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物理所2022年夏令营面试结果

序号 姓名 学校 报考专业 成绩

1 何易航 东南大学 光学 A

2 欧阳沛 中山大学 凝聚态物理 A

3 吴怡然 西安交通大学 光学 A

4 宾夕涵 同济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B

5 陈致博 上海交通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6 崔学严 西南石油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B

7 董建宇 上海科技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8 黄程骏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B

9 黄捷鸿 武汉大学 光学 B

10 蒋雨桐 四川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B

11 李成凯 北京理工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12 李文宇 南开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13 厉彦榛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光学 B

14 刘佩尧 上海科技大学 理论物理 B

15 刘青松 中南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16 罗昕睿 中山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17 乔北 华南理工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18 邵嘉惠 四川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B

19 宋雪宁 华中科技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B

20 陶花语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材料物理与化学 B

21 王艺 北京理工大学 光学 B

22 韦婉 华南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B

23 吴发权 中山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24 肖凯汕 中南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B

25 徐嘉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26 徐思宇 华南理工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27 许楷林 北京工业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28 杨迅 重庆大学 理论物理 B

29 周思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凝聚态物理 B



30 陈思雨 南开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31 丁晨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C

32 段鸿熹 中南大学 材料学 C

33 冯宝璋 大连理工大学 光学 C

34 高一博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C

35 何行 西北工业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36 匡雨昂 中南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37 李家鑫 武汉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38 李思佳 北京交通大学 等离子体物理 C

39 李悦祺 重庆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40 刘富俊 合肥工业大学 光电信息工程 C

41 刘伟风 陕西师范大学 光电信息工程 C

42 刘旭 北京科技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43 龙鹏 厦门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44 马心远 暨南大学 材料学 C

45 齐梓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论物理 C

46 邱富阳 北京理工大学 理论物理 C

47 邱晶晶 北京师范大学 光学 C

48 瞿琪玉 华中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49 宋佳仪 南开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50 王伯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C

51 熊跃龙 湖南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52 俞勤径 上海交通大学 凝聚态物理 C

53 张沛航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C

54 张泽海 吉林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C

55 张泽宇 同济大学 理论物理 C

56 陈迅 华南理工大学 凝聚态物理 C(调剂工硕)

57 何介中 暨南大学 凝聚态物理 C(调剂工硕)

58 何雨卿 中国传媒大学 光学 C(调剂工硕)

59 敬业诚 重庆大学 凝聚态物理 C(调剂工硕)

60 李浩天 河海大学 光学 C(调剂工硕)

61 李鑫浩 北京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C(调剂工硕)



62 刘保京 上海交通大学 光学 C(调剂工硕)

63 刘海霞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材料物理与化学 C(调剂工硕)

64 刘雷 中南大学 材料学 C(调剂工硕)

65 刘一帆 山东大学 凝聚态物理 C(调剂工硕)

66 吕洋 中央民族大学 等离子体物理 C(调剂工硕)

67 孟哲平 山东大学（威海） 凝聚态物理 C(调剂工硕)

68 裴千帆 中南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C(调剂工硕)

69 涂竞方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凝聚态物理 C(调剂工硕)

70 尹源 武汉理工大学 凝聚态物理 C(调剂工硕)

71 于润泽 北京工业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C(调剂工硕)

72 张佳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凝聚态物理 C(调剂工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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