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矿业大学第五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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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人） 

1、高数 A3基础课之星（共 44人） 

矿业工程学院（2名） 

郭  强（矿业工程国际班（采矿方向）2018班）     

王晓园（女 工业工程 2018-02班） 

安全工程学院（2名） 

孙慧颖（女 安全工程 2018-02班）                 

毛佳伟（安全工程（国际班）2018-05班）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9名） 

王姜洋（工程力学 2018-02班）                    

乔宇丽（女 工程力学 2018-02班） 

何泉江（土木工程 2018-06班）                    

汪子建（土木工程 2018-09班） 

晏文祥（土木工程 2018-11班）                    

高  岩（工程力学 2018-02班） 

何亚迪（土木工程 2018-08班）                    

郑亚楠（女 土木工程 2018-02班） 

张  典（土木工程 2018-08班） 

机电工程学院（1名） 

付成龙（机械类 2018-06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9名） 

姚  欢（自动化类 2018-14班）                    

赵荣焕（自动化类 2018-12班） 

孙志康（自动化类 2018-13班）                    

张雅莉（女 自动化类 2018-13班） 

吴  睿（自动化类 2018-07班）                    



周晋君（女 自动化类 2018-02班） 

景  杰（自动化类 2018-12班）                    

祝  琛（自动化类 2018-06班） 

胡子璇（女 自动化类 2018-09班）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2名） 

丁晨龙（资源勘查工程 2018-01班）                

蔡  进（地质工程 2018-01班） 

化工学院（1名） 

董俊伟（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工程师）2018-01班） 

环境与测绘学院（3 名） 

单庶原（测绘工程 2018-02班）                      

徐星阳（测绘工程 2018-04班） 

朱美国（测绘工程 2018-03班）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6名） 

毛永峰（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1班）            

李彦榕（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8班） 

刘  浩（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3班）            

李佳伟（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9班） 

李雅婷（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7班）         

刘  佳（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11班） 

物理学院（2名） 

姜泽宇（应用物理学 2018-02班）                    

王金昊（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8-02班） 

数学学院（1名） 

于  果（数学类 2018-04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5 名） 

张  宇（计算机类 2018-10班）                      

邓逸涛（计算机类 2018-15班） 

滕玉璠（女 计算机类 2018-10班）                   



杨承润（计算机类 2018-14班） 

艾冠先（计算机类 2018-14班） 

管理学院（1名） 

卢晓熠（女 会计学 2018-01班） 

 

2、高等数学 A4基础课学习之星（共 51 人） 

矿业工程学院(4名) 

方  总（工业工程 2018-01班）                  

郭  强（矿业工程国际班（采矿方向）2018班） 

杨  阳（矿业工程国际班（采矿方向）2018班）     

赵理想（工业工程 2018-01班） 

安全工程学院 （3名） 

孙慧颖(女 安全工程 2018-02班)                

万景明(安全工程 2018-01班) 

毛佳伟（安全工程（国际班）2018-05班）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5名） 

杨俊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2018-02班）     

刘顾成（土木工程 2018-05班）  

程春燕（土木工程 2018-06班）                   

刘振飞（土木工程 2018-06班） 

张卓越（土木工程 2018-02班) 

机电工程学院（6名） 

刁新顺（机械类 2018-11班）                     

陈道硕（机械类 2018-07班） 

薛  斌（机械类 2018-10班）                     

季  炜（机械类 2018-11班） 

陈沛儒（机械类 2018-06班）                     

张  震（机械类 2018-08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6名） 



赵  全（自动化类 2018-08班）                   

韩立静（自动化类 2018-03班） 

赵海涛（自动化类 2018-11班）                   

董运龙（自动化类 2018-11班） 

姚  越（自动化类 2018-10班）                   

祝  琛（自动化类 2018-06班）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3名） 

李  辰（地质工程 2018-01班）                   

伍炜天（地球物理学 2018-01班） 

蔡  进（地质工程 2018-01班） 

化工学院（1名） 

朱多磊（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2018-1班）      

环境与测绘学院（1 名） 

黄  鹏（环境工程 2018-01班）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12名） 

刘冠男（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11班）         

段宏伟（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6班） 

李佳伟（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9班）         

黄  杏（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3班） 

李彦榕（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8班）         

闫其宇（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2班） 

代金贵（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1班）         

王晓鹏（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1班） 

王恩哲（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12班）         

黄雪莲（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8班） 

金洲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8班）         

丁天翔（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10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4 名） 

