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专业 考研学校

王中尉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央财经大学

阮李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国矿业大学

程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工业大学

沈坤花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工业大学

王卓婷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北京工业大学

毛佳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工业大学

从琳 产品设计 清华大学

张晓露 艺术设计 清华大学

傅佩琳 艺术设计 北京大学

池璇 动画 北京大学

李海静 动画 北京大学

张赟 动画 北京大学

韩一鹏 动画 北京大学

谢绣竹 艺术设计 中央美术学院

鞠海霞 艺术设计 中国人民大学

王元 工程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南洋 汉语言(对外汉语教学方向) 中国政法大学

岳久博 财务管理 中央财经大学

陈鑫 通信工程 中国传媒大学

李姝依 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方向) 中国传媒大学

秦梦溪 财务管理 中国矿业大学

唐鸿妍 汉语言(对外汉语教学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

席卓馨 汉语言(对外汉语教学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

张媛 公共事业管理 中央民族大学

耿昕荻 汉语言(对外汉语教学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

田雯 财务管理 中央民族大学

薛松 工业设计 北方工业大学

侯思达 工业设计 北方工业大学

刘珺 汉语言(对外汉语教学方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聂可实 艺术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胡紫薇 工业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仇是豪 工业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郭梓璇 产品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王梦唯 产品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董陆然 财务管理 北京工商大学

张腾龙 工程管理 北京工业大学

张少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工业大学

何华阳 电子信息工程 北京工业大学

杨星星 电子信息工程 北京工业大学

姓名 专业 考研学校

于先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北京交通大学

张兆阳 通信工程 东北师范大学

曾婷 通信工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刘桐源 英语 华中师范大学

郭入玮 国际经济与贸易 南昌大学

杨韵夏 市场营销 内蒙古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赵娜 英语 外交学院

邹旭 动画 北京工业大学

池臻欤 电子信息工程 北京工业大学

哈睿 电子信息工程 北京工业大学

方之愉 北京工业大学

王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北京工业大学

白杨 通信工程 北京工业大学

方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工业大学

申晓晖 通信工程 北京化工大学

魏宇晨 电子信息工程 北京化工大学

单纪鹏 国际经济与贸易 北京科技大学

毛聪 工程管理 北京师范大学

罗星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郭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北京邮电大学

李姌 国际经济与贸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吴振宇 通信工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郑蒙蒙 通信工程 华北电力大学

罗森森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华北电力大学

习羽 财务管理 华东交通大学

全超 公共事业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

卢轶莹 财务管理 南昌大学

张皖苏 艺术设计 南京工业大学

岳伟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靳嘉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雪潇 山西财经大学

董文瑾 动画 山西大学

郑为伟 财务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

范忆兴 财务管理 首都师范大学

郭子琪 汉语国际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

张迎 市场营销 天津工业大学

高婧 汉语言(对外汉语教学方向) 天津外国语大学

丁伟桐 财务管理 西安科技大学

张佳欣 市场营销 西北大学

李尚松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南林业大学

傅凌 国际经济与贸易 西南政法大学

范一腾 艺术设计 浙江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温洋 国际经济与贸易 重庆大学

韩嘉怡 汉语言(对外汉语教学方向) 浙江师范大学

国内考研名单（部分）

徐艺萌 艺术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境外升学院校（部分）

姓名 专业 考研学校

屈卓尔 财务管理 埃塞克斯大学

朱祎迪 财务管理 阿德拉德大学

赵佳佳 财务管理 于默奥大学

祝宁 财务管理 纽卡斯尔大学

王芯蕊 财务管理 于默奥大学

邢奕楠 财务管理 伯明翰大学

谭舒予 财务管理 约克大学

王晨皓 财务管理 格拉斯哥大学

沈洺如 财务管理 阿德莱德大学

肖丽娜 财务管理 卡迪夫大学

刘雨婷 财务管理 麦考瑞大学

黄婧哲 财务管理 格拉斯哥大学

黄碧聪 财务管理 莫纳什大学

郑研旭 财务管理 基辅国立大学

姚太洋 财务管理 英迪大学

朱紫涵 财务管理 麦考瑞大学

高宁 财务管理 朴茨茅斯大学

詹圆圆 财务管理 萨塞克斯大学

杨怿晨 财务管理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胡子昱 财务管理 曼彻斯特大学

刘艺涵 财务管理 纽卡斯大学

郁冰儿 产品设计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

朱梓铭 产品设计 美国时尚设计商业学院

李红著 电子信息工程 伯明翰城市大学

张雍男 电子信息工程 伯明翰大学

王晴洁 电子信息工程 爱丁堡大学

马睿 动画 韩国弘益大学

马睿 动画 英国女王大学

樊佳辉 工程管理 悉尼大学

王钰 工程管理 布鲁内尔大学

刘新远 工程管理 诺丁汉大学

谭传琦 工程管理 英国语言学校

葛佳琪 工程管理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姚笛 工业设计 拉夫堡大学

王俣晗 工业设计 波士顿大学

张海梦 公共事业管理 南安普顿大学

鲁婉豫 国际经济与贸易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庄宇轩 国际经济与贸易 昆士兰大学

