班） 

数学学院（4人） 

马琳（数学类2018-01班） 

吴晓宇（数学类2018-02班） 

李明炜（数学类2018-03班） 

朱敏妮（数学类2018-03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4人） 

罗鼎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018-02班） 

陈仲泓（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018-02班） 

刘昊（信息安全2018-01班） 

张绪（信息安全2018-03班） 

经济管理学院（12人） 

马子婧（电子商务2018-02班） 

麻赛瑶（国际经济与贸易2018-02班） 

何海洋（会计学2018-01班）  

张利（会计学2018-0） 

徐晴（会计学2018-03班） 



林樾（会计学2018-04班） 

李佳音（会计学2018-04班） 

刘淇（金融学2018-02班） 

周意（金融学2018-02班） 

武薇（金融学2018-03班） 

胡蓝芳（人力资源管理2018-03班） 

付子怡（市场营销2018-02班） 

公共管理学院（4人） 

林宵宵（法学2018-01班） 

郝笑颜（法学2018-02班） 

刘圆梦（法学2018-03班） 

陆晓晴云（汉语言文学2018-02班）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11人） 

范本龙（英语2018-01班） 

郭朋（英语2018-02班） 

施丁钰（英语2018-02班） 

郭思婕（英语2018-02班） 

沈妍佳（英语2018-02班） 

宗贝凝（英语2018-02班） 

段梦悦（英语2018-02班） 

吴静波（英语2018-03班） 

姚可欣（英语2018-04班） 

马玉（英语2018-04班） 

李然（英语2018-04班）  

建筑与设计学院（1人） 

蒋祎（环境设计2018-03班） 



三、大学物理“基础课学习之星”获奖学生名单（76人） 

1.大物A2基础课之星（共25人） 

机电工程学院（9人） 

贾琛（机械类2018-01班） 

陈子祥（机械类2018-01班） 

王浩然（机械类2018-02班） 

李世波（机械类2018-02班） 

孙正阳（机械类2018-05班） 

时佳伟（机械类2018-06班） 

王文柏（机械类2018-06班） 

李柱江（机械类2018-09班） 

井晓琨（机械类2018-11班）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2人) 

周世乐（地质工程2018-01班） 

晁琛（水文与水资源工程2018-02班）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12人） 

贾洪磊（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01班） 

唐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01班） 

张伟（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01班） 

孙成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02班） 

马志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03班） 

霍鲁杰（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04班） 

仇顺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05班） 

刘佳（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11班） 

朱刘家（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12班） 

王恩哲（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12班） 



邹杰（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8-12班） 

黄延延（能源与动力工程2018-08班） 

材料与物理学院（2人） 

陈锐杰（材料类2018-06班） 

彭鹏（材料类2018-08班） 

2.大物B2基础课之星（共51人） 

矿业工程学院（5人） 

王建志（矿业类2018-01班） 

张慧智（矿业类2018-03班） 

杨阳（矿业类2018-05班） 

张辰雨（矿业类2018-07班） 

王颖（矿业类2018-07班） 

安全学院（4人） 

田辰浩（安全工程2018-04班） 

岳勇兵（消防工程2018-01班） 

闫旭东（消防工程2018-01班）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6人） 

曲韵翔（工程力学2018-01班） 

裴俊（工程力学2018-01班） 

王姜洋（工程力学2018-02班） 

袁康（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2018-02班） 

黄嘉玮（土木工程2018-08班） 

张宏宇（土木工程2018-10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16人） 

代祥雨（自动化类2018-01班） 

周靖轩（自动化类2018-02班） 



傅琳雅（自动化类2018-03班） 

江宇成（自动化类2018-03班） 

雷震亚（自动化类2018-04班） 

马振峰（自动化类2018-05班） 

张昊轩（自动化类2018-07班） 

高海翔（自动化类2018-08班） 

黄韬（自动化类2018-11班） 

董运龙（自动化类2018-11班） 

韩秋艺（自动化类2018-12班） 

张卓旸（自动化类2018-13班） 

姚欢（自动化类2018-14班） 

相勇强（自动化类2018-14班） 

付振坤（自动化类2018-14班） 

张雨筱（自动化类2018-15班） 

化学学院（2人） 

贾继风（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2018-1班） 

熊朝智（化学工程与工艺2018-1班） 

数学学院（10人） 

吴九江（数学与应用数学2017-01班） 

杨修庆（数学与应用数学2017-01班） 

高瑞（数学与应用数学2017-01班） 

张婷（数学与应用数学2017-01班） 

赵江烁（数学与应用数学2017-01班） 

徐仪方（数学与应用数学2017-01班） 

赵子隆（数学与应用数学2017-03班） 

宋媛媛（统计学2017-01班） 



王鹏勇（统计学2017-01班） 

简俊桃（统计学2017-02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9人） 

赵昱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018-01班） 

郑书宸（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018-03班） 

柴保洛（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2018-01班） 

相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2018-02班） 

付傲（信息安全2018-01班） 

单秋红（信息安全2018-01班） 

黄主名（信息安全2018-02班） 

艾冠先（信息安全2018-02班） 

卢振宇（信息安全2018-02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