黄佳慧（计算机类 2018-15班）                   



王亚宁（计算机类 2018-08班） 

艾冠先（计算机类 2018-14班）                   

卢振宇（计算机类 2018-09班） 

管理学院（3名） 

陈帅超（会计学 2018-01班）                     

李佳音（会计学 2018-04班） 

陈洪浩（会计学 2018-02班） 

物理学院（3名） 

姜泽宇（应用物理学 2018-02班）                 

魏梦杰（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8-02班） 

朱怡杰（应用物理学 2018-01班） 

 

二、大学物理“基础课学习之星”获奖学生名单（40人） 

1、大物 A1大物 A1基础课之星（共 16人） 

机电工程学院（2名） 

贾  琛（机械类 2018-01班）                     

付成龙（机械类 2018-06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1名）  

穆世龙（自动化类 2018-15班）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1名） 

伍炜天（地球物理学 2018-01班）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10名） 

魏子硕（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3班）         

李佳伟（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9班） 

彭启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5班）         

段宏伟（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6班）          

黄雪莲（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8班）      

周  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8班）         



关  新（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1班）         

沈逸舟（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6班）         

金洲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8班）         

孙成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2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 名） 

艾冠先（计算机类 2018-14班）                   

张京（女 计算机类 2018-15班） 

 

2、大物 B1基础课学习之星（共 24人） 

矿业工程学院（3名） 

赵庆新（矿业工程国际班（采矿方向）2018班）     

郭昊天（工业工程 2018-01班） 

杨  阳（矿业工程国际班（采矿方向）2018班） 

安全工程学院（1名） 

公天正（安全工程 2018-03班）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3名） 

严  宽（土木工程 2018-01班）                   

刘顾成（土木工程 2018-05班） 

郑  植（土木工程 2018-09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7名） 

董运龙（自动化类 2018-11班）                  

赵  全（自动化类 2018-08班） 

庄国炜（自动化类 2018-07班）                  

马  康（自动化类 2018-01班） 

吴  睿（自动化类 2018-07班）                  

黄新宇（自动化类 2018-12班） 

韩秋艺（女 自动化类 2018-12班） 

化工学院（5名） 

刘卫华（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8-3班）             



董俊伟（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工程师）2018-01班） 

平  洋（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8-2班）             

张  盛（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8-4班） 

李小江（应用化学 2018-1班） 

环境与测绘学院（2 名） 

徐星阳（测绘工程 2018-04班）                  

任珂辉（地理信息科学 2018-02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3 名） 

李九章（计算机类 2018-10班）                  

王键群（计算机类 2018-01班） 

李梦崑（计算机类 2018-14班） 

 

三、综合英语“基础课学习之星”获奖学生名单（114人） 

1、综合英语 2基础课学习之星（共 60人） 

矿业工程学院（1名） 

戴  雄（男 矿业工程国际班（采矿方向）2018班） 

安全工程学院（1名） 

冯温婷（女 安全工程 2018-02班）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6名） 

乔宇丽（女 工程力学 2018-02班）               

何泉江（男 土木工程 2018-06班） 

潘辰昕（男 土木工程 2018-09班）               

赵  烜（男 土木工程 2018-03班） 

王  淼（女 工程管理 2018-02班）               

孟可欣（女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2018-01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5名） 

李  进（男 自动化类 2018-09班）               

王洪海（男 自动化类 2018-15班） 



孙海晰（男 自动化类 2018-09班）               

陈宇帆（男 自动化类 2018-10班） 

吴  睿（男 自动化类 2018-07班）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1名） 

杜明泽（男 地球物理学 2018-02班） 

化工学院（2名） 

宋美莹（女 生物工程 2018-2班）                

熊  敏（女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8-1班）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5名） 

