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221921302000013 王小宇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221921302000049 刘润东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新校区）

221921302000063 初叙辰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221921302000083 张庆楷 男 软件工程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221921302000150 苏清彬 男 土木工程 青岛市城阳第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0163 王秋泽 男 材料类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221921302000195 郝思远 男 海洋技术 青岛中学

221921302000221 马一川 男 材料类 济宁市育才中学

221921302000222 薛瑞青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平明湖中学

221921302000232 张紫嫣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238 张誉瀚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威海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0243 李冰仪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265 岳靓欣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阳谷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266 苏昊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武城县第二中学

221921302000276 隆李佳善 男 软件工程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21921302000280 袁卓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0331 郑尊文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0359 马奇圣 男 材料类 茌平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390 亓靖宣 男 材料类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396 牛熙皓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407 毛慧 女 材料类 山东省高密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416 晏圣杰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429 刘书缘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0453 李瑞程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459 苏柯心 女 材料类 邹城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492 江雨航 男 材料类 济宁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499 李为之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505 张朔源 男 材料类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00507 李高源 男 软件工程 临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529 方思源 女 土木工程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00581 王晨宇 男 海洋技术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21921302000612 郝炳元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221921302000648 张正赫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667 姜皓元 男 海洋技术 福山区懿荣中学

221921302000678 刘恒睿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宁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699 苑春晖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武城县第二中学

221921302000708 谢晓东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青岛第十五中学

221921302000723 石昊宁 男 海洋技术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0733 郑傲宇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751 单红旗 男 软件工程 临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795 孙汇玮 男 海洋技术 淄博实验中学

221921302000842 张艺洲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848 刘易涵 女 海洋技术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21921302000883 于硕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威海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0915 李逸尘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925 靳明轩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新泰中学

221921302000929 张文康 男 材料类 阳谷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930 贾云霄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闻韶中学

221921302000942 王孝正 男 软件工程 莒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972 张佳薇 女 材料类 费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0991 宁佳雪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1024 薛润冬 女 材料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1093 王旭昊 男 海洋技术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096 马新宇 男 海洋技术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01132 文博 男 材料类 威海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137 李宇涵 男 材料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1147 周翔頔 女 材料类 淄博实验中学

221921302001162 王一铭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21921302001180 袁浩然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潍坊滨海鲲城学校

221921302001187 王泽坤 男 软件工程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221921302001214 胡铭源 女 材料类 威海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218 徐大为 男 海洋技术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1225 徐奕馨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241 高毓锴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1242 刘浩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成武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256 刘文清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283 王云昊 男 材料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1290 翟炳烨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莱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334 修照瑜 女 材料类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1335 薛昊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21921302001359 毛雍齐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362 纪李嘉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1365 姚枰旭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221921302001431 李端一 男 软件工程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221921302001473 卢语涵 男 软件工程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221921302001534 刘舒童 女 海洋技术 潍坊中学

221921302001549 刘灿 女 海洋技术 新泰中学

221921302001580 沙枫林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585 赵晨尧 男 材料类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593 邢家玮 男 材料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1655 张博 男 材料类 单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661 黄永恒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221921302001684 樊子珺 男 材料类 乐陵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689 刘霈 女 海洋技术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1692 岳非赫 男 软件工程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221921302001704 徐正 男 海洋技术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710 郭申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1728 李光烁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21921302001771 贾惠茹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787 刘闻昊 男 软件工程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795 崔郅翔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802 孙之恒 男 材料类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824 刘昊辰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博兴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845 唐璐 女 材料类 莱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870 单文琦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潍坊滨海中学

221921302001917 姜靖轩 男 材料类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976 李昊轩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985 金子暄 女 海洋技术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1997 冉君豪 男 土木工程 肥城市泰西中学



221921302002046 周韦彤 女 海洋技术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2113 张兆瑞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130 李士博 男 软件工程 莘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205 赵高源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2207 徐鑫鲲 男 材料类 济南市章丘区第四中学

221921302002219 夏子雄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221921302002226 姜广阔 男 材料类 单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231 侯帅宇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242 张秀杰 男 软件工程 济宁市育才中学

221921302002254 李子涵 女 海洋技术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2255 李致远 男 土木工程 临沂外国语学校

221921302002294 李甲申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枣庄市第三中学

221921302002295 高浩然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300 孙铭远 男 软件工程 莱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304 赵若熙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宁阳第二中学

