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南昌大学工程制图竞赛获奖名单（A类） 
排序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获奖等级

1 机电工程学院 能动 163 5902616066 夏寅力 一等奖 

2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6 5910116176 朱子睿 一等奖 

3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7 5910116196 郭杨开 一等奖 

4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8 5910116317 刘一樊 一等奖 

5 机电工程学院 材成 174 班 5904117136 沈康辉 一等奖 

6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1 班 5902117002 刘伦焜 一等奖 

7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6 班 5902117189 李晓倩 一等奖 

8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2 5910116057 周丹寰 一等奖 

9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6 5910116325 陈季凌 一等奖 

10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6109117160 张翔 一等奖 

11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4 5910116293 潘成荣 一等奖 

12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6109117123 李明德 一等奖 

13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6105117035 周颖 一等奖 

14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5902117107 王子恒 一等奖 

15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8 班 5902117266 廖通 一等奖 

16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3 班 5902117094 王海 一等奖 

17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8 班 5902117261 廖乘风 一等奖 

18 机电工程学院 能动 162 5902616034 马耀林 一等奖 

19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3 班 5902117095 占浩靖 一等奖 

20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4 班 5902117121 肖文才 一等奖 

21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7 5910116208  陈志龙 一等奖 

22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6105117193 袁启民 一等奖 

23 机电工程学院  材成 163 5901216090 牛司成 二等奖 

24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3 班 5902117085 颜统翔 二等奖 

25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6 班 5902117201 方锴 二等奖 

26 机电工程学院 能动 162 5902616041 万启坤 二等奖 

27 机电工程学院 材成 172 5904117068 葛扬涛 二等奖 

28 机电工程学院 材成 173 班 5904117087 王志航 二等奖 

29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6104117068 洪晓爱 二等奖 

30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4 班 5902117113 杨艳 二等奖 

31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4 班 5902117118 伍芳荣 二等奖 

32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5 班 5902117150 张巍俊 二等奖 

33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8 班 5902117243 吕福平 二等奖 

34 机电工程学院 能动 171 5907117013 章亚龙 二等奖 



排序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获奖等级

35 机电工程学院 车辆 162 5910116139 李宁波 二等奖 

36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8 5910116313 黄志杰 二等奖 

37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7 5910116359 刘高栋 二等奖 

38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8002117087 高焕翔 二等奖 

39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5 班 5902117136 诸杰杰 二等奖 

40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9 班 5902117274 张洪亮 二等奖 

41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8 5901216092  陈  磊 二等奖 

42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7 班 5902117204 唐婷 二等奖 

43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过控 162 5801416035  刘泉 二等奖 

44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1 班 5902117006 赵一剑 二等奖 

45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5 班 5902117149 蔡建兵 二等奖 

46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6 班 5902117194 饶彪彪 二等奖 

47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10 班 5902117314 熊飞龙 二等奖 

48 机电工程学院 能动 163 5902616082 李竞伦 二等奖 

49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6 班 5902117173 吴秀松 二等奖 

50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6 班 5902117197 陈杰 二等奖 

51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10 班 5902117325 姜亚凤 二等奖 

52 机电工程学院 能动 172 5907117034 石自亮 二等奖 

53 机电工程学院 材成 165 5901216155 陈李平 三等奖 

54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1 班 5902117007 杨宇 三等奖 

55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9 班 5902117280 范学聪 三等奖 

56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10 班 5902117317 涂淦 三等奖 

57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7 5910116210  林鸿雨 三等奖 

58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3 5910116354  黄程 三等奖 

59 机电工程学院 材成 161 5901216022 迟文潮 三等奖 

60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5 班 5902117168 徐溢 三等奖 

61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6 班 5902117185 杨凯 三等奖 

62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8 班 5902117239 赵泽文 三等奖 

63 机电工程学院 材成 171 5904117036 罗涛 三等奖 

64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3 5910116073  毛生华 三等奖 

65 机电工程学院 车辆 153 5910115011 王梓津 三等奖 

66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5408117216 曹林锋 三等奖 

67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5902117138 张越 三等奖 

68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6 班 5902117196 蒋凯达 三等奖 

69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10 班 5902117304 张发成 三等奖 



排序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获奖等级

70 机电工程学院 能动 161 5902616006 胡拓 三等奖 

71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5701117212 李昕禹 三等奖 

72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2 班 5902117042 史海阳 三等奖 

73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3 班 5902117101 杨浩然 三等奖 

74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6 班 5902117187 王志文 三等奖 

75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7 班 5902117220 王斌 三等奖 

76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9 班 5902117271 黄一驰 三等奖 

77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1 5910116027 周宇飞 三等奖 

78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8 5910116224  邱宜萍 三等奖 

