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2019届优秀毕业生名单汇总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1 315202050120 刘祥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科1501

2 315202050110 顾旭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科1501

3 315202070143 张光耀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网络1501班

4 315202070139 俞晓斌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网络1501班

5 315202060139 王静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6 315202060141 王婷婷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7 315202060143 吴慎华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8 315202060155 张晶锦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1

9 315202060215 匡磊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10 315202060206 储著兵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11 315202060259 张影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2

12 315202060321 李迅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3

13 315202060360 周晓杰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3

14 315202060324 刘健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3

15 315202060410 杜飞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4

16 315202060461 朱金钢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4

17 315202060502 曹意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5

18 315202060529 刘洋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5

19 315202060554 张长见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5

20 315202060658 朱阿莉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6

21 315202060603 董学周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6

22 315202060727 李鑫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23 315202060707 陈远航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24 315202060751 于梦思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25 315202060752 余宏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7

26 315202060822 黄文宇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8

27 315202060806 陈其强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1508



28 315207030127 汪智敏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1

29 315207030140 张帅帅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1

30 315207030240 张星宇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2

31 315207030237 张丹丹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2

32 315207030220 刘纪红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1502

33 315207020124 陶秀文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1

34 315207020130 王运波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1

35 315207020235 徐玉明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2

36 315207020220 李玉婷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信1502

37 315207040111 葛朝强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1

38 315207040131 吴建琳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1

39 315207040204 从茵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2

40 315207040220 苗飞祥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2

41 315207030231 王荣杰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3

42 315207040325 王欣桐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3班

43 315207040414 沈浩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4班

44 315207040416 苏许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1504班

45 315207010109 丁陵梅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1

46 315207010124 涂晓纯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1

47 315207010208 程宇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2

48 315207010245 钟丹丹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1502

49 315201020244 朱正超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2

50 315201020141 赵臣臣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1

51 315201020330 吴飞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3

52 315201020416 乐玉峰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4

53 315201020303 程鹍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3

54 315201020110 黄长城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1

55 315201020242 朱晓明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2

56 315201020410 郭变变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1504

57 315201040121 粱长洋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1

58 315201040145 闫东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1



59 315201040228 王雯雯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2

60 315201040221 屈文浩 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1502

61 315201030132 王起明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1501

62 315201030144 叶开放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1501

63 315201030111 范玲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1501

64 315201010123 王成伟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1

65 315201010139 张响响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1

66 315201010226 汤守伟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2

67 315201010228 王浩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2

68 315201010328 魏绍强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3

69 315201010321 陶雪颖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3班

70 315201010416 李思远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4

71 315201010442 赵燕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1504

72 315205040144 邹静静 管理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1501

73 315205040121 沈倩 管理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1501

74 315205010123 王蕊 管理工程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1501

75 315205010113 李跃文 管理工程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1501

76 315205020108 方梦婷 管理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1501

77 315205020135 张蒙蒙 管理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1501

78 315205030118 刘芳 管理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1501

79 315205030113 郝紫金 管理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1501

80 313106050107 丁群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1502

81 315106040205 何群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1502

82 315106040207 胡胜祖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1501

83 315106040211 李亚如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1502

84 315106050120 刘刚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1501

85 315106060115 刘烁 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1501

86 315106020117 刘悦 艺术设计学院 动画1501

87 315106050124 马丽莹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1501

88 315106040226 王相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1501

89 315106050224 汪瑞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1502



90 315106060129 夏孟磊 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1501

91 315106040142 郑佳慧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1502

92 315106050143 周文舟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1502

93 315211010117 荣昱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1

94 315211010238 张璐璐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2

95 315211010226 王雅文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1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