221921302002305 薛瑞琪 女 土木工程 临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344 宋界圣 男 海洋技术 青岛市胶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361 高志航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363 李超艺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221921302002365 王紫菡 女 材料类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374 张新宇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375 冯茗语 女 土木工程 阳谷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395 张蕴琦 女 土木工程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221921302002446 彭业航 男 软件工程 济南市章丘区第四中学

221921302002470 朱一锐 男 海洋技术 费县实验中学



221921302002496 陈叙景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2500 韩季良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523 刘子铭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2560 史有序 男 土木工程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579 任上好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北镇中学

221921302002585 高子凡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昌乐二中

221921302002612 宋一铭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沾化区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615 张立夫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638 张若菡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寿光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643 袁子惠 女 材料类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670 马梓腾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703 赵玉坤 男 材料类 邹平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2718 李忠芸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沂水县第四中学

221921302002747 刘储硕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阳谷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761 刘文志 男 材料类 山东省荣成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770 孙中昊 男 材料类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773 宋宇飞 男 材料类 威海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844 杨汝筠 女 材料类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221921302002869 李鑫元 女 材料类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2885 刘雨霏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寿光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887 殷延晨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913 吕弘宇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高唐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931 林荣恺 男 海洋技术 威海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2994 张睿婧 女 土木工程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021 徐昊天 男 软件工程 临沂第一中学北校区



221921302003027 刘桉彤 女 材料类 威海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3039 张书铭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221921302003042 胡子 男 软件工程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081 顾晓璇 女 海洋技术 济宁市育才中学

221921302003088 刘长志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实验中学西校区

221921302003098 李聿麒 男 土木工程 昌邑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113 王沅哲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青岛平度市第九中学

221921302003117 宋欣瑞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124 苏圣航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144 张颢严 男 海洋技术 临沂商城实验学校

221921302003159 宋康 男 材料类 临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163 李知雨 男 海洋技术 即墨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173 王睿辰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182 顾轩昂 男 软件工程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3194 李骏威 男 材料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221921302003201 秦霄阳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222 吴泽坤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221921302003272 王煜翔 男 软件工程 新泰中学

221921302003283 董桂檬 男 材料类 章丘中学

221921302003305 焦柯睿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341 孙钰琛 男 材料类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343 闫仕懿 男 土木工程 肥城市泰西中学

221921302003374 杨可帆 男 海洋技术 阳谷县第三中学

221921302003457 李子怡 女 海洋技术 济宁市实验中学

221921302003462 徐子恒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465 薛逢溪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博兴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475 高东旭 男 软件工程 费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498 谷得贤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221921302003563 刘亚沐 男 材料类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565 毕家贺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221921302003600 邵杰 男 材料类 威海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603 肖长璐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616 李振超 男 海洋技术 邹平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3625 李道一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3665 黄倩倩 女 材料类 东平明湖中学

221921302003685 栾贻豪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687 黄佳琦 男 海洋技术 东阿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690 刘玥 女 海洋技术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221921302003693 曹志轩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济北中学

221921302003697 魏嘉一 男 材料类 聊城颐中外国语学校

221921302003713 吉钰堃 女 海洋技术 济南市章丘区第四中学

221921302003728 隋家旭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邹城市兖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749 刘锴毅 男 海洋技术 临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763 苏庆宁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221921302003800 宿桓嘉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肥城市泰西中学

221921302003809 邹文韬 男 材料类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3820 宁皓月 女 海洋技术 济南市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3825 梁晨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834 何骞 男 海洋技术 东平明湖中学

221921302003835 王雅茹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906 王一惠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3921 张坤宁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957 张驰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枣庄市实验中学（枣庄三中新城校区）

221921302003961 王信宇 男 材料类 青岛市城阳第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3973 宿羲农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21921302003980 班瑞罡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221921302003981 杨劲帆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北镇中学

221921302004000 梁天宇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阳信新世纪中学

221921302004001 栾一鸣 女 材料类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043 亓蔚宁 女 材料类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063 张薪阳 男 材料类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094 耿帅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111 张潇泷 男 海洋技术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115 刘卓然 女 海洋技术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140 丁胤瀚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221921302004141 章红广 男 材料类 德州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221921302004144 赵子涵 男 材料类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4146 潘烁霖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章丘中学

221921302004164 车延圣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165 朱昱愽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昌乐二中

221921302004184 高左瑞 男 材料类 济南外国语学校

221921302004191 姚天 男 材料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221921302004209 张清如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221921302004240 葛嘉文 女 软件工程 威海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249 李润泽 男 材料类 临沂第三中学



