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 环境与建筑学院 能源与环境工程 201820100 毕付坤 一等奖

2 环境与建筑学院 能源与环境工程 201820095 刘伟 二等奖

3 环境与建筑学院 能源与环境工程 201820098 杨阳 二等奖

4 环境与建筑学院 能源与环境工程 201820099 苗宇峰 二等奖

5 环境与建筑学院 能源与环境工程 201820097 杨定韬 二等奖

6 环境与建筑学院 能源与环境工程 201820096 邹旭晖 三等奖

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 202471907 刘洋 一等奖

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79 赵思凡 一等奖

9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 202521968 拜寅康 一等奖

1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82 王宁宁 一等奖

11 环境与建筑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202511963 李明轩 二等奖

1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87 欧阳欢 二等奖

1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85 张硕勋 二等奖

1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89 陈家奇 二等奖

15 环境与建筑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202511967 李嘉欣 二等奖

16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 202521974 张宁 二等奖

1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13 谭卓琼 二等奖

1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74 欧阳昢晧 二等奖

1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29 潘云贵 二等奖

2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12 潘行 二等奖

2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193791884 李闯 二等奖

2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64 刘宁 二等奖

23 环境与建筑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202511964 刘能 二等奖

2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24 周航 二等奖

25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69 罗杰 二等奖

26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70 张茂建 二等奖

27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 202521973 董力铭 二等奖

2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73 吕刚 二等奖

2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27 任天濠 二等奖

3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15 王爽倩 二等奖

3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66 宋博翰 二等奖

3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91 高玲 二等奖

3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 202471910 程靳蕊 二等奖

3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67 王子杰 二等奖

3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21 吴锦 三等奖

36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 202521969 陈奇键 三等奖

3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 202471905 王齐苘 三等奖

3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 202471906 黄鸿斌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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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90 王港胜 三等奖

4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77 夏振钊 三等奖

4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14 李锦丰 三等奖

4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 202471904 王同润 三等奖

4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86 彭天平 三等奖

4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 202471908 金德福 三等奖

4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22 李生 三等奖

4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23 汪清春 三等奖

4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25 殷凡斐 三等奖

4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 202471909 章玉建 三等奖

4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26 王克凡 三等奖

5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68 乔宏卓 三等奖

5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 202471911 刘旭 三等奖

52 环境与建筑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202511966 李蓓 三等奖

5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84 程晓磊 三等奖

5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72 杨涛 三等奖

55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83 陈伟 三等奖

56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63 孟禹 三等奖

57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 202521972 陈玉虎 三等奖

5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76 黄伟 三等奖

59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81 沃巍 三等奖

6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71 王凯 三等奖

6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65 查蕴阳 三等奖

62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30 张宇睿 三等奖

6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17 王之鑫 三等奖

6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20 欧阳伟 三等奖

65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 203642092 袁晨露 三等奖

6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16 韩欢 三等奖

6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 202481918 施嘉俊 三等奖

68 环境与建筑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202511965 李孟轩 三等奖

69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03 丁浩 一等

7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04 朱梦雅 一等

71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46 赵金驰 二等

7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095 尹立元 二等

73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48 程坚 二等

74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35 王虎成 二等

75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097 王海洋 二等

76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45 杨敏 二等

7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096 沈晨彬 二等

7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09 朱继阳 二等

79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41 范钱宏 二等



80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61 石建鸿 二等

8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093 杨清波 二等

82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44 卜乙晓 二等

8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13 袁星萍 二等

84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43 梁冰 二等

85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07 卜振严 二等

86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06 叶振东 二等

87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60 闫楠楠 二等

8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11 赵淑雅 三等

89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39 朱杰克 三等

90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58 刘建平 三等

9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12 曾宪明 三等

92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54 赵伟超 三等

9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10 顾林 三等

94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47 赵恒 三等

95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37 赵振阳 三等

96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42 田浪 三等

9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00 李嘉晨 三等

9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01 张强强 三等

99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02 伊伟奇 三等

10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094 张中甲 三等

101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53 陈镜宇 三等

102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55 冯爽 三等

103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49 洪诗颖 三等

10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08 冯昊成 三等

105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52 倪好全 三等

106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40 聂云卿 三等

10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105 朱安雄 三等

10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099 罗兵 三等

109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51 张夫摇 三等

110 环境与建筑学院 暖通 202501957 黄屹东 三等

11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水利（暖通） 203642098 刘竞业 三等

112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83 林乃棚 一等

113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29 龚怡舒 一等

114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49 李星雨 一等

115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25 赵强宇 一等

11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06 田满 一等

11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01 秦松 二等

11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85 杜全心 二等

11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1989 孟庆臣 二等

120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18 顾奕昕 二等



12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76 费福豪 二等

122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42 陈璐 二等

123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60 饶妍彦 二等

12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10 李梦玮 二等

12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05 邹思敏 二等

126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23 朱梓侨 二等

127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61 王永恒 二等

128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35 田丰彦 二等

12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09 孙春萌 二等

130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38 张婧茹 二等

13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03 施常洁 二等

132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59 宁寒 二等

13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1993 李文欣 二等

13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1996 陈亚 二等

13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07 张思濡 二等

13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78 戴旺喜 二等

13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17 赵杉杉 二等

13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08 曹子琦 二等

139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26 程晓方 二等

14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79 王佳齐 二等

14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1992 王瑞洁 二等

142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27 施卓利 二等

14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02 王叶贵 二等

144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19 杨怡 二等

145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44 朱莉 二等

14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1994 李琳琳 二等

147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55 王筱月 二等

14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84 杨柳 三等

14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14 曹依晴 三等

150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51 黄赛凯 三等

15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1999 徐达 三等

152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34 蒋源真 三等

153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57 张陶陶 三等

15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15 姜博 三等

15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13 朱鑫钰 三等

156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40 宋书银 三等

157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50 张浩东 三等

158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52 王慧 三等

159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43 彭佳诚 三等

16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82 李雪纯 三等

16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75 刘洋 三等



162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86 王湘锦 三等

16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市政工程 202491934 刘旺 三等

16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80 汪鑫莹 三等

165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20 张正龙 三等

166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58 郑涛 三等

16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11 罗欢 三等

168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47 何佳浩 三等

169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32 王钰越 三等

170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56 雷程 三等

171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30 石劭琪 三等

172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45 方贵琳 三等

17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1988 庞丽丹 三等

17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1995 孙永琪 三等

17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81 高慧敏 三等

176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28 刘潇晗 三等

177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54 吴志斌 三等

178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39 吕峻帆 三等

179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22 黎永伦 三等

180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48 马晨阳 三等

18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市政工程 202491931 黄剑虹 三等

182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33 甘炯 三等

18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2012 胡海 三等

18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1997 石书银 三等

185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21 刘泽慧 三等

18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202551991 赵军凯 三等

18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市政工程 202491932 朱晓岩 三等

18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 202541987 张艺航 三等

189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46 杨鑫 三等

19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市政工程 202491933 朱慕来 三等

191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24 陆明 三等

192 环境与建筑学院 资源与环境 203622041 赵子明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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