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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宁海强刘　 帅周立迎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
倪　 捷琚龙玉

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
黄双根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
李　 军
食品科学专业
张海宁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袁雷明王成全张艳艳管彬彬
朱瑶迪
食品营养与安全专业
乌慧玲吴　 岩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专业
鲍士喜陈　 令丁　 冉顾　 俊
胡　 超黄　 飞李玉麟刘发强
刘　 杰陆　 超陆　 林邵　 伟
施欣星孙　 昊孙霞飞王　 辉
王贤鹏王永光韦江涛吴铁丹
徐　 俊张　 波张　 琳张　 鑫
张琰琰张友华赵景奇
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
金立煌李　 荣李　 毅宋　 刑
材料学专业
张　 杜陈翠玉冯宏庆符　 豪
韩丽颖黄　 虹姜　 楠景小翠
李　 芹李宗科刘　 通罗　 玲

骆　 云马　 平祁永东邵桢威
苏　 球唐　 豪王　 浩王　 皓
王　 姣吴　 肖徐　 锐姚宏邁
姚永泉野绪波殷　 佳尤胜胜
张　 超张红梅张　 娟张　 凯
张明锁张亚雄张尊广赵杉月
郑晓春钟　 涛周德琴朱姿虹
钢铁冶金专业
李沛思吴　 刚
有色金属冶金专业
韩继炜

财经学院
产业经济学专业
马诗萌杨　 阳
国际贸易学专业
白学良白宇泉贡丹云韩　 萍
蒋　 磊刘金焕曲军朋王曦雨
王晓晴吴海燕夏丽娟许　 晶
薛　 晨薛　 瑜杨　 阳
会计学专业
杜文静冯晓洋郭蕙臖韩盼盼
蒋　 丹李同辉刘丽珠刘任红
刘倪　 萍倪　 松万小燕
王　 培吴慧敏张雪姣周蒙蒙
金融学专业
卢建平周扬帆
统计学专业
常浩青崔冶真陆蓓蓓王威威
王雅萍巫嘉东徐　 敏杨海军
杨　 琴仲　 女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专业
蔡晓伟陈海游陈上豪程　 欣
方聪聪高　 健蒋贵壮金　 仁
阚红军雷　 倩李　 慧刘　 亮
刘正蒙马振忠毛　 亮倪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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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忠波秦福峰沈晨普宿端鹏
孙　 浩孙　 涛汤延祺田　 野
王哲禹吴罖轩徐恩翔徐天啸
杨琳琳张国松张舒辉张　 云
邹春花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
陈浩凯董荣伟李红燕宿　 为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曹　 祥陈太平陈文印樊庆亚
黄　 敏李在成李志刚吕兴琴
宋天添汤宇洋万　 莉王春雨
王加典王　 姣吴　 波武　 斌
徐晓峰杨玉伟张天宏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陈海磊陈　 鸣陈书雄陈艳丽
管云霞蒋淑英冷　 炎刘良田
沈　 敏沈　 甜施　 慧王吉祥
吴嘉琪徐成栋岳海东张海鹏
周　 沙朱　 燕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吴义荣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
王超然
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
汪　 洋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李振兴包　 磊陈　 荣陈雨峰
代　 力丁　 兰樊震超高　 蕾
胡　 艳黄　 飞李志静刘天辰
娄玉双邵世玲施佳烨宋宇鹏
汤　 娜万志娟王颖洁王　 远
徐立峰杨　 花杨雪莲杨　 阳
张志远张冬梅张靖泉张美红
张　 伟张新伟张　 洋赵迪迅
赵　 庆朱爱花朱鹏云

行政管理专业
葛亚赛李　 亚邵若冰朱轩林
张　 博
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郝文丽刘艺玲骆　 园郑　 笑
朱宾欣
企业管理专业
敖晓红崔乾坤范琳琳范艳杰
冯　 杰胡志涛孔　 丹李　 涛
刘　 杨刘熠洁石秀芳田　 帅
熊　 伟徐　 芳郑红娟朱晓林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戴宇践汤　 飞王　 璐吴秉羲
朱梦璐

化学化工学院
分析化学专业
还　 娟侍明近王鑫彤吴苗苗
闫　 洁殷媛媛赵　 浩
工业催化专业
赵　 秘
化学工程专业
侯祥祥胡永明刘方方王寅兵
严　 潞朱晓燕
化学工艺专业
李　 猛汪家喜
无机化学专业
陈　 超季玉琴李　 杰刘　 栋
刘　 盼饶文伟时芬芬王　 鑫
吴　 帆奚春燕
物理化学专业
高金荣葛羽萍童　 伟王　 捷
夏晋晨俞　 欢郑　 丹
应用化学专业
王静怡蔡晓庆陈彩红冯　 翌
郭　 瑞花　 纯李广辉卢临杭
卢娜娜沈毓儒宋京宝吴燕俊
周明君周　 强



