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等级 备注说明

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18083001班 182671800 余澜 一等

2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18083001班 182671794 毕付坤 一等

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87 郑增辉 一等

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75 陈进峰 一等

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74 陈孟雅 一等

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16 石晓宇 一等

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05 张佳 一等

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83 章凯 一等

9 环境与建筑学院 市政工程18081403班 182621755 王晨 一等

1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908 张谨豪 一等

1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41 张彬 一等

12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18081406班 182651788 李宇 一等

1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22 王瑞胜 一等

1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43 李振华 一等

1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53 吕计委 一等

16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30 李鑫生 一等

1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42 李德宝 一等

18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18081406班 182651789 熊坤 一等

19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18081406班 182651785 代鹏 一等

20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74 王陈强 一等

2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32 邵明磊 一等

22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76 杨昕琦 一等

2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27 闫振业 一等

24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70 杨高杰 一等

25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61 卢明琦 一等

2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97 傅俊星 二等

2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85 左刘泉 二等

2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09 任蘇琪 二等

2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78 许诺 二等

3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71 高玉权 二等

3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18083001班 182671796 雷锦明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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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98 严南峡 二等

3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市政工程18081403班 182621758 曹正操 二等

3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18083001班 182671795 付小洁 二等

3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18083001班 182671798 薛冰 二等

3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17 黄炯 二等

3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18083001班 182671797 邓加晓 二等

3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03 谢心语 二等

3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07 孙洋洋 二等

4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04 王晓晓 二等

4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900 李丹妍 二等

42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01 王文刚 二等

4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88 王阳阳 二等

4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96 张海燕 二等

4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18 顾思依 二等

4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72 张雨晴 二等

4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市政工程18081403班 182621756 樊祖辉 二等

4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90 张铭婧 二等

4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18083001班 182671799 任志远 二等

5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76 欧阳翡宇 二等

5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43 陈秋宜 二等

52 环境与建筑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18081405班 182641779 章志 二等

5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44 李杉杉 二等

5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18081401班 182601736 王子腾 二等

55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21 伍杰 二等

56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25 郑金玉 二等

57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18081406班 182651791 钱逸卿 二等

5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26 程志翔 二等

59 环境与建筑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18081405班 182641780 邓金涛 二等

6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47 江昊鸿 二等

61 环境与建筑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18081405班 182641783 徐州 二等

6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34 刘逸翱 二等

6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55 邵欣 二等



6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18081401班 182601740 翁嘉蔚 二等

65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18081401班 182601734 瞿广鑫 二等

66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18081406班 182651786 王诗昆 二等

6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33 沈安鑫 二等

6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48 赵雅鑫 二等

69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18081406班 182651787 李振波 二等

7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28 夏云 二等

7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18081401班 182601735 朱明俊 二等

7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18081401班 182601739 张娅文 二等

7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65 李启东 二等

74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60 苗宇峰 二等

75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78 顾赵季 二等

76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20 郭春璐 二等

7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46 丁逾凡 二等

78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62 夏珍珍 二等

79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41 刁海健 二等

8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54 范雪妮 二等

81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66 张勤厚 二等

82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77 奕婧 二等

8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64 杨尚卿 二等

8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68 高仁义 二等

85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69 黄翠 二等

86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63 蔡广凯 二等

8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35 路凯文 二等

8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18083001班 182671793 唐子夏 三等

8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科学18083001班 182671792 郑益景 三等

9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13 彭世建 三等

9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14 胡守训 三等

92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02 戚仁志 三等

9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08 陈雨晨 三等

9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15 杨成 三等

9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10 刘志勇 三等



9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3002班 182681812 叶开洋 三等

9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99 周意 三等

9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905 陈永康 三等

9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904 徐田斌 三等

10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86 章怡 三等

10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82 黄丽萍 三等

102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94 彭世杰 三等

10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84 付文影 三等

10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902 孙圣广 三等

10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89 王志德 三等

10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95 陈景虎 三等

10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92 王宏哲 三等

10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73 李成云 三等

10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80 李猛 三等

11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77 刘宾寒 三等

11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907 王淳武 三等

112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81 杨俊豪 三等

11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901 黄莹 三等

114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903 张晓杰 三等

11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91 刘毅成 三等

11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79 芦津 三等

11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906 吴启明 三等

11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70 靳志豪 三等

11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18085229班 183841893 彭一飞 三等

12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市政工程18081403班 182621757 曹锐 三等

12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市政工程18081403班 182621759 刘国伟 三等

12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18081401班 182601733 沈益 三等

12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18081401班 182601738 陶龙 三等

12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岩土工程18081401班 182601737 李佩青 三等

125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51 柴茂祥 三等

126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47 范健雄 三等

127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45 张煜坤 三等



128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54 江海洋 三等

129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49 张宇翔 三等

130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46 史晨阳 三等

131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44 管柯君 三等

132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50 徐渭 三等

133 环境与建筑学院 结构工程18081402班 182611752 韦智友 三等

134 环境与建筑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18081405班 182641781 史岩民 三等

135 环境与建筑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18081405班 182641782 夏雪东 三等

136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18081406班 182651790 方蕾 三等

137 环境与建筑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18081406班 182651784 吴健 三等

13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19 龚赛博 三等

139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23 翟文旭 三等

14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24 唐家进 三等

14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29 陈爱春 三等

14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36 刘泽星 三等

14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37 朱鹏涛 三等

14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38 陈凯伦 三等

145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39 李彪宗 三等

146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40 薛忆天 三等

14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48 徐天辰 三等

14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49 朱豪 三等

149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51 付可 三等

15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56 张骞 三等

15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58 张运鑫 三等

15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61 李昕珍 三等

153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75 郝茂森 三等

154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64 何志为 三等

155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73 段金良 三等

156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67 宋小军 三等

157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63 王婉桐 三等

158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72 明盼盼 三等

159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65 傅林川 三等



160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68 李柯秀 三等

161 环境与建筑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18081404班 182631771 张杉 三等

16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31 姜昕 三等

16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42 潘敏谊 三等

164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45 叶和平 三等

165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50 信文普 三等

166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52 贾鹏 三等

167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53 肖荣芳 三等

168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57 王智德 三等

169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59 刘鹏飞 三等

170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60 赵晓 三等

171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62 宋冰岩 三等

172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66 张雨蒙 三等

173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18085213班 183811869 杨斌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