221921302004293 于淼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305 姜小蔓 女 材料类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330 庄昊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334 邱啟轩 男 海洋技术 邹城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352 李成福 男 海洋技术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370 李美洁 女 材料类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394 管致远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4395 张涵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396 葛睿恒 男 材料类 邹城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423 李奕菲 女 海洋技术 邹城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442 吴秋明 男 海洋技术 枣庄市第三中学

221921302004448 薛雨晨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221921302004472 曹雯越 男 海洋技术 费县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510 李恺昕 男 海洋技术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221921302004552 张家睿 男 海洋技术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610 曹景洋 男 材料类 阳谷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611 杨皓增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北镇中学

221921302004621 王志腾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04630 徐有利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威海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643 贾书凡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龙口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653 徐浩哲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十九中学

221921302004655 郑浩哲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686 张睿 男 材料类 临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704 周淑敏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718 孙中扬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21921302004739 邓新宇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756 闫泓宇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777 王子轩 女 海洋技术 寿光现代中学

221921302004782 丁怡心悦 女 材料类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802 李昊轩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828 张箐潇 女 海洋技术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840 丁晓峰 男 软件工程 寿光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883 吴忆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221921302004904 李成龙 男 土木工程 安丘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912 周泽天 男 海洋技术 惠民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917 刘存顺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成武第二中学

221921302004934 满书全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221921302004971 宋弘毅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21921302004984 张子清 女 材料类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21921302005017 王彦霖 男 海洋技术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5037 张海跃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博兴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046 陈伯省 男 材料类 济南新航实验外国语学校

221921302005051 孙振凯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063 张昊宇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05067 王昱霖 男 材料类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079 潘子豪 男 海洋技术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099 刘洋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邹平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5102 王瑞杰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120 王瀚德 男 材料类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124 陈玉澍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5131 张小川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5155 戴锡康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221921302005156 周广水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221921302005162 李盛硕 男 土木工程 潍坊新纪元学校

221921302005177 赵丰塬 女 材料类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221921302005181 许魁硕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185 王俊熠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223 马悦宁 女 材料类 邹城市兖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230 刘明宇 男 材料类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254 高一凡 男 材料类 邹平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5296 韩懿霖 男 海洋技术 济南市章丘区第四中学

221921302005378 郝嘉仪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428 王一然 女 海洋技术 济宁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431 祝浩然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436 范昊洋 男 材料类 高唐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480 王锺元 男 材料类 威海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5506 张文砚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509 马谢天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221921302005517 张煜迪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临沂第一中学北校区

221921302005536 赵芹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541 刘昊宇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221921302005565 杨亚茜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221921302005570 高诗宇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成武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604 朱圣方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638 王岳涵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640 包乃浩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昌乐二中

221921302005659 李嘉屹 男 海洋技术 枣庄市实验中学（枣庄三中新城校区）

221921302005673 田宇澄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683 赵森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成武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689 黄岳霖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692 张旭 男 材料类 东平明湖中学

221921302005696 刘辛庚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21921302005703 冯浩原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宁市实验中学

221921302005726 闫正明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221921302005819 王一鸣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沂南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822 秦英沛 男 海洋技术 莘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844 庄怡佳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龙口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858 李坤鹏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870 姚佳更 男 材料类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5877 王瀚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5910 梁世坤 男 材料类 武城县第二中学

221921302005924 王一博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221921302005925 邱宇航 男 土木工程 平原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939 邓皓天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944 刘连坤 男 软件工程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221921302005962 王雯霄 女 海洋技术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21921302005969 李继寰 男 材料类 莘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5994 甄理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067 孔宇哲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6084 陈昊旸 男 软件工程 潍坊滨海中学



221921302006108 高康睿 男 海洋技术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6112 门光栋 男 材料类 阳谷县第三中学

221921302006123 由锦函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126 谭皓壬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21921302006139 常胜佳 女 海洋技术 莘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166 丁雨菲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21921302006170 张佳乐 男 土木工程 青岛平度市第九中学

221921302006184 曹境航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文登新一中

221921302006190 张伊晗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金乡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192 刘炳南 男 海洋技术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193 王朝阳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21921302006234 李俊彦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6248 何乘旭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6255 连子鉴 男 材料类 威海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256 张书然 女 海洋技术 微山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270 臧可心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济南外国语学校

221921302006275 邹昀航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6295 吴梦彤 女 海洋技术 威海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6299 蔡译霆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21921302006301 苏琳婷 女 材料类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326 王晏瑜 男 海洋技术 泗水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330 隋承运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6337 罗维一 女 土木工程 山东省济南中学