侯  萌（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3班）     

林家文（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5班） 

赵  琦（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8班）     

关  新（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1班） 

鲍洁滢（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9班） 

材料与物理学院（6 名） 

祝双双（女 材料类 2018-06班）                 

牛丽君（女 材料类 2018-04班） 

徐  洁（女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8-01班）     

陶林泽（男 材料类 2018-08班） 

耿  烁（男 材料类 2018-07班）                 

薛子贤（女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8-03班） 

数学学院（5名） 

张启元（男 数学类 2018-01班）                 

郭笑琰（男 数学类 2018-05班） 

杨  莹（女 数学类 2018-04班）                 

杨骐骏（男 数学类 2018-05班） 

朱敏妮（女 数学类 2018-03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3 名） 

薛皓文（男 计算机类 2018-05班）               



姬小双（男 计算机类 2018-14班） 

薛思维（男 计算机类 2018-15班） 

管理学院（15 名） 

黄文琳（女 会计学 2018-03班）                 

金圣淇（女 金融学 2018-02班） 

翟雪晶（女 人力资源管理 2018-03 班）           

张海婷（女 金融学 2018-02班） 

夏雪莉（女 会计学 2018-02班）                 

陈  伟（男 金融学 2018-03班）                 

侯瑶佳（女 会计学 2018-04班）                 

付子怡（女 市场营销 2018-02班）               

郝睿文（男 金融学 2018-02班）                 

段升洁（女 会计学 2018-04班）                

陈帅超（男 会计学 2018-01班）                 

谈云潇（男 人力资源管理 2018-03 班）           

万雨蒙（女 金融学 2018-01班）                 

赵亚倩（女 金融学 2018-01班）                 

武  薇（女 金融学 2018-03班） 

公共管理学院（4名） 

周  聪（女 法学 2018-01）                      

赵莹莹（女 行政管理 2018-03） 

潘翠羽（女 广播电视学 2018-01）                

鲍士云（女 法学 2018-02）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1名） 

史  倩（女 英语 2018-01班） 

建筑与设计学院（5 名） 

田简宁（男 建筑学 2018-02班）                 

夏  蕾（女 建筑学 2018-02班） 

刘  莹（女 工业设计 2018-01班）               



刘  洋（男 工业设计 2018-01班） 

沈苏怡（女 建筑学 2018-03班） 

 

2、综合英语 4基础课学习之星（共 54人）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3名） 

邱英杰（女 土木工程 2017-01班）               

蒋文扬（男 土木工程 2017-01班） 

卢春梅（女 工程管理 2017-01班） 

机电工程学院（2名） 

高瑞齐（男 机械工程 2017-01班）               

倪  鹏（男 机械工程 2017-07班）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4名） 

梅茹雪（女 电子信息工程 2017-14 班）           

罗贤铭（男 电子信息工程 2017-12 班） 

朱家良（男 电子信息工程 2017-14 班）           

刘宇钦（男 电子信息工程 2017-08 班） 

化工学院（4名） 

王格格（女 矿业工程国际班（矿加方向）2017）   

卢  旺（男 矿业工程国际班（矿加方向）2017） 

董璐璐（女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2017-02班）     

刘  敏（女 应用化学 2017-02班 ） 

环境与测绘学院（3 名） 

辛世纪（男 测绘工程 2017-05班）               

吴  豪（男 测绘工程 2017-02班） 

郭雪琴（女 地理信息科学 2017-02 班）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4名） 

黄思远（男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7-08班）         

吴佳琦（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7-06班） 

陈中阳（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7-01班）     



盛烨雯（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7-08班） 

材料与物理学院（7 名） 

潘晓怡（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陶瓷与电）2017-02班） 

孙  林（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材料 2017-02班） 

王文茜（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材料）2017-02班） 

肖  鑫（男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7-3班） 

朱惠敏（女 应用物理学 2017-1班）                

彭泓睿（男 应用物理学 2017-1班） 

李慧男（女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7-1班） 

数学学院（2名） 

严家琪（女 统计学 2017-02班）                   

王鹏勇（男 统计学 2017-01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5 名）  

李  昊（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04班）         

余桐轩（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02班） 

郑雅璇（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05班）         

韩世杰（男 信息安全 2017-02班） 

董  汇（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05班） 

管理学院（7名） 

江婷婷（女 人力资源管理 2017-01 班）             

王慕琳（女 金融学 2017-01班） 

卢安丁（男 会计学 2017-02班）                   

宋  佳（女 会计学 2017-03班） 

李  欣（女 会计学 2017-03班）                   

徐赏（女 金融学 2017-02班） 

曹馨予（女 会计学 2017-02班） 

公共管理学院（7名） 

袁丹丹（女 法学 2017-01班）                     

纪如萍（女 汉语言文学 2017-01班） 



罗雨桐（女 广播电视学 2017-01班）               

陈凯强（男 法学 2017-03班） 

徐心雨（女 法学 2017-02班）                     

彭晓银（女 法学 2017-01班） 

瞿欣怡（女 行政管理 2017-01班）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3名） 

陈奈儿（女 英语 2017-01班）                     

张  颖（女 英语 2017-03班） 

季莹莹（女 英语 2017-03班） 

建筑与设计学院（3 名） 

钟沁宁（女 建筑学 2017-01班）                   

齐熠璇（女 建筑学 2017-03班） 

王定轩（男 工业设计 2017-01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