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20 年硕士生毕业名单

序号 硕士生姓名 毕业年度 单位名称 导师姓名

1 徐大林 2016 武汉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陈尚宾

2 赵凯 2016 全志科技有限公司 邓勇

3 梅丽 2016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

4 罗德武 2016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龚辉

5 高若颖 2016 普联就业 黄振立

6 唐江舟 2016 成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刘谦

7 徐秋枫 2016 豪威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刘谦

8 王群 2016 豪威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杨孝全

9 刘敏 2016 青海海信研发中心 袁菁

10 李蔚琳 2016 武汉创业 曾绍群

11 黄志强 2016 杭州贝购科技有限公司 曾绍群

12 黄凯 2016 武汉中南医院 曾绍群

13 李雪 2016 德克萨斯奥斯汀分校读博 曾绍群

14 陈兴艳 2016 同济医院 张智红

15 王瑞松 2016 深圳市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周伟

16 卫燚 2017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



17 刘丹 2017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龚辉

18 吕光辉 2017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李浩洪

19 鲁航 2017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李向宁

20 李雪 2017 厦门玉晶光电 李向宁

21 郭睿 2017 武汉联影医疗科技公司 吕晓华

22 王振宇 2017 今日头条有限公司 吕晓华

23 雷甜 2017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骆清铭

24 朱毅 2017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杨孝全

25 贾雪艳 2017 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 杨孝全

26 秦少游 2017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袁菁

27 娄阳 2017 河南省人民医院 袁菁

28 贾瑶 2017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曾绍群

29 刘灵 2017 武汉协和医院 曾绍群

30 苏雷 2017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曾绍群

31 李宁 2017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博士 曾绍群

32 吕金凤 2017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 周伟

33 赵喆 2018 中国平安 陈尚宾

34 彭雪 2018 湖南选调生 邓勇

35 田庚 201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一五工厂 付玲

36 谭璐 2018 深圳华为有限公司 龚辉



37 陈勇 2018 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李安安

38 陈昕枫 2018 北京大学 李浩洪

39 李文成 2018 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刘谦

40 李培 2018 深圳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效公司 吕晓华

41 余亚兰 2018 浙江余姚瞬宇光电公司 骆清铭

42 宋思远 2018 哈工大机器人（合肥）国际创新研究院 骆清铭

43 张浩 2018 华中科技大学 谢庆国

44 胡枭 2018 协和医院 曾绍群

45 尹芳芳 2018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曾绍群

46 白柯 2018 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曾绍群

47 伍柳娟 2018 桂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张智红

48 魏剑霜 2018 华中科技大学读博 张智红

49 闫鑫鑫 2018 西安华为有限公司 朱丹

50 李雨莎 2018 华中科技大学读博 朱丹

51 王志光 2019 武汉协和医院 陈尚宾

52 潘正宇 2019 杭州虹软科技有限公司 陈尚宾

53 许瑞 2019 精微视达（武汉）有限公司 付玲

54 余洁 2019 武汉中南医院 李安安

55 史文娟 2019 豪威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李安安

56 吕文志 2019 武汉聚垒科技（创业） 李鹏程



57 周曼玉 2019 武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刘谦

58 郭琛琛 2019 杭州市百世集团有限公司 刘谦

59 季梦 2019 北京协和医学院 陆锦玲

60 黄少波 2019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陆锦玲

61 付迪生 2019 迈瑞有限责任公司 王平

62 李招 2019 武汉同济医院 许彤辉 袁菁

63 邵帅 2019 杭州市网易（杭州）有限公司 杨孝全

64 张柳云 2019 武汉德骼拜尔有限公司 杨孝全

65 骆佳良 2019 武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袁菁

66 熊雨苗 2019 武汉联影医疗科技 曾绍群

67 刘越 2019 武汉协和医院 曾绍群

68 田靓 2019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曾绍群

69 刘凯全 2019 武汉天马微电子 张玉慧

70 李瑞雪 2019 香雪制药（广州） 张智红

71 党浩珂 2019 济源市组织部 周伟

72 马祎琳 2019 携程计算机（上海） 朱丹

73 唐华隽 2019 香港大学 王平

74 黄飞 2019 OPPO 广东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吕晓华

75 姜辰宇 202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武汉研究所 袁菁

76 陈宇宙 2020 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张智红



77 刘晨珺 2020 广州博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付玲

78 张勇升 2020 清华大学（升学） 曾绍群

79 杨小莹 2020 南京苏宁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李向宁

80 韦加锴 2020 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 李鹏程

81 陈小丽 2020 湖北省中医院 杨杰

82 张灿 2020 海康威视武汉分公司 付玲

83 刘晓翔 2020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吕晓华

84 代家起 2020 武汉华为研究所 李浩洪

85 曹亚茹 202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基础医学院 龚辉

86 李云 2020 武汉联影生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刘秀丽

87 叶青 2020 武汉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陈尚宾

88 狄亚超 2020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陈尚宾

89 张明祥 2020 华为杭州研究院 李安安

90 肖遥辰 2020 深圳欢太科技有限公司 杨孝全

91 张德洁 2020 浙江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骆清铭

92 韩嘉程 2020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全廷伟

93 卫璐瑶 2020 中共韶关市委组织部 杨孝全

94 宣佳佳 2020 浙江新和成有限公司 张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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