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2021 年推免生 

拟录取名单 
 

 

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招生工作小组审核，2021 年

推免生拟录取名单公布如下。 

 

 

姓名 招生类型 录取专业名称 复试成绩 

寻东民 直博生 微生物学 92.3 

王鸿奎 直博生 微生物学 91.85 

冯禹歌 直博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2.2 

王梦圆 直博生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2.05 

陈思然 直博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 81.96 

张磊 直博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 84.29 

杨家玺 直博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 93.15 

李云水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9 

许清林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85 

陈文雄*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54 

邱靖 硕士 电子信息 85.89 

楚哲 硕士 电子信息 82.39 

李璇 硕士 电子信息 85.15 

唐璐婕 硕士 电子信息 85.61 



陈蕾竹 硕士 电子信息 80.5 

顾梦溪 硕士 材料与化工 84.7 

刘志鹏 硕士 材料与化工 91.3 

袁心如 硕士 材料与化工 81.5 

林雨薇 硕士 材料与化工 88.25 

刘英明 硕士 材料与化工 79.9 

陈君杰 硕士 材料与化工 78.6 

柳程亮 硕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90.15 

梁业丰 硕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92.05 

周冬豪 硕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92.38 

汤彬 硕士 化学 92.75 

赵子昊 硕士 电子信息 85.13 

胡睿 硕士 电子信息 86.4 

董源哲 硕士 电子信息 90.15 

盛举义 硕士 电子信息 81.25 

刘晓菲 硕士 电子信息 91.96 

林瑾 硕士 电子信息 89.1 

谭方宁 硕士 电子信息 82.21 

刘菱 硕士 电子信息 85.4 

杭玉洁 硕士 电子信息 87.2 

余天枢 硕士 电子信息 85.46 

李梓聖 硕士 电子信息 79.89 



李子萱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3.8 

黎欣睿 硕士 生物与医药 79.6 

高海鑫 硕士 生物与医药 78.45 

闫利霞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4.05 

岳震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3.75 

张嘉欣 硕士 电子信息 79.13 

李凡诗 硕士 电子信息 83.56 

徐昊星 硕士 电子信息 83.13 

王唐胜 硕士 电子信息 80.0 

李雅岚 硕士 电子信息 79.0 

金文涛 硕士 电子信息 82.83 

马新岳 硕士 电子信息 79.89 

李宇涵 硕士 电子信息 78.25 

熊晓辉 硕士 电子信息 79.41 

张泽宇 硕士 电子信息 80.19 

李文博 硕士 电子信息 80.44 

张茜卓 硕士 电子信息 88.5 

郑博匀 硕士 电子信息 79.94 

黄思文 硕士 电子信息 90.5 

聂子昂 硕士 电子信息 86.25 

刘琳 硕士 电子信息 81.69 

常铭珊 硕士 电子信息 88.45 



王宁远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3.25 

莫菲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6.09 

汪雯心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4.38 

商东庆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6.28 

唐璐妤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83.72 

陈晓蝶 硕士 生物学 91.5 

赵文龙 硕士 生物学 86.95 

黄雨欣 硕士 生物学 91.7 

陈凯迪 硕士 生物学 90.1 

蔡金旋 硕士 生物与医药 93.6 

赵晓宇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5.6 

林锦菊 硕士 生物与医药 91.8 

冯梓莹 硕士 生物与医药 92.2 

李昱昶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2.75 

高必敏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4.42 

王紫辉 硕士 生物与医药 89.8 

陈焯权 硕士 电子信息 81.56 

宗永承 硕士 电子信息 84.45 

何梓科 硕士 电子信息 92.17 

雷天成 硕士 电子信息 81.53 

 

 *为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公示联系人 

教育处：杨老师  0755-86392092  

yjsb@siat.ac.cn 

 

 

教育处 

2020 年 11 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