%&'()*+

２０１７
,

３８８　　

有机化学专业
陈甜甜封　 茹龚建波蒋　 瑜
金　 盾孙　 敬徐　 丽殷毅杰
朱　 昀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
蔡　 进陆　 兵尹智坚赵威振
周汉卿
环境工程专业
蔡红红曹　 飞董关霞葛泰根
孔　 宇刘诗雯卢崇伟卢　 庆
孙　 瑞王鸣远王韦胜武　 捷
尹　 莉邹骋飞左万兵
环境科学专业
朱伯淞贺婉霞刘红阳马会金
田名刚王春柳王明明韦　 薇
杨文骏张枭明赵浩竹

机械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业
陈　 思景　 祥李　 楠李文
罗来齐邵勇华王长雨王治有
徐　 凯张　 千
光学工程专业
韩　 敏刘强宪刘　 言仝　 旋
王单单韦　 锦宣　 婷赵抒怡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白　 冰邓海君樊海彪苟祖涛
黄钰凯卢　 青盛　 刚孙　 骏
王　 洋徐启祥宣　 芮张　 凯
张　 伟郑昌俊周玉荣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孔　 亮戴恩虎吉城龙姜昆鹏
蒋大伟潘跃龙钱　 宽石　 杰
孙建国汪志焕邢　 佳熊　 伟
尹传斌于　 娜张明明张秀文
章友京朱广韬朱琳佶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石贵峰柏　 云陈国纯陈明明
陈少峰陈志伟杜金星房晓玉
郭德晖何志军侯治亚黄晶晶
黄　 磊姜雨佳蒋海荣蒋　 尧
蒋在敏李建文李　 振刘黎明
刘秋阁毛加成穆　 丹钱　 清
佘　 杰孙崇超汤鹏鹏唐永春
陶德飞童照鹏王林森吴　 浩
徐　 驰徐士东杨　 艳于　 璐
余　 江岳　 玮张洪峰张华夏
张　 文赵建宝赵建吉郑　 阳
朱新峰
精密仪器及机械专业
蔡阳阳堵　 莹耿德春李健康
李绿洲刘　 辉孙　 祥郑春春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病原生物学专业
刘　 原沈以新徐　 驰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侯书宁李　 娜孙　 丽汪伟伟
王　 娟吴莉臖吴水芸徐　 慧
袁　 潇张　 盼张　 宇
免疫学专业
成　 思冯玎琦刘娟利孙玲先
吴　 静谢梦晓徐芸芸
生理学专业
刘秀雯庞　 吉王　 好章伟慧
赵文君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
冯雪健胡坚霞
电路与系统专业
蒋泽民刘　 委
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
何　 耀张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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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陈泉浈陈汝龙陈　 伟丁泽超
冯青平胡小芳黄　 进黄　 磊
贾流洋孔玮婷刘文山陆　 杰
毛文渊毛竹林孙　 翔王　 谦
吴旭旭薛文韬袁裕琳张传玉
张好好赵利杰周新科朱津津
朱玉婷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
包　 翔杨　 银詹智财周李威
软件工程专业
郭昱池韩建飞刘　 云
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
刘　 阳蔡锐锐陈　 诚陈书会
戴启江何韩庆化　 瑞李玲玲
李润德李媛媛倪亚楠潘宇婷
王　 聪吴云龙张　 辉郑　 新

教师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专业
刘丹凤陆　 柳速　 成万　 姝
张雨清
教育学原理专业
周秋帆孔叶群裴　 菲王　 伟
张玲玲朱梅玲
课程与教学论专业
陈　 雨丁长康龚　 燕刘春月
施灵美孙姣姣魏　 玮左红伟

科技信息研究所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
韦　 恒单婷婷化　 慧黄天一
刘　 帅马双刚王丽佳王园磊
夏高云姚　 远盈江燕袁银池
张晴晴

