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编号 姓名 所在学校 所在单位 总成绩 类别

2021SST164 邢译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96.47 硕士

2021SST001 鲍宗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295.691 硕士

2021SST040 郭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95.441 硕士

2021SST157 向旭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85.384 硕士

2021SST064 蒋炆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84.634 硕士

2021SST177 叶苏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82.957 硕士

2021SST023 段皓彬 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学院 281.068 硕士

2021SST085 刘美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9.916 硕士

2021SST112 彭毛小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8.691 硕士

2021SST059 江良伟 四川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7.452 硕士

2021SST158 肖思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7.141 硕士

2021SST009 陈人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76.289 硕士

2021SST069 李瑞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76.0 硕士

2021SST201 赵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5.585 硕士

2021SST217 邹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5.583 硕士

2021SST138 王健宇 天津大学 智能与计算学部 273.622 硕士

2021SST173 杨开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2.383 硕士

2021SST068 李沛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71.691 硕士

2021SST179 尹子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1.102 硕士

2021SST207 赵婉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0.443 硕士

2021SST181 余杰 华北电力大学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268.577 硕士

2021SST141 王俊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67.486 硕士

2021SST120 宋法兴 同济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64.688 硕士

2021SST196 张文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64.442 硕士

2021SST170 薛春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64.243 硕士

2021SST127 田周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63.842 硕士

2021SST212 郑耀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63.791 硕士

2021SST008 陈克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63.422 硕士

2021SST118 石浤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63.377 硕士

2021SST204 赵久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63.132 硕士

2021SST203 赵金琨 北京邮电大学 国际学院 262.642 硕士

2021SST088 刘心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62.178 硕士

2021SST016 褚童 电子科技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261.344 硕士

2021SST161 谢其骏 西北工业大学 软件学院 260.615 硕士

2021SST038 葛毅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59.438 硕士

2021SST099 罗哲焱 上海大学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 259.11 硕士

2021SST002 蔡文川 郑州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258.721 硕士

2021SST054 胡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信息工程学院 258.661 硕士

2021SST020 丁奇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57.451 硕士

2021SST206 赵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55.554 硕士

2021SST126 滕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55.45 硕士

2021SST031 付佳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54.422 硕士

2021SST083 刘珂筝 中国农业大学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254.067 硕士

2021SST060 姜春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53.629 硕士

2021SST018 邓坤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软件学院 251.902 硕士

2021SST191 张庆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51.426 硕士

2021SST160 谢谨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50.547 硕士

2021SST096 刘紫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9.371 硕士

2021SST061 姜佳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9.097 硕士

2021SST135 王佳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49.091 硕士

2021SST051 胡柯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8.858 硕士

2021SST093 刘泽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8.551 硕士

2021SST095 刘子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8.328 硕士

2021SST106 穆朋朋 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248.3 硕士

2021SST214 祝世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7.898 硕士

2021SST198 张宇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246.625 硕士

2021SST145 王宁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246.473 硕士

2021SST041 郭立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6.41 硕士

2021SST117 施雨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5.56 硕士

2021SST202 赵博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5.165 硕士

2021SST107 南子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4.604 硕士

2021SST211 郑钦文 厦门大学 信息学院 243.532 硕士

2021SST048 郝纪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2.523 硕士

2021SST019 邓力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0.799 硕士

2021SST137 王嘉茜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学院 240.401 硕士

2021SST192 张晟玮 北京工业大学 樊恭烋荣誉学院 239.555 硕士

2021SST195 张万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9.459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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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SST076 梁世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9.077 硕士

2021SST149 王泽铠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7.875 硕士

2021SST215 庄廓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7.149 硕士

2021SST150 王正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6.611 硕士

2021SST105 孟令达 郑州大学 软件学院 236.604 硕士

2021SST050 何逸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5.875 硕士

2021SST199 张稚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4.499 硕士

2021SST144 王渌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34.49 硕士

2021SST062 姜一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软件学院 233.78 硕士

2021SST102 马晓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2.608 硕士

2021SST037 高炜贺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232.412 硕士

2021SST011 陈新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1.529 硕士

2021SST174 杨远成 东北大学 软件学院 231.092 硕士

2021SST143 王可欣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0.239 硕士

2021SST216 庄思思 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230.032 硕士

2021SST080 凌龙 青海大学 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 229.986 硕士

2021SST113 齐顺鹏 河北工业大学 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 229.441 硕士

2021SST210 赵祎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27.984 硕士

2021SST007 陈隽文 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26.255 硕士

2021SST169 薛冰清 太原理工大学 信息与计算机学院 225.818 硕士

2021SST087 刘顺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224.756 硕士

2021SST209 赵琰 中南大学 计算机学院 223.876 硕士

2021SST072 李祥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22.26 硕士

2021SST114 曲文涛 华北电力大学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222.236 硕士

2021SST021 丁子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22.087 硕士

2021ZBT021 向未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87.724 直博

2021ZBT002 丛睿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81.386 直博

2021ZBT024 张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80.33 直博

2021ZBT001 陈宇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7.513 直博

2021ZBT016 毛豫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68.635 直博

2021ZBT008 胡彬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59.88 直博

2021ZBT011 廖天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53.069 直博

2021ZBT017 聂志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52.457 直博

2021ZBT012 刘若眉 东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39.626 直博

2021ZBT013 刘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9.274 直博

2021ZBT025 赵晓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4.491 直博

2021ZBT004 丁一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32.056 直博

2021ZBT023 尤美玥 北京化工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26.218 直博

2021ZBT009 贾惠婷 暨南大学 国际学院 206.179 直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