79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2 班 5902117055 彭飞帆 三等奖 

80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5 班 5902117166 杨平 三等奖 

81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9 班 5902117289 杜文华 三等奖 

82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10 班 5902117306 梁佳豪 三等奖 

83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10 班 5902117334 殷泽皓 三等奖 

84 机电工程学院  能动 173 5907117085  李建达 三等奖 

85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5 5910116153 刘阳 三等奖 

86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7 5910116206  张增贵 三等奖 

87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3 5910116356  刘文强 三等奖 

88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6 班 5902117174 刘艺驰 三等奖 

89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5904117154 张权 三等奖 

90 机电工程学院 能动 172 5907117062 李定康 三等奖 

91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8 5910116232  李勇清 三等奖 

92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7 5910116355  彭凌 三等奖 

 

 

2018 年南昌大学工程制图竞赛获奖名单（B类） 

排序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获奖等级 

1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03 马亦磊 一等奖 

2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08 王忻莹 一等奖 

3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安工 171 班 5809117012 肖家健 一等奖 

4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 173 班 6104117070 王镇宇 一等奖 

5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26 陈林林 一等奖 



排序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获奖等级 

6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02 陆小卫 一等奖 

7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71 班 5806117011 史康佳 一等奖 

8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172 班 6108117034 高珂鑫 一等奖 

9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2 班 5807117053 余炼 一等奖 

10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71 班 5806117007 张娴丹 一等奖 

11 艺术与设计学院 工设 151 班 5203015003 洪新野 二等奖 

12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21 陈积玉 二等奖 

13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2 班 5807117064 王峰迪 二等奖 

14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安工 171 班 5809117014 吴桐宇 二等奖 

15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17 钟薇 二等奖 

16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20 王怡溪 二等奖 

17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 174 班 6104117122 刘诗雯 二等奖 

18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71 班 5806117001 李昊霖 二等奖 

19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2 班 5807117056 聂朝阳 二等奖 

20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174班 7901117098 郭灵 二等奖 

21 食品学院 食品（卓越）161 班 7910116213 谢玉洁 二等奖 

22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制药 171 班 5804117006 侯欣淼 二等奖 

23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 173 班 6104117076 吴睿涵 二等奖 

24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162 班 5503116044 罗皓轩 三等奖 

25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制药 171 班 5804117003 巴怀茹 三等奖 

26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制药 172 班 5804117050 王鹏博 三等奖 

27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 173 班 6104117072 孙逸 三等奖 

28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71 班 5806117003 陈扬 三等奖 

29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35 毛晓瑛 三等奖 

30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 173 班 6104117082 罗锦 三等奖 

31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174 班 6108117095 江力楚 三等奖 

32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 171 班 6104117011 沈亮 三等奖 

33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171 班 6108117018 黄正林 三等奖 

34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71 班 5806117005 陈蕾 三等奖 

35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2 班 5807117057 王一凡 三等奖 

36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71 班 5806117012 李志杰 三等奖 

37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 174 班 6104117095 余世辉 三等奖 

38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174 班 6108117122 王振傲 三等奖 

39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2 班 5807117054 蔡菲 三等奖 

40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安工 171 班 5809117006 洪文延 三等奖 



2018 年南昌大学工程制图竞赛华为奖名单 

 

序号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获奖等级

A类 

1 机电工程学院 能动 163 5902616066 夏寅力 特等奖 

2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6 5910116176 朱子睿 一等奖 

3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7 5910116196 郭杨开 一等奖 

4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8 5910116317 刘一樊 二等奖 

5 机电工程学院 材成 174 班 5904117136 沈康辉 二等奖 

6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1 班 5902117002 刘伦焜 二等奖 

7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类 1706 班 5902117189 李晓倩 二等奖 

8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2 5910116057 周丹寰 三等奖 

9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6 5910116325 陈季凌 三等奖 

10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6109117160 张翔 三等奖 

11 机电工程学院 机制 164 5910116293 潘成荣 三等奖 

12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6109117123 李明德 三等奖 

13  前湖学院 17 级综合实验班 6105117035 周颖 三等奖 

B 类 

序号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获奖等级

1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03 马亦磊 一等奖 

2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08 王忻莹 二等奖 

3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安工 171 班 5809117012 肖家健 二等奖 

4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 173 班 6104117070 王镇宇 三等奖 

5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26 陈林林 三等奖 

6 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环工 171 班 5807117002 陆小卫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