理学院
基础数学专业
徐丽薇
计算数学专业
陈军德高　 燕康　 云
统计学专业
季金莉孙飞跃孙颖华
物理电子学专业
朱　 婧陈映洲李　 默梁敏捷
汤月明王亚如余海群
系统工程专业
单海芳郭微微李　 娟刘莹莹
王雅琦王一金吴　 鹏周克娟
应用数学专业
艾华强丁振琪费美琴丰星昱
何　 琴侯　 捷胡丽娟季佳雯
江　 月李沙沙彭　 淼沈　 洁
许　 飞燕慧娟叶丹丹张　 杰
张玲玲张苏珍张文景赵浩然
周亚娟朱　 琳
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
孙金帅潘将来肖　 翔张　 端

临床医学院
妇产科学专业
何　 瑶倪晓鸽
麻醉学专业
梁　 宵陆沁源施蕾蕾袁　 雯
内科学专业
陈　 康陈　 瑶丁英鹏胡　 蓉
贾海玉姜伟鹏蒋　 丹李　 杰
李玫瑜李　 淑刘　 鑫刘媛馨
罗艳玲邱崇荣魏　 斌翁嘉懿
荀　 康杨奇超尹家瑜张行行
张盈盈周静东朱晓雯邹　 昭
外科学专业
曹学书杜　 恒江文杰李福利
汪华兵王景文许彬彬翟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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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杰张雪松赵英海朱　 勋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孙美芳王　 颖吴新财颜　 波
张　 婧
肿瘤学专业
韩国虎卫菲菲杨恕宁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陈　 佳陈　 健陈　 凯陈宗良
程　 岩丁　 荣郭　 豹何勇冠
黄振杰李　 晨李维强刘　 冰
刘兴发刘志超邵　 昌佘旭南
沈陈栋施哲夫石　 磊王党雄
王　 伟王业芳武永生夏水晶
肖佳伟肖　 妹谢山峰薛志宽
张　 驰张俊杰张　 琳张　 肖
赵　 进赵立峰周冰晶朱尧华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杨玉超朱燕翔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郭　 睿韩灵芝蒋　 懿李相锦
亓志峰沈辰辰王　 亮王志英
张婷婷张媛媛朱　 佳朱　 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常　 宁焦天瑶李　 海刘广跃
王艺潼尹海龙张吉勇张向凤
赵　 莹周新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
杜海棠付保业刘明明孙万玉
王留涛王　 沁王思思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冯芸芸蒋　 丹李婵媛李　 乾
刘　 醒汤微娜王晓艳席韩花
杨小菲郑佩瑶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戴礼明高志胜
工程热物理专业
蒋兆晨陈林林刘启胜肖　 曼
许艺鸣姚嘉琪左朝朝
化工过程机械专业
孟　 宇叶　 剑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仇　 晶范亚骏付　 杰黄婉婉
刘金凤王　 达王　 震夏　 勇
许荣斌闫龙龙颜　 杰张贵峰
张习同张永辉周志伟朱佳炜
朱　 鹣
流体力学专业
王　 力
热能工程专业
白文斌陈　 冲陈　 威龚　 俊
柯彬彬汤振宇徐　 杰朱秋烨

农业工程研究院（生物机电）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陈　 洋成　 铖高　 强沈柳柳
施　 杰田丽芳严　 蕾杨叶成
张伟建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范晓冬刘红玉刘　 欢秦丽娟
邵　 菁竹贝芬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
陈劲松陈亚明顾万玉李　 立
李　 茂饶师任田金涛王留柱
王亚丁闻志勇吴亚芳张　 良
周海涯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专业
陈加栋谷睿智卢佳骏吴　 硕
农业水土工程专业
胡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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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专业
滕博群王凡坤周贵尧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陈　 欣陈治领韩　 顺何松霖
洪志福黄家铭黄　 杰纪　 亮
姜中望李桂权李万利廖　 玮
刘　 涛柳　 惠裴晓朋任英文
申小敏石小龙宋雪松王晨阳
王洪宝王　 炯王利明徐炎炎
徐益强许　 凯许　 杨　 军
杨　 鑫尧　 骏姚　 勇尹潞刚
袁　 俊曾少波张　 迪张鹏飞
张瑞军周　 伟朱远征邹南南
祖广浩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王　 帅魏　 巍陈　 磊陈　 亮
陈　 勇龚　 伟谷文业何利娜
赖志豪李　 超李　 俊刘少康
卢泓坤罗演强唐　 炜王希凡
王燕鹏吴　 楠张　 健郑　 益
仲　 达周　 群
工程热物理专业
黄银龙　 曾瑾瑾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专业
张飞云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
董艳涛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
盛立志丁　 猛丁仁凯付　 晶
顾胜强郭佳欢郭　 静贾海江
李重重毛少东施明敏肖　 棒
谢明维许荣洲张绚玮