221921302006354 郭忠波 男 材料类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365 张峻溢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221921302006369 魏大志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391 郭晨昊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21921302006393 王雨晨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6423 张恒月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南外国语学校

221921302006428 田嘉禾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6434 高一圣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十六中学

221921302006443 李惠泽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济南市章丘区第四中学

221921302006479 张雪瑞 男 材料类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490 公喜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510 崔云昊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邹平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6579 张智恒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598 张子涵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606 殷玥 女 海洋技术 利津县高级中学

221921302006617 李昱霏 女 材料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6624 牟珺哲 男 材料类 临邑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632 赵淏雨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656 张添翼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662 赵逸飞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6666 朱润砚 女 材料类 青岛市胶州市实验中学

221921302006685 王潇逸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6698 吴昊霖 男 材料类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221921302006701 王新辉 男 材料类 山东省烟台第四中学

221921302006719 崔昌浩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221921302006723 牟圣霖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756 单云鹏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致远中学



221921302006769 周瀚涛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786 范润泽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宁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787 李康达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北镇中学

221921302006793 田钰硕 女 海洋技术 邹城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842 陈昱如 女 材料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221921302006857 杨筱童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潍坊文华学校（高中部）

221921302006889 王小硕 女 海洋技术 临沂第三中学

221921302006905 张瑞康 男 材料类 茌平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917 李天浩 男 海洋技术 惠民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927 马一鸣 男 软件工程 东平明湖中学

221921302006932 刘鲁粤 女 海洋技术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6938 王浩达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7038 宋吉瑞 男 土木工程 平阴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074 张皓然 男 材料类 威海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7076 赵西彦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茌平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078 谷雨泽 男 海洋技术 沂水县第二中学

221921302007093 盛一麟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140 王敏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安丘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147 张皓一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21921302007155 丁于超 男 材料类 日照市岚山区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161 郑景硕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德州跃华学校

221921302007164 刘正阳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枣庄市实验中学（枣庄三中新城校区）

221921302007165 方嘉骐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181 刘耀宇 男 海洋技术 寿光市圣都中学

221921302007182 高圣惠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临沭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193 魏凯泽 男 材料类 邹平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7236 付国琨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北镇中学

221921302007239 于鑫橦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240 马勇健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新校

221921302007264 王硕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昌邑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267 于庆凯 男 材料类 山东省宁阳第四中学

221921302007269 刘成举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成武第二中学

221921302007336 张钟桓 男 材料类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7338 李文斌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342 张炜豪 男 材料类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7352 张浩林 男 软件工程 淄博实验中学

221921302007363 毛郅皓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364 朱振齐 男 土木工程 鱼台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437 王宜轩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7486 刘兴琰 男 海洋技术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488 郑广东 男 材料类 济宁市育才中学

221921302007493 隋思湉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7498 高凤娇 女 材料类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221921302007503 辛宇晗 女 海洋技术 济宁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505 张洋齐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21921302007514 邢轶群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7537 肖涵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544 曾子轩 女 土木工程 临沂第四中学

221921302007547 魏亦翔 女 软件工程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549 陈晨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221921302007552 任铄同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567 张天祎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泰安实验中学

221921302007605 刘沛轩 男 海洋技术 威海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608 王静逸 女 材料类 潍坊中学

221921302007624 孙振峰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646 李宗政 男 软件工程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7669 卢俊辰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7733 王宣智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21921302007760 赵文瀚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787 王博仪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221921302007805 李亚卓 男 材料类 临清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810 潘武林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221921302007817 金嘉彤 女 材料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7819 蔡仕杰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836 谭淇月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7898 石胜仁 男 材料类 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221921302007962 徐家硕 男 土木工程 济南市莱芜第四中学

221921302007971 严含冰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7975 王峻昊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昌乐第一中学

221921302007984 李文睿 女 海洋技术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014 于泽洋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221921302008019 王兴烁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021 王欣茹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221921302008033 荆庆轩 男 土木工程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8041 许志成 男 海洋技术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050 田琪圳 男 海洋技术 泗水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061 马万里 男 材料类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067 陈泽川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068 赵广源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烟台青华中学

221921302008113 韩信 男 海洋技术 威海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8117 孙昊 男 材料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921302008145 贾少琨 男 材料类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155 郑宝仪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221921302008207 韩成 男 材料类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268 马翘楚 女 材料类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278 付子皓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福山区懿荣中学

221921302008305 宫聿尧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8309 冯书哲 男 海洋技术 高唐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330 董海川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331 刘学儒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昌乐二中

