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科一批（最低录取分数线为 605） 

谷建欣 闫祎宁 王昕然 李翔宇 付海平 刘彦良 刘英博 万贻洋 田玉雨 王雅靖 

储瑞 杨淳裕 王文雪 张梦媛 王雪晴 杨蕉熙 刘莼 顾晗 张新月 朱雅轩 

杨嘉霁 姜怀 毛宗慧 王凡瑾 陈嘉坤 魏予陶 倪玮冰 肖楷文 李志爽 高姗 

杨泽宇 邱金元 范吉羽 杨瑛凡 李歆羡 张鹏瑶 于梦娇 蔡欣宇 陈姝羽 郑津昊 

窦博雅 李淼 陶洪轩 李卓 边新策 沈萍 孙洋 张亮 刘珂 李炜锴 

高菲爽 胡天罡 高晨 孟美辰 徐晓祯 侯燕华 王伟杰 朱宁 王雨晴 叶雨宁 

闻世豪 胡恬歌 王誓贤 檀泽灏 孙玥 赵莹 范心喆 李英欣 马可心 王斌 

张垚 朱琳 杨棻 戴露露 高宇贺 杨昊岳 刘溪 张晴 邢禹 王艳捷 

潘钰滢 祁啸林 罗轶男 胡哲 杨静怡 张婧怡 乔丽楠 张逸飞 王业强 刘若妍 

井雨瑄 韩晴 杨寅斌 于子婷 李盛滢 张萌 梁煊 胡晨旭 王海彬 宋智蕊 

 

钱孝璇 杨萧依 郝靖 宋华为 朱可心 高辛 李爽 王涵冰 朱洺缘 李铭涵 

王尧 韩宏啸 张静妍 张路 秦粟 边思琪 陈思佳 崔焱 李波燃 刘鋆钰 

王淳熙 柯依伦 姜越 张轩羽 高上 李沁杭 陈亚冬 张涣琳 胡楠 李元默 

刘天祎 刘泽琨 贾溪琳 李松航 潘欣 高睿 杨若凡 于立婕 周文慧 薛泓泽 

周以诺 赵萍 张银波 潘玉婷 陈瀚林 王一竹 沙小淼 李梦媛 王杨 高希越 

赵博 王俣婷 崔丽鋆 吴旭栋 刘思羽 张辰 张钊绮 魏雨婷 宫方迪 杨之森 

李育泽 张梓桐 杨轶博 郝睿怡 姚旭晨 岳岱瑶 张靖雯 曹羽飞 刘春瑞 刘晨曦 

赵磊 张振浩 郭秋莹 苏原 颜奇博 郭洁 郭煜坤 李艺琳 王羽茜 代雨桐 

李卓 纪明君 杨雯琦 刘桐 张欣怡 穆璟怡 赵乾 纪庚岑 赵君影 邓佳韵 

韩旭 尹洁琪 刘帅 王美尤 高槊 郭懿萌 王宇博 唐帅 杨睿雯 诸萱 

 

程茜 耿铭悦 于雅清 

池意天 孙煊赫 万鑫雨 

吕镁钰 杨金滢 何昭宇 

姚征 李欣沂 陈玥彤 

赵紫辰 黄浩波  

蔡天泽 闫立行  

屈晓琳 朱玥  

齐培源 杨文匋  

朱涵 刘雪晴  

马小纯 严琦  

理科一批（最低录取分数线为 633） 

高歌 张泽寅 袁彤 吴悠 刘志昊 倪宇涛 王泽菁 王淼 王昊天 马莐 

冯宇轩 闫家俊 荣光玉 魏明阳 聂依涵 张艺耘 王梦刚 那博超 刘立华 张烜阁 

王咿瑾 赵心炽 王祎垚 王中伟 崔婉蓉 王颖 孙鑫梦 王家璇 王森 孔哲峥 

刘莹 翟恬甜 张贵婷 田其洋 董凤兴 杨睿 冀励蓉 张雅晴 耿昊煜 邢雅彤 

闫鹏博 刘天晴 刘家媛 崔子瑞 国安阳 何雪纯 王翔宇 赵育莹 杨晨 曲鹏桥 

李欣妍 刘连旭 韩君明 韩梦琦 白慧宁 朱京津 樊新健 李双主龙 李振宁  刘昊宸 

季玥岑 梁潇 朱盈旗 赵玥明 李欣书 李晨旭 谢晨瑶 董新苑 张滢 孔笑寒 

刘向龙 牛培屹 刘美序 杨金明 赵阳阳 李重汉 胡艺宁 冯燕京 陈甜甜 纪诗雨 

王舒 李啸宇 陈娟娟 齐浩名 刘炳男 王云鹤 岳威铮 饶煜 吴宗谦 石岩 



张欣然 范广宇 李华健 曹一迪 彭大地 彭雨 邵天媛 聂雨丹 戴啸风 王琪璇 

 