薛琛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伯明翰大学

韩乔羽 国际经济与贸易 莫纳什大学

唐子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利兹大学

盖遵懿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利兹大学

刘沛 国际经济与贸易 莱斯特大学

吴浩铭 国际经济与贸易 莫大什大学

王丛祎 国际经济与贸易 阿伯丁大学

刘一鸣 国际经济与贸易 蒙纳士大学

陈茜鼎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伯明翰大学

王汉博 国际经济与贸易 布鲁内尔大学

李静昕 汉语国际教育 香港浸会大学

俞阳 环境设计 佩奇大学

李哲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新南威尔大学

马啟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阿伯丁大学

肖璟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纽卡斯尔大学

于鲁薇 市场营销 萨塞克斯大学

林超楠 市场营销 澳门城市大学

柳彦伊 市场营销 澳门城市大学

王楠 视觉传达设计 莫纳什大学

张蕙 视觉传达设计 新布伦瑞克大学

司云泽 视觉传达设计 伦敦艺术大学

姓名 专业 考研学校

常宇豪 数字媒体技术 阿德莱德大学

丁苑琦 数字媒体艺术 悉尼大学

吴幸祝 数字媒体艺术 悉尼大学

高一 通信工程 石溪大学

王一凡 体育经济与管理 澳门城市大学

孙圣杰 财务管理 莫纳什大学

林屾 财务管理 谢菲尔德大学

胡娜 产品设计 爱丁堡大学

朱泽坤 产品设计 伯明翰城市学院

张芮宁 产品设计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赵磊 动画 韩国湖西大学

刘雁寒 动画 博格尼亚美术学院

赵锦 工业设计 法国南特美术学院

崔羽佳 国际经济与贸易 悉尼大学

何柳 国际经济与贸易 昆士兰大学

刘益汝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伯明翰大学

王剑南 国际经济与贸易 莱斯特大学

苗雨 汉语国际教育 南加州大学

杨金善 汉语国际教育 莫纳什大学

李航 环境设计 利物浦大学

林南西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开姆尼茨工业大学

鲁晓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开姆尼茨工业大学

万德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开姆尼茨工业大学

赵庆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张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诺丁汉大学

许锡媛 视觉传达设计 伦敦传媒学院

李佳乐 视觉传达设计 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

张际豪 视觉传达设计 英国金斯顿大学

邢婧倩 数字媒体艺术 新南威尔士大学

李业勤 数字媒体艺术 新南威尔士大学

付怡然 通信工程 谢菲尔德大学

童心 英语 悉尼大学

杨静怡 英语 莫纳什大学

赵欣颜 英语 谢菲尔德大学

郭梦晓 工程管理 澳门城市大学

孙雨彤 市场营销 澳门城市大学

汪研 汉语国际教育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

吴凡 汉语国际教育 英国斯特灵大学

陈泠男 英语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杨子云 国际经济与贸易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

阮梦韩 视觉传达设计 都柏林理工大学

孙玉宇 视觉传达设计 都柏林理工学院

段学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开姆尼茨工业大学

胡珊瑛 通信工程 斯旺西大学

吴若冰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斯特拉斯克莱德

彭晴 国际经济与贸易 格罗宁根汉斯大学

云盛铎 国际经济与贸易 莱斯特大学

唐旭兵 国际经济与贸易 昆士兰大学

程晓琦 财务管理 加拿大约克大学

卢姗 财务管理 卡迪夫大学

王姝豫 财务管理 悉尼科技大学

李维达 财务管理 蒙纳士大学

孙梦绮 视觉传达设计 格里菲斯大学

杨光耀 产品设计 伦敦艺术大学伦敦时装学院

徐雪庐 视觉传达设计 旧金山艺术大学

刘晓晨 汉语国际教育 香港教育大学

马程程 汉语国际教育 圣文森特山大学

汤新宇 汉语国际教育 福特汉姆大学

王文景 社会工作 香港教育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