生命科学研究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徐　 五　 徐　 颖

生物学专业
陈亮亮陈俏梅陈　 茹陈　 婷
陈先涛陈　 志董现云高家明
郭小娟黄　 芳季星岐李　 梅
李　 琴李　 翔廉彩霞刘晓亭
马全兵闵　 超邵丹丹王杰利
许慧敏杨丹枫杨　 扬殷逸能
张盼盼张　 茜张天喜张晓龙
张竹易周　 倩周　 青

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袁文华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专业
钟　 浩
生物学专业
彭娅萍　 尹　 帅
食品科学专业
俞　 艳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陈　 通程燕翔崔涵雨郭爱珍
胡佳丽金鸿娟李　 霞刘　 菲
刘加友刘盼君刘　 湾栾　 方
毛　 丽梅晓芸潘文秀申建忠
史腊妮王　 凯王治平温新宇
伍　 娟夏丽莉徐海堂徐海霞
杨文雅尹俊玲袁盼盼张东亮
张晓飞张雪婧赵呈婷郅建军
周　 慧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
吴　 超　 张杰强
工程力学专业
陈　 琳陈晓君顾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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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力学专业
陈　 涛崔媛智邓　 林郭华泾
郭志刚何广龙黄炎龙李小虎
李专干刘玉启吴冰清邢雅清
周　 涛
结构工程专业
高　 远李瑞兵陆　 强王　 宇
徐　 超许兆辉郁董凯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专业
江寒正王亚茗吴　 磊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顾金巧曹现红陈　 佳陈灵枢
陈　 楠丁永萍方姝琦葛　 琴
耿艳飞焦　 锐金　 鑫李美虹
李晓雪刘桂金刘　 哲罗　 天
秦圣洁商　 艳王君寒王　 娜
王　 硕温丽娟吴　 婕闫　 清
张怡歌赵梦娟朱晨舒朱　 密
邹永佳

药学院
生药学专业
李　 娜施　 影陶青兰陶小芳
王　 丹王　 瑾徐　 莹
张魏琬麒
药剂学专业
陈晶晶刘　 飞钱　 晨孙玉侠
王　 燕奚菊美袁　 颖张　 亚
章　 丽
药理学专业
许海淼张晓燕张　 谊
药物化学专业
边兆刚何燕华黄亚军赵万年
中药学专业
封　 燕耿　 骥顾芹英陆　 颖
翟燕娟周伟璐

艺术学院
美术学专业
迟亚妮黄　 冉黄旭楠康　 棣
梁　 成刘雨婷罗德艳潘明磊
杨　 旭
设计艺术学专业
卞星玮董　 岳纪　 云李青峰
张劲影赵晨序赵　 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专业型硕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专业
陈　 存陈　 涛房媛媛冯厚坤
傅　 强何自娟黄　 尉姜玲霞
李建华李　 萍李　 涛李　 旺
李晓富刘　 灿刘璐宁刘　 婷
柳嘉伟毛洪凯祁昌洋秦　 玲
孙亚利唐桢丁王　 超王　 娣
王宏健王　 继王金凤王　 曼
王琪琳王瑜琦吴孔强吴伟骏
武正东谢道存谢强强徐　 凯
徐文慧杨　 景杨　 糰张　 弛
张　 建张　 凯张林波张　 庆
张　 瑞张子尧赵海宾赵　 蓉
郑思辉周梦凯朱生文朱亚军
朱哲誉邹　 涵
冶金工程专业
陈松军陈　 优郭　 亚石安君
王起亮郑　 瑞周秋月祝令状

