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慧光杯”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学院 奖项 姓名 学号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一等奖 陈明亮 1812021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一等奖 韩琦 1812021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一等奖 刘倡 1911106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一等奖 宫晟铭 1912000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郝丹 1712006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于瑶佳 1812017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张丹阳 1812017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周学影 1812020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刘一博 1812023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杨舜尧 1812027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张璐 1812028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李少华 1912022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许国梁 1812002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曹瑷麟 1812004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刘畅 1812008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缪海烊 1812011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杨洁 1812015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胡勇超 1812022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乔峥 1812024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宋晗炜 1812025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李振龙 1911105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胡礼如 1912021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李孟月 1912022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三等奖 于潇 19120270 

经济管理学院 一等奖 陈晓曦 17120490 

经济管理学院 一等奖 付晨 17120548 

经济管理学院 一等奖 鲍永霞 17120681 

经济管理学院 一等奖 孟清扬 18120617 

经济管理学院 一等奖 张亚 18120680 

经济管理学院 一等奖 许亚东 18125534 

经济管理学院 一等奖 赵瑞婷 19120651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许康焱 17120505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赵海涵 17120546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刘慧敏 17120584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吴佳莹 17120639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隗丹丹 18120535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宋佳 18120589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崔丽珠 18120609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赵冬蕾 18120648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李诺 18120657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李红玉 18120694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席锐 18120711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杨维铮 19120538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杨亭丽 19120719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向双玲 19125507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王言 17113164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张婧 17120506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刘泽钰 17120558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黄超然 17120632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童宇 17120705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王欣康 18120504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周洲 18120545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陈丹瑰 18120554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楼娜 18120636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谌玥 18120638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杨天娇 18120644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李媛媛 18120699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吴冉 18120731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童斌 18125491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李国鹏 19120516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唐雨妮 19120546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程敏娇 19120569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杜雨 19120574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王洪梅 19120587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李宝玉 19120612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宋柯妮 19120707 

交通运输学院 一等奖 王晟由 18114043 

交通运输学院 二等奖 陈富昭 18120759 

交通运输学院 二等奖 许真贞 18120927 

交通运输学院 二等奖 赵芳 19114016 

交通运输学院 三等奖 许未 18120928 

交通运输学院 三等奖 商学成 19114008 

交通运输学院 三等奖 杨茗舒 19120932 

交通运输学院 三等奖 宋英杰 19125758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一等奖 王迦淇 1812121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一等奖 林瀚瀚 19121002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二等奖 李照广 12115279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二等奖 许红彬 1411533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二等奖 于霖 1611528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三等奖 许红彬 1411533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三等奖 孙振宇 15115278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三等奖 李浩 1912106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三等奖 刘莹 19121074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一等奖 孙琛 17121325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一等奖 宋马军 18116021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一等奖 黄兵 18121351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一等奖 刘艳茹 19116037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二等奖 刘洋 16116359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二等奖 李建钹 17116355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二等奖 匡玉成 18116012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二等奖 李禄权 18116017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二等奖 赵娴雅 18121299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二等奖 刘晓倩 18121362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二等奖 李俊文 18125973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二等奖 邓飞 19121340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李蒙 16116351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丁艺 18116003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高文静 18116008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李建申 18116015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赵超越 18116031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李官明 18121309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吕丽梅 18121312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吕雪梅 18121339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任海星 18121340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张鹏飞 18121346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查四喜 19116032 

机械工程与电子学院 三等奖 马超胜 19125991 

电气工程学院 二等奖 刘博 18121460 



 

 

电气工程学院 三等奖 刘博 18121460 

理学院 三等奖 王鸿康 19121658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等奖 焦润青 181217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等奖 张帅威 191217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奖 柳长青 17119476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奖 柳长青 17119476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奖 焦润青 181217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奖 胡雅鑫 19121694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谢晨雨 18121698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郭伟 181217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胡雪飞 181217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银勃旸 181217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梁晨晨 191190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高苏 19121675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一等奖 付文韬 18121759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一等奖 宋嘉珊 18121764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一等奖 孙超 18121766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一等奖 赵佳 18121772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一等奖 吴颖婷 19126453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傅梦怡 18121758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潘梦 18121763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宋嘉珊 18121764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宋嘉珊 18121764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孙晓萱 18121768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吴卉 18121779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刘雪滢 19121761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张寒梅 19121767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张寒梅 19121767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林芳 19121775 

语言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储平如 19126446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付文韬 18121759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孙颢齐 18121767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孙晓萱 18121768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孙晓萱 18121768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孙晓萱 18121768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赵佳 18121772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魏铭辰 18121778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张释珍 18121783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赵熠如 18121784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顾钊颖 19121757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刘安祺 19121759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马智鑫 19121762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熊沁 19121765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张寒梅 19121767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赵倩文 19121769 

语言与传播学院 三等奖 赵广宇 19126454 

软件学院 三等奖 孔垂涵 19121723 

建筑与艺术学院 二等奖 李玉婷 18121742 

建筑与艺术学院 三等奖 李韬略 19126366 

法学院 一等奖 刘振宇 18126472 

法学院 一等奖 潘 华 19121800 

法学院 一等奖 汪 月 19126479 

法学院 二等奖 梁 爽 18121795 

法学院 二等奖 肖 莉 18121806 

法学院 二等奖 陈诗雨 19121786 

法学院 二等奖 李佳慧 19126464 

法学院 二等奖 乔 硕 19126472 

法学院 二等奖 王耀宇 19126478 

法学院 三等奖 杜 宁 18121789 

法学院 三等奖 张斯宁 18126484 

法学院 三等奖 白 歌 19121784 

法学院 三等奖 陈星宇 19121787 

法学院 三等奖 马佳宜 19121798 

法学院 三等奖 张 帅 19121806 

法学院 三等奖 鲍晓聪 19126457 

法学院 三等奖 李孟娜 19126466 



 

 

法学院 三等奖 刘思琦 19126469 

法学院 三等奖 王 茹 19126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