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开题考核结果公示 

2020年 11 月 27 日和 12 月 2 日，中心按照研究生院对全体 2019

级硕士研究生集中开题要求，分成五个小组，分别进行了集中开题，

现将开题考核结果公示如下： 

序号 专业名称 学号 姓名 考核结果 

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811038 朱益磊 通过 

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01 柏京 良好 

3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02 陈云飞 良好 

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03 冯文浩 通过 

5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04 顾发东 通过 

6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05 杭建伟 良好 

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06 何丽芳 优秀 

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07 胡建斌 通过 

9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08 华旭辉 优秀 

1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09 敬睿 通过 

1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10 李谷涵 良好 

1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11 李明慧 优秀 

13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12 廖敏泉 良好 

1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13 林啟旭 通过 

15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14 刘晨晨 暂缓通过 

16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15 刘家铭 良好 

1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16 刘振鹏 通过 

1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17 路德乐 通过 

19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18 吕婉宁 良好 

2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19 毛艳虹 良好 

2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20 强壮 通过 

2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21 孙雪雷 优秀 

23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22 王朋 暂缓通过 

2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23 谢之昂 暂缓通过 

25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24 杨思佳 通过 

26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25 尤晓柏 通过 

2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26 张晨滢 通过 



序号 专业名称 学号 姓名 考核结果 

2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27 张曼 暂缓通过 

29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28 张猛 良好 

3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29 赵婷 通过 

3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30 赵有龙 通过 

3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31 周游 良好 

33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S1911032 祝路峰 通过 

34 水利工程 S1911033 郭鑫 良好 

35 水利工程 S1911034 李迷 良好 

36 水利工程 S1911035 孟天舒 良好 

37 水利工程 S1911036 王玺 优秀 

38 水利工程 S1911037 王新 通过 

39 水利工程 S1911038 张发坤 良好 

40 水利工程 S1911039 赵爽 优秀 

41 水利工程 S1911040 赵文赫 良好 

42 生物医学工程 S1911041 柳应倩 暂缓通过 

43 生物医学工程 S1911042 乔筱祺 良好 

44 生物医学工程 S1911044 辛田野 优秀 

45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01 鲍海峰 良好 

46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02 陈猛飞 良好 

4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03 陈琪 良好 

4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04 陈扬 通过 

49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05 陈崟炜 良好 

5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06 丛鑫港 通过 

5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07 崔展 良好 

5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08 范凤仪 通过 

53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09 方恬 良好 

5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10 龚小波 通过 

55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11 顾明磊 通过 

56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12 郭超 通过 

5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13 何攀 优秀 

5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14 洪世明 暂缓通过 

59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15 李广朋 通过 

6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16 刘佳玲 通过 

6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17 罗伟 通过 

6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18 茅佳雨 良好 



序号 专业名称 学号 姓名 考核结果 

63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19 潘文翊 暂缓通过 

6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20 潘云欣 通过 

65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21 孙振新 通过 

66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22 王金也 暂缓通过 

6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23 王芮 优秀 

6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24 肖雅婧 良好 

69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25 熊伟 通过 

7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26 徐笑 优秀 

7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27 徐笑天 暂缓通过 

7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28 许凯 通过 

73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29 许珂 通过 

7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30 杨飞 良好 

75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31 杨港 良好 

76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32 袁硕磊 通过 

7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33 詹黎明 通过 

7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34 张安琪 良好 

79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35 张帅 通过 

8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36 张岩璐 通过 

8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37 张洋杰 通过 

8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38 张宇航 良好 

83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39 张哲轩 通过 

8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40 赵付建 优秀 

85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41 周成 良好 

86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42 朱涵 良好 

87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43 庄祥 通过 

88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Z1911044 邹佳敏 通过 

特此公示！相关成绩可以到流体中心 303 办公室查询。如对考核

结果有异议，请于 12 月 11 日上午 10:00 前向中心反映！ 

中心联系人：徐老师，电话：0511-88790278。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20年 12 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