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2020年接收推荐免试直博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经综合考核和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我系 2020 年推荐免试直博生拟录取名单现已确定，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2019年 10月 28日——11月 8日）。 

报名登记表号

（或学号） 
姓名 本科院校 拟录取专业 综合考核成绩 备注 

2016010802 林世泽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5.6 机电方向 

2016010482 赵明波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5.2 摩擦方向 

2016010509 周冉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4.6 机电方向 

2016010481 王冲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4.3 摩擦方向 

20306087 李昱昕 同济大学 机械工程 94.2 摩擦方向 

20301405 胡文扬 中南大学 机械工程 94 设计方向 

2016010430 丘嘉豪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4 制造方向 

20300996 王军宇 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94 摩擦方向 

2016010500 赵文曦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4 设计方向 

20300346 张扬 山东大学 机械工程 93.8 摩擦方向 

2016010567 盖可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3.6 成形方向 

2016010668 武诗睿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3.6 机电方向 

20301706 代浩磊 四川大学 机械工程 93.2 摩擦方向 

20303960 张瑞 山东大学 机械工程 93.2 摩擦方向 

2016010468 邓智中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3 设计方向 

2016011575 黄立昊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3 成形方向 

2016010530 陶浩楠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3 摩擦方向 

20304792 魏姗姗 北京工商大学 机械工程 93 设计方向 

2016010471 金炜烨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2.7 成形方向 

2016010477 王一然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2.7 摩擦方向 

2016010435 汤子汉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2.6 制造方向 

2016010673 管晨昊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2.5 摩擦方向 

2016010474 张轩鹤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2.5 摩擦方向 

2016010656 李兆昕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2.3 摩擦方向 

20304862 孙旭辉 北京化工大学 机械工程 92.3 摩擦方向 

2016010772 唐天祥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2.3 成形方向 

20300197 安鑫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92.2 制造方向 

20302461 陈玮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工程 92.2 摩擦方向 

20303001 潘云帆 北京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92.2 摩擦方向 

20303219 薛胜楠 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 92.2 成形方向 

2016010488 尚鹏程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2.1 成形方向 

2015010326 王帅奇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2.1 成形方向 

2016010801 黄安祺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2 设计方向 



20300157 刘奥博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91.9 成形方向 

20300273 唐自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91.6 机电方向 

2016010492 余畅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1.6 制造方向 

2016011546 胡昌平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1.4 机电方向 

2016010534 谭勇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1.4 成形方向 

2016010508 赵朗锋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1.4 制造方向 

2016010544 石方正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1.3 成形方向 

2016010439 何天程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1 成形方向 

20303226 朱传辉 山东大学 机械工程 91 成形方向 

2016010809 段金昊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0.8 制造方向 

2016010535 陈炜铧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0.4 制造方向 

2016010667 田向宇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0.4 制造方向 

2016011542 黄轩宇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90 摩擦方向 

20301250 马梓健 吉林大学 机械工程 90 制造方向 

2016010643 唐文翰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89.6 制造方向 

2016010514 杨迪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89.4 制造方向 

2016010680 刘嘉辉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89 制造方向 

20302047 文庭瑞 同济大学 机械工程 88.8 机电方向 

2016010707 王禹衡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88 制造方向 

20305867 李昀泽 大连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87.2 摩擦方向 

2016010569 刘博武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86 制造方向 

20302148 张帆 大连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86 机电方向 

20301757 姚尧 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85.6 制造方向 

2016010486 杨快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85 制造方向 

 

 

公示期内，如对拟录取名单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申诉，具名向清华大学反映。申诉

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研究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联系电话：010-62784558 

电子邮箱：jxxyjsk@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2019年 10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