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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科院校 专业 考场

1 陶闻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2 文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3 李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 J201

4 王朝阳 (空)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5 这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6 巩梦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1

7 雷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8 吕润泽 哈尔滨理工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9 杜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10 杨艳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11 宁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12 李玉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13 陈金芳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14 李健良 西安邮电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15 刘秀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 J201

16 宁河川 西安邮电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17 赵新燕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18 王凤强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19 朱先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对抗技术 J201

20 成方正 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21 葛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22 张超 西安工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J201

23 张园 (空) 通信工程 J201

24 王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 J201

25 张晓冬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26 丁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系统设计 J201

27 吉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学 J201

28 任小敏 上海交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29 杨晋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30 刘仪 西安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1

31 张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32 韩金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学 J201

33 叶孟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J201

34 朱哲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 J201

35 黄国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36 李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1

37 刘晶煌 太原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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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丛冠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39 柳鑫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40 翁笑冬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41 程华丽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学 J201

42 张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1

43 徐笑溪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1

44 胡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J201

45 李青 西安理工大学 微电子学 J201

46 李林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47 杨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48 贾迪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49 刘翱飞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50 黄芸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51 李艺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52 杨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1

53 廖育贤 厦门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J201

54 代雨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 J201

55 江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光电子技术科学 J201

56 黄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1

57 赵雅雯 哈尔滨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58 缑石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59 杨翔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1

60 石土根 西安工大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J201

61 梁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 J204

62 周艳 西北大学 电子科技与技术 J204

63 李晨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64 严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65 马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66 左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与集成系统 J204

67 徐婷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68 邢海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69 温丽媛 西安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J204

70 朱博文 西北工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71 邹闰闰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4

72 朱挺 西北工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73 张文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74 褚宏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75 郑璞阳 西安邮电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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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董婷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4

77 王月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78 孙嘉珮 西北工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79 董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80 张磊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J204

81 王希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82 赵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83 张新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84 孙晋华 太原科大 物联网工程 J204

85 郑宗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86 曲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应用物理学 J204

87 韩文证 (空)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88 黄开 西南交大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4

89 苏爱雪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90 张冰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4

91 翁炜轩 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4

92 颜佳诚 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93 王文龙 西北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94 曹仁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95 王冠雄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自动化 J204

96 韩静 西南科大 应用物理系 J204

97 孙寿田 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98 黄相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 J204

99 马宇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技术 J204

100 王凯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 J204

101 秦昱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102 刘佳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103 秦冀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J204

104 张松涛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105 姚腾腾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J204

106 杜建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107 邢晶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108 闫昊昱 西安交通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 J204

109 李雪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4

110 芦靖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111 陈常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J204

112 弋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J204

113 李欣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考试时间：2018.7.15 上午10:00-11:30             考试地点：西电北校区阶梯教学楼2楼

 2018微电之光笔试名单

114 袁凡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系统设计 J204

115 刘宇朝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116 刘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117 马舒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118 李宇杰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119 董建国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4

120 蒋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4

121 王佳豪 西安理工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22 冯艺波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5

123 李渝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J205

124 付永瑞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25 姚秋瑞 西安邮电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J205

126 刘爽 西安理工大学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27 曹延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28 黄之豪 西安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29 毛致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30 黎智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 J205

131 崔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J205

132 吴雪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5

133 雷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34 吴俣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5

135 胡金宝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 J205

136 张柏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5

137 闵嘉炜 东南大学 (空) J205

138 严思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39 王武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5

140 赵倩倩 西安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5

141 乔世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42 陈莉 西安理工大学 自动化 J205

143 王朝林 西安交通大学 微电子 J205

144 祁玫丹 西安交通大学 (空) J205

145 王靖 西安交通大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J205

146 庞敏 西安交通大学 (空) J205

147 武占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5

148 孔龙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5

149 陈轲 陕西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5

150 李正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 J205

151 朱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空) J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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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叶家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53 孙钰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J205

154 孙佳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55 朱博文 西北工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56 韩文证 西北工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57 赵汉青 西北工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58 朱挺 西北工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59 庞敏 西安交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60 张宇 西安交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61 陈莉 西安交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62 王朝林 西安交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63 祁玫丹 西安交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64 王婧 西安交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5

165 马宇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5

166 康浩然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J205

167 张英杰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 J205

168 张园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系统设计 J205

169 李花花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J205

170 王飞龙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J205

171 刘宇朝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J205

172 王雪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J205

173 杨毅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J205

174 姚秋瑞 西安邮电大学 电路与系统 J205

175 袁凡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系统设计 J205

176 杨雪梅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 J208

177 严展科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系统设计 J208

178 王梦海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系统设计 J208

179 贺飞龙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J208

180 宁河川 西安邮电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8

181 李磊 西安邮电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J208

182 陈金芳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8

183 王凤强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8

184 李晨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8

185 李旭东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J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