财经学院
会计专业
郭小天李　 菁夏一林柏诚一
蔡　 翠陈　 晨陈锦哲陈沁雯
程思媛储　 婧戴　 蓉丁　 玲
丁章丽方天雨冯淑玉何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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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婷胡家园黄倩云黄远健
吉　 宁纪菲菲李　 帆李鸿儒
李　 棚李荣怀李　 啸李　 营
刘　 雷刘芊君刘颖异刘玉峰
刘子钦卢盼盼陆美辰鹿　 琪
毛君佑羌均洋任　 俊尚　 莉
沈季伦沈晓峰沈　 阳孙亚雯
唐　 静唐　 永陶如纯王程程
王惠王　 琪王谈斌王　 希
王想想王怡文韦灵妍吴　 丹
吴　 杨夏　 丹夏　 艳荀禹嘉
杨　 苑袁　 扬张　 超张春雨
张　 欢张佳华张　 婧张　 青
张　 莹张雨婷章锦华赵　 奇
赵　 森周　 洁周　 婧周立佳
朱静艳朱齐慧朱云骢王冰洁
应用统计专业
丁　 瑶顾　 彦刘梦丽朱成伟
资产评估专业
刘荷娟虞　 越朱　 婧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专业
陈碧骅陈　 帅陈　 元崔恒月
付朝晖付文波葛佳伟耿玲娜
顾玮玮胡程磊黄　 俊江凯文
姜雪妍李文文刘茵伟陆志峰
骆　 浩倪泉龙王　 浩王　 恒
王　 琳王小健夏　 伟谢志斌
熊颖杰徐　 浩徐　 勤杨　 飞
于　 东余佩玉张步峰张瀚文
张　 鹏张云帅章　 伟周　 慧
朱　 峰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窦龙华
控制工程专业
孙晓浪张　 骁卜定欣陈金龙
丁佳莉杜　 辉郭　 威韩蔚强

李　 浩梁炳冬刘飞宇刘　 静
卢　 耀陆轶阳马　 捷孙海盟
孙晓文孙　 兴唐书萍童　 钢
汪　 飞王小格卫毓骊徐迎辉
叶　 浩殷开婷袁　 骏张　 凤
张国坤张建飞张　 姝赵万祥
周　 磊周炜彬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
蔡　 婷胡馨月吉婷婷李静静
苏　 松田蒙蒙周　 洁
物流工程专业
黄在礼黄　 晶陆　 邈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专业
毕本伟陈　 超陈　 臖崔正山
戴碧联樊明山费爱荣冯龙海
顾晓敏何志辉胡晓玮华梦娟
李　 静李　 萌李叶涛刘威旱
毛雨林孟令玉乔仁静乔云飞
沈洪强孙风权孙　 骏王　 婷
王叶梅王　 越吴　 川吴国玲
肖慧丰徐　 吉徐晓蕾裔　 
张怀良张晓颖张漪静赵　 晨
周子龙朱婷婷朱　 志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
何晓玲马　 清孙　 磊张宇翔
环境工程专业
陈闪闪樊　 婷顾亚川顾亚明
郭　 贺李欣欣李　 洋普世祥
乔　 丹司荣炜王晶晶王莹春
吴　 娜肖鸿光谢长校张　 萌
周　 军朱雯雯杜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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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专业
豆修浔卢　 雪贾子扬居荣兵
李丽淋骆鹏程倪文强钱春霖
张　 茜张　 旭赵琼华
机械工程专业
晁　 栓陈　 功陈婷卓陈　 洋
程宝义杜　 斌高　 杰顾亚励
郭林强郭学伟黄贤振黄　 宇
姜天一焦　 彬李　 皓李家应
李显锋李　 新李自强林　 康
刘　 成刘　 杰刘金珊刘庆辉
刘　 伟潘凌云钱俊康任　 飞
沈雨春史志国谈　 成王德顺
王海波王路路王维平王　 翔
王晓莉魏人杰吴　 坤奚　 磊
熊　 倪熊人焱徐吉伟许若震
闫　 冠杨成阳杨　 青杨勇福
于　 浩袁振剑曾欠欢张逢骏
张金蓉张景玉张　 鹏张香丽
张仰明张　 圆张云清张志生
赵　 岩仲奕颖周春洋周宏达
周　 培周岐坤邹　 浩左成亚
仪器仪表工程专业
曹　 健陈　 成陈　 君付文涛
侯　 坤胡晓婷李健坤施海涛
汪　 源徐　 欢徐家祥徐　 亚
许军成俞慧芳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仇晨光郭红叶胡小霞李　 涛
李　 旺李袁霞罗东为马永宾
倪　 萍强叶涛商秀娟苏丹华
孙凤英孙晓仙严佳婧尹　 磊
于尹婧余启泓俞　 静袁贝贝
张春利张　 娇张梦莹张绮思
张梓岗郑婷婷周　 军朱梦楚

朱迎星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卜晓晓龚　 朴郭鹏良刘玉青
倪悦心王思璇王泽苏温玉霞
计算机技术专业
蔡　 炜陈婷婷程　 炜丁　 波
方长根胡永娣黄宏晖阚　 宇
李克强李　 星李　 云廖忠慧
孙亚慧王　 丹王茜仪王　 涛
王　 萱邬艳艳吴雅琪吴耀冉
谢璐俊许晓磊严　 冬严　 冬
杨海月尹克新余钦水张飞飞
张晓庆张映生郑明杰周玉华
朱莹璞
软件工程专业
蔡赛华黄冠华王　 勇杨鑫焱
张贤德赵小磊