任灿垚 邓皓天 孟媛媛 张宝元 王彦泽 杜晋懿 陈铭萱 谢鹏 李漠尘 王哲 

张明昕 蔡俊禹 桑浩瑞 邵彪 何致远 孙川林 林美含 张自强 胡树韬 阔坤柔 

宋元博 郭鑫 李奇晓 李嘉玮 乔天章 郝运嵩 黄信旭 李旭靓 梁柏林 韩奇锟 

杜秀山 罗熹萌 王娇 程子祺 赵兴益 苗雨萌 薛卓飞 吕帅 温津涛 杨航 

李培函 刘增辉 王明阳 乔若泓 牛鉴芝 吴天昊 李钰祥 郁洲 尹文雅 周易 

潘彦年 徐唯佳 程浦峰 邓祥云 赵君陶 张景旭 张斌 孙耀正 张家释 陈希赟 

简兆龙 李建伟 温家鑫 赵青青 李贞耀 耿建桥 孙静 吴璇 关天爱 刘润博 

于梦扬 王柯峄 李睿祺 陈杭 张瀚林 王昊宇 周浩然 陈子琦 王盛梁 李晓旭 

杨腾岳 邢嘉庆 赵子峥 刘一静 徐子越 张金达 陈健 范书欣 李孟谕 辛朝昀 

李东昊 房重庆 王梓 宣英杰 杨昕宇 齐家跃 东静隆 张嘉琪 袁也 张钰峰 

 

郑小双 朱一佳 张伟鑫 张圣汶 刘悦雯 谭海宁 陈梦雨 王子善 霍昱洁 张晓彤 

李浩 李元臻 梁玺皓 靳博文 钱雪 李雨晴 于竹茵 陈华明 王嘉硕 战瑀璠 

李阳光 刘文煦 张佳浩 辛琦 李妍 马文博 陆宇豪 王汭 李想 张孟森 

殷晴 胡子琦 闫文浩 雒宣萌 赵大为 王翔宇 谢佳颖 刘书恒 孔令卓 平航宇 

潘宇 王增力 甘英天惠 王天宇 陈菲 周晗 孔令鑫 马弋涵 吴晓彤 孙学文 

谭光晴 张锟 金雪莹 张耀旭 张媛媛 王卓涵 涂彧然 董雨馨 赵雨桐 梁希铭 

任嘉诚 卢玮 宁书朋 庞乃文 王越 田璐 杨语嫣 韩震 赵知愠 李美澄 

王旭 董志瑜 任逸飞 赵宁 谢昱娇 李琢瑶 杨思涵 张建宇 李浩瞳 颜庆頔 

张旻鹤 张惠琦 刘静竹 丁语盈 陈星宇 杨雨馨 赵忠祥 赵柯雨 夏丹蕾 姜浩 

张永忱 喻天佑 魏奇澜 苏小峪 陈光 邢琬珮 侯畅 柴悦怡 于晓泳 白忻怡 

 

池慧英 血爱新 高磊 杨名扬 周婧 杨彦琳 吴方羽 孟婕 邵禹喆 霍金毅 

刘树斌 梁佳玮 单若琪 王一 唐靓瑶 韩蕊黛 李昊 徐波 孙林山 马欣源 

郑莉 马子禹 丁泉 马瑶 王怡瞳 井浩宇 李龙兴 李梓豪 李青 刘鑫鹏 

沈忠稳 王可玉 韩森淼 蒿闪 蒋沛恩 陈德苹 张嘉睿 张浩然 王相浩 贾子瑄 

尚卓然 范旖宁 马椿淞 王泽林 郎炳天 魏光耀 黄儒卿 王维康 邢惠焱 刘增艺 

彭正达 靳雨蒙 魏筱萱 寇亚琪 井美艺 肖阳 吕文瀚 李其昀 宋桐震 刁雪莹 

梅语竹 董昕蕊 李卓然 曹体冬 薛兴运 靳肖阳 赵子懿 杨彧鉴 秘先标 赵轶明 

于明生 薛宇 于浩 史锱腾 王璋玮 任一鸣 穆丽娜 刘彦廷 张梦瑶 陈阳 

兰书涵 吴泽威 马鑫培 庞忱 郝长润 梁晋峰 曹原溥 陈学红 庞添升  

朱凝 王太群 王涵 王泽玮 王舒颖 韩凌昊 王雅琪 贾春旭 姜岳淞  

文科特殊类型 

刘雨青（高水平艺术团） 

费耀荻（自主招生） 

理科特殊类型 

张琮（自主招生） 

孙雨萱（自主招生） 

刘睿（自主招生） 

奚泽宇（自主招生） 

于浉津（自主招生） 



穆桐（自主招生） 

邓子寒（自主招生） 

郑舒元（自主招生） 

王晓萌（高水平艺术团） 

艺术类 

安然 

张续缘 

（说明：以上各批次录取学生均按照投档成绩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