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学历 备注

1 陈宇昊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硕士

2 董文哲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电气工程 硕士

3 贾志东 男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硕士

4 卢宏康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5 张一喆 男 北京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博士

6 沈金鑫 男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硕士

7 葛昕 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博士

8 袁政成 男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9 刘尚昆 男 北京交通大学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士

10 张启航 男 北京邮电大学 机械工程 硕士

11 王宁 女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硕士

12 李彬洋 男 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 博士

13 许见超 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道路与铁道工程 博士

14 严乃杰 男 西南交通大学 桥梁与隧道工程 博士

15 徐湉源 男 西南交通大学 桥梁与隧道工程 博士

16 王子洪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岩土工程 硕士

17 崔树坤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士

18 刘景宇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岩土工程 博士

19 尧俊凯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岩土工程 博士

20 张栋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岩土工程 硕士

21 袁坤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岩土工程 博士

22 吕宋 男 北京交通大学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士

23 杨维一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岩土工程 硕士

24 丁舒忻 男 北京理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25 李辰岭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博士

26 侯大山 男 北京交通大学 控制工程 硕士

27 刘黎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28 张军政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29 徐鹏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30 何之煜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博士

31 靳邵云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32 李春铎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33 刘逸明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34 胡启正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35 李瑞辰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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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刘畅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

37 张新 女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博士

38 范家铭 男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39 唐力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博士

40 于雪峤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博士

41 张婷钰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42 邱莹辉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

43 赵智聪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材料加工工程 硕士

44 吉媛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材料工程 硕士

45 杜吉康 男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 硕士

46 冯亦得 男 北京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硕士

47 李冰珺 女 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

48 崔梦真 女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49 高强 男 北京工业大学 控制工程 硕士

50 韩旭 女 北京理工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

51 贺晗 男 合肥工业大学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硕士

52 李佳鹏 男 北京工业大学 控制工程 硕士

53 李志鹏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信息管理 硕士

54 刘中睿 男 南开大学 软件工程 硕士

55 马硕 女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56 马祯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57 孟飞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博士

58 乔成珍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59 孙佳佳 女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

60 孙思齐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61 王沛然 男 北京交通大学 软件工程 硕士

62 魏佳代 男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技术 硕士

63 杨恩泽 男 北京交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士

64 杨美皓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65 杨轶杰 男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

66 喻麒睿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博士

67 蔚昕遥 男 北京交通大学 软件工程 硕士

68 赵翔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博士

69 陈香宇 女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70 郭浩波 男 北京交通大学 电力电子与电气传动 硕士

71 黄晓瑞 女 苏州大学 免疫学 硕士

72 韩丽源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铁路环境工程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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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赵泽亚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74 樊骅 男 东华理工大学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硕士

75 张晓超 男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硕士

76 马翔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77 赵颖昕 男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博士

78 赵祎 男 北京交通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79 卢翀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博士

80 刘渤海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

81 罗逸文 女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82 李国景 男 中国农业大学 国际贸易学 博士

83 杨新贺 女 石家庄铁道大学 法学 硕士

84 杜晓洁 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 硕士

85 刘成成 男 北京师范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 硕士

86 常依娜 女 同济大学 德语语言文学 硕士

87 赵文秀 女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

88 荆晓霞 女 北京大学 日语口译 硕士

89 张茂轩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士

90 程朝阳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士

91 慕玫君 女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硕士

92 徐晓迪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博士

93 强伟乐 男 北京交通大学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士

94 李浩然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士

95 韩志 男 中国计量大学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硕士

96 王友彪 男 西南交通大学 桥梁与隧道工程 博士

97 王高磊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

98 张玉琢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博士

99 张鑫 男 北京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硕士

100 孙磊 男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硕士

101 徐伟 男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

102 吕彦朋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工程咨询 硕士

103 宋善义 男 中南大学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士

104 汤学文 男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非法学） 硕士

105 卢院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岩土工程 硕士

106 王健伟 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岩土工程 硕士

107 周宇豪 男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硕士 北京生源

108 陈笑镝 男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硕士 北京生源

109 王鹏 男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博士 北京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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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韩超 男 北京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硕士 北京生源

111 刘传 男 北京建筑大学 机械工程 硕士 北京生源

112 王苇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硕士 北京生源

113 冯楠 女 首都师范大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硕士 北京生源

114 李钰骙 男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机技术 硕士 北京生源

115 闫晓宇 男 北京交通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 北京生源

116 郭文琦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 北京生源

117 王夕萌 男 北京交通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博士 北京生源

118 孙婧 女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北京生源

119 宫玉昕 男 山东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 硕士 北京生源

120 黄姗 女 北方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工程 硕士 北京生源

121 李子龙 男 西南民族大学 物联网工程 本科 北京生源

122 赵心雨 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本科 北京生源

123 沈忱 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 硕士 北京生源

124 高莺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工程及控制 博士 北京生源

125 付久容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士 北京生源

126 杨威 男 西南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 硕士 北京生源

127 李子豪 男 北京交通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硕士 北京生源

128 姜尚炎 男 北京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 硕士 北京生源

129 潘瑶 女 北京交通大学 会计 硕士 北京生源

130 赵博 男 北京物资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北京生源

131 罗煜昊 男 南京邮电大学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本科 北京生源

132 金晶 女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博士 北京生源

133 高赟鹏 女 中国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 硕士 北京生源

134 孙佳旺 男 北京物资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北京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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