临床医学院
儿科学专业
单继艳
妇产科学专业
陈　 芳李红苓张译心周　 敏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宋月楠　 朱云程
麻醉学专业
李春叶
内科学专业
安静霞杜传冲冯　 筱葛　 璐
李　 磊陆小威倪　 鑫秦　 岩
孙　 鹏王　 苏王　 桢吴玉姣
夏　 瑜徐　 颖薛志强张　 敏
周旭贤朱小东
全科医学专业
胡海娟赖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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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学专业
谈　 健葛永军贺胜龙蒋润宇
蒋颜材荆丹峰李　 米李　 涛
李　 信刘　 源陆轶杰彭　 云
史春桃宋明明王　 豪魏长宝
许艺荠于　 民庄明峰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黄文斯王菁哲魏　 静徐晓霞
余　 转
肿瘤学专业
郎亚昆刘申吒万晓蕾张　 丽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专业
葛钦钦冯　 琦蒋玲林杨大森
姚登杰袁　 昕朱镇涛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专业
陈琳琳陈松松陈驭航耿亚峰
李利婷李宁宁孙成仁陶希成
汪亚运王宝同王宏宇王　 茹
吴里程许超杰许冠杰邹　 强

农业工程研究院（生物机电）
农业工程专业
杜金凤黄　 磊李建钢马培培
饶向林汤　 静唐善奇徐　 强
周亚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曹丹青程　 伟程云峰傅靖江
高泽宇葛平莹耿玉芝过　 丰
候观远青贾小庆居晓华
李傲雪李臣旭李文武刘　 恒
刘逸群罗汞伟默　 超钱金刚
邵福双邵　 凯沈　 飞沈　 健

孙　 雷孙砚田王骏骋王吴杰
吴　 飞吴赛赛肖　 飞谢凌云
徐　 力许长龙许学建杨　 涛
姚　 邁袁所贤张家俊张明梅
张　 勇张智凯赵　 回赵　 越
周　 超周　 成
动力工程专业
包伟伟陈丽果陈　 良陈　 鬃
丁晓忠杜小朋冯浩杰韩维维
焦丽华李弘扬李显明刘　 旋
孙　 韶汤万飞王松华卫大鹏
吴兵兵吴　 焓吴培振夏　 骅
徐俊杰俞升浩章展源赵小明
朱泽洪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工程专业
陈兵兵陈茂晴陈　 武陈潇筱
崔　 路冯雪平盖　 静龚　 洋
韩及华李俊芳李万海刘雪姣
罗　 娟罗　 艳申婷婷孙翠翠
陶立国王力坤王雪梅王娅丹
邢　 欢许登程许　 慧于怀龙
张晓莉赵　 静朱　 杰朱婧斐
朱玛骁骐
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
黄琪评孔　 苗刘亚丽杨军义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
陈大淀陈素碧戴　 朋范　 增
高　 恒惠　 雷李业骏沙　 萱
沈荣锋唐海燕汪　 燕肖　 亚
徐　 阳薛　 松臧　 娜钟学宏
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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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王　 娟蔡建明陈　 成陈　 玲
陈艳琼顾於梅李梦华刘明健
鲁　 双王苗苗王元文吴慧玉
徐静博张　 敏赵莹莹周玮婷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工程专业
曹婷婷常　 凯陈学兰陈逸珉
葛禹岐关　 云洪德宝胡欣怡
焦　 阳马玉梅王晓洁辛玉洁
徐达娜张　 聪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工程硕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专业
缪亚国　 凌　 锋
冶金工程专业
丁　 松　 丁振涛　 王建华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专业
张晓虎林　 丹周　 玲唐媛红
于炳其董佳斌冯晓兰管　 城
刘　 伟宦扶天姚　 龙陈　 燕
胡亚山居　 彤周红丽熊宝清
张楠倩陈正华毕国辉薛　 伟
王　 炜戴　 锋兰海荣虞晓洁
花　 艳杨正平孙　 君钱　 敏
赵　 媛吴　 锋王　 莺杨　 菲
徐卫君曹　 鹏程　 凯周林康
郑以镜许　 钧徐震宇刘　 黎
徐明峰闵亚洪徐　 勇何裕俊
刘荣进喻志程成云朋包　 磊
颜旭东蒋　 盛李　 菁陈　 兵

季建珍裴美珍杨金喜曹叶章
魏以宏吴　 云徐　 勇龚荣福
陈　 丽邵长亮金德飞徐飞云
陈　 飞吴名卒钱伟娜张建梁
文　 锐高　 超胥　 峥周　 筠
庄立群刘　 烨郑　 卉温　 莉
张海礁李素文崔志雄张　 腾
秦　 剑侯　 俊刘义德
控制工程专业
张　 鹰石　 佳谭　 燕刘　 浩
邹　 琰杨　 窻王兆军季　 禹
徐明明王　 鑫陈钰玮张菊琴
王　 翔秦风元彭效亮张　 兴
李　 振查　 娜陈　 军孙昌权
黄志奇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
任军庆康宗德姜正东
物流工程专业
张桂臻范丽华金　 臻李　 军
曹晓慧孟　 静胡瑞平
项目管理专业
张玉娟王凌君史宇妍周振东
陈　 松左志鹏周　 栋宋春燕
李强华朱　 凯张　 望张　 敬
屠华亮薛美娟施　 恋周　 琼
黄雪虎李　 杨陶梅华唐丽莉
陈海文邵　 岩陈　 勇吕　 浩
蒋　 华屈宏涛凌　 帅顾逸枫
金艳华刘　 悦冯晶晶汪洪震
陈福军彭娌娜杨浩天张世杰
黄鸣来傅　 蓉崔重渊刘善彬
徐静华李　 洁王胜超汤　 妤
黄言重赵　 琳刘晓静李卫灿
董程宏朱　 超陈蓝生仲月明
胡春光袁　 泉彭仁辉仲玉娟
杨统元沈美萍晁静怡房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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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协科丁叶萍李　 倩刘　 艳
杜如冰石　 峰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专业
邬丽丽孙　 鹏孙伯文王辉德
彭建亦王　 玲王国红张玉景
潘学平余文丛李　 政万堂庆
潘　 伟卞　 艳刘立勇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
刘君敏钱　 矫
环境工程专业
张有仓　 张　 瞡　 徐立松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杨伟东王兴江李韶光陈震乾
周伯秀姚　 琦景玉果裘明磊
吴海武罗　 方朱晓东孙浩东
李　 花袁铭霞黄　 芳胡玉峰
章方军蒋丽娟陆　 建吴丽姣
刘博华房玉林王　 磊李荣全
王　 凌王　 熙胡春林沈　 浩
花春梅方　 鹏王　 娟潘体湃
强　 艳朱晓波陈婷婷温发杰
陈　 健吴　 亚胡振芳刘成科
刘刃陶陈晨霞许忠伟周雪峰
赵　 岩吕　 敏朱　 炼蒋　 欢
葛　 斌罗　 凌王　 灏王光宇
石　 权刘　 振田雅萍郭　 鹏
王　 涛张守才刘　 梅刘仰银
杜福洋张喜鹤胡春雨白　 睿
张　 温沈海涛李北京张　 珏
许小霞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谢　 萍张洁琼郭　 琼陈　 真
魏　 慰金晓洁颜文清
计算机技术专业
徐　 英徐　 健李忠超顾　 癑
王素萍吴锋华沈荷英杨　 杰
孙加敏顾　 兴杨　 莉吕　 俊
韩　 鑫赵　 艳曲长利王丽华
刘　 庆高佐波庞　 霞陆艳芳
赵　 琨张　 艳姜　 楠孙军慈
徐　 虹高　 舒董恒宾秦　 聪
童炜华朱兰英孙振华苗忠强
陆　 洁孙　 颖吴小萍周　 哲
朱　 云卓　 磊田　 静冯　 波
马　 萃赵雪峰俞银花王　 博
许　 皓谭　 琛张紫琳朱　 静
张　 春施　 思席　 涛潘爱军
方　 桃孙　 超周　 伟
软件工程专业
郭　 元刘　 扬周友建堵晓霞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专业
陈　 凯徐俊华王志强丁志强
曲兴年彭俊华缪振东付子龙
周百祥冯彦华张志刚何明辉
李长江龚卫锋张福全程　 阳
王怀文翟春明邹海青秦志成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夏小芳丁　 航李言伟王新君
王　 磊钟勤建赵　 洁孙宗保
李文君刘东升曹志刚周　 鑫
王英琦杭玉周张志刚孔　 令
张守伟宋元磊侯春娥赵从阳
信思勇李秋香裴卡斯张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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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丽苏雯博洪　 军孙　 巍
朱　 卫韩佳君车京江李建超
孟国龙张玉辛谢元宁季　 伟
陈延生陈艳宣王多文徐　 劲
王　 涛王力军曲金亮
交通运输工程专业
张启森徐建昌葛雅芬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工程专业
姜冬梅刘　 玲包书成金晓燕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
徐加军王　 进季永华徐荣林
沈　 波高乐旭卢　 静张　 奕
巫恩海李　 春徐秋娥张雪梅
徐华荣曹文梁徐为海吴志红
陈　 泺

药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李　 滨云宪雨付华东辜正一
李　 鑫王　 宣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获取同等
学力硕士学位名单
（以专业首字母为序）

药学院
生药学专业
孙小祥　 杨燕飞

医学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汤　 莉　 陈方斌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陈　 茜　 邓海峰

免疫学专业
万佳蔚薄维波张欢欢黄秋艳
朱立梅吴运萍张林海张永健
内科学专业
邹　 锋陆华美徐国强闻加升
王　 怡陆志峰张　 金黄良海
陈思思崔　 英戴　 吉李春雷
钱　 蕾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专业
王晓明蒋丽娟马锦洪季　 云
屠　 强曹　 华
外科学专业
林　 欣郑红芳胡　 亮朱会萍
葛广成闵震宇徐　 溪蒋俊锋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邹　 容　 陈明峰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获取高校教师
硕士学位名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
徐大诏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张顺行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高栋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彭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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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ＭＢＡ
硕士毕业生名单

　 　 管理学院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Ａ ＣＬＥＭＥＮＣＹ ＡＤＺＯ ＡＫＥＹ
ＯＦＯＲＩ ＮＡＴＨＡＮ
Ｏｔｏｏ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ｋａｉ Ａｃｈｅａｍｐｏｎｇ
ＲＯＭＡＮＡＭＲＡＺＯＶＡ
ＴＥＴＩ ＳＵＭＹＡＴＩ 白　 涛蔡东明
曹玲玲曹　 伟曹亚平曾俊鹰
陈　 兵陈　 波陈　 悦陈泽坤
成康康储丽玫丛文斌戴　 萌
丁　 静丁　 曜丁　 盠方莹莹
冯辉琳高　 飞顾贤根郭　 兵
郭　 俊何兰芹洪庆喜胡建民
黄凌俊黄　 伟黄晓东江杏娟
姜　 虹柯栋植雷小艳李红艳
李洪军李　 佳李科尧李琼飞
李　 燕廖德志廖汉南廖胜良
林　 雪林怡炜凌　 祯刘丹心
刘　 娟刘珊珊刘松波刘永利
陆海蛟陆　 亮陆素琴陆　 瑶
马　 进马　 丽马文锐马　 旭
马云东齐　 洁钱诗昀任新平
施一成石慧凤史网照宋　 楠
孙常芳孙　 卉孙　 令孙仁斌
谈　 凯汤　 红唐　 彦田　 恬
万宣卿汪琳琳王国侦王　 姣
王利军王先亚王玉飞王　 云
王拯炎韦　 露吴金香吴李艇

夏　 蕾肖　 卓萧铭峰谢江安
谢腾飞徐　 斌徐剑峰徐　 鹏
徐　 蓉徐心田许　 飞许惠民
严小建杨　 光姚宏阳印晨程
由　 明余晓静郁辰华张白兰
张　 斌张洁茜张晓飞张　 轩
张　 样张莹尹郑　 燕周　 静
朱丹丹朱　 平朱　 雯朱燕勇
朱忠华庄士宏庄昭辉

（撰稿人：于　 青）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研究生就业情况
单位性质 就业

人数
占就业人数
比例（％）

党政机关 ３２ １ ９１

事业
单位

教育（高等／中初） １９１ １１ ３９

科研设计单位 １８ １ ０７

医疗卫生单位 １２７ ７ ５７

其他事业单位 ２０ １ １９

小计 ３５６ ２１ ２３

企业
单位

国有企业 ３１７ １８ ９

三资企业 ２６６ １５ ８６

其他企业 ７０４ ４１ ９８

小计 １ ２８７ ７６ ７４

部队 ０ ０

其他 ２ ０ １２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毕业研究生就业率统计（截至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合计 ９７ ７０％
（２ ０８２ ／ ２ １３１）

９１ ３７％
（１ ９４７ ／ ２ １３１）

２ ０２％
（４３ ／ ２ １３１）

４ ３２％
（９２ ／ ２ １３１）

机械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 １７％

（２６８ ／ ２７３）
９５ ９７％
（２６２ ／ ２７３）

０ ００％
（０ ／ ２７３）

２ ２０％
（６ ／ ２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