221921302008333 孙天昊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342 公闻博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南市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8344 周煜昕 男 材料类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345 王家铭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8349 崔洋硕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08365 狄楷博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昌乐二中

221921302008370 孟江南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221921302008383 范政堃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北镇中学

221921302008428 李梦乐 女 材料类 山东省蒙阴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450 陈卫轩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221921302008500 袁岳朗朗 男 海洋技术 济南外国语学校

221921302008506 王思入 女 材料类 威海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8524 张立琛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21921302008528 于智强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济宁市育才中学

221921302008530 崇博诚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禹城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551 郭富馨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552 石新阳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564 张瑞泽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21921302008622 王弘宇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08645 李雪彤 女 材料类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646 张闻博 男 土木工程 武城县第二中学

221921302008703 潘哲琨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禹城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711 杨明睿 男 材料类 邹平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8712 高若峰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州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735 王德惠 男 材料类 平阴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741 盖晨宇 男 材料类 利津县高级中学

221921302008759 迟皓文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765 李超 男 海洋技术 临沂商城实验学校

221921302008769 陈子恒 男 土木工程 济南市章丘区第四中学

221921302008806 郭聪妍 女 海洋技术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819 王馨 女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8829 王行健 男 土木工程 利津县高级中学

221921302008830 焦靖喆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8847 徐睿扬 女 材料类 青岛中学

221921302008852 李佩霖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881 岳晓彤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北校

221921302008886 冯得旺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221921302008892 张金玉 女 土木工程 禹城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903 颜廷浩 男 材料类 莘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906 李哲锟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21921302008922 李潇涵 女 海洋技术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08925 张雨涵 女 材料类 阳谷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927 康一凡 女 材料类 莘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8933 吕天澍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8943 王逸菲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寿光现代中学

221921302008999 荣润林 男 材料类 文登新一中

221921302009002 崔增硕 男 海洋技术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9056 张校铭 男 海洋技术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9100 王硕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9136 苏韵嘉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9158 王佳慧 女 材料类 山东省临朐中学

221921302009166 李子锐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昌乐二中

221921302009179 田芮 女 海洋技术 即墨市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09206 王睿涵 女 材料类 平阴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247 郑植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北镇中学

221921302009263 王鑫潼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昌乐二中

221921302009272 鞠汶轩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273 戴金诺 女 材料类 济宁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280 张迅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221921302009281 信俊志 男 材料类 汶上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282 石昊原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319 张金冉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390 韩国振 男 材料类 寿光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398 赵颢淞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09403 李奕程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221921302009438 崔恒源 男 材料类 济宁市育才中学

221921302009459 宋一恒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221921302009476 孙翰韬 男 材料类 山东省荣成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9489 谢宜周 男 土木工程 威海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9502 侯绪煜 女 软件工程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09531 宋泰禹 男 软件工程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538 罗宏梓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557 张雨阳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575 刘雨琪 女 材料类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221921302009582 刘阳 女 材料类 临邑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626 刘义家 男 材料类 沂水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629 卢天植 男 海洋技术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221921302009635 彭蓝坤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邹平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09651 王德欣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州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668 孙崇正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673 乔剑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676 王重 男 材料类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221921302009683 闫浩然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冠县武训高级中学

221921302009688 鲁睿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济北中学

221921302009703 张文旭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南高新区实验中学



221921302009737 薛喆 女 海洋技术 济南外国语学校

221921302009815 孙晓健 男 经济管理试验班 高青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837 张霁尘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221921302009855 吴姿颖 女 材料类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860 程凯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09895 李心蕊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221921302009925 刘明瑜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新校区）

221921302009973 赵盛言 女 材料类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09983 马煜芊 女 材料类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10001 王昱昊 男 材料类 山东省荣成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10010 颜相儒 男 材料类 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10016 孙丽媛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018 徐明钰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032 路文萱 女 海洋技术 邹平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10047 张晋铭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寿光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060 李元博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100 芦正一 男 海洋技术 禹城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140 薛涵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长城路校区）

221921302010192 杨宇轩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10210 张天齐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221921302010228 田兴健 男 海洋技术 邹平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10235 张天玥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221921302010280 安文佳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淄博市临淄中学

221921302010285 赵汝霖 男 软件工程 山东省荣成市第二中学

221921302010312 王玥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10319 柳仁滟 女 海洋技术 龙口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326 马婕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济南市莱芜第四中学

221921302010329 冯晓朔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336 郭晓旭 男 海洋技术 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10341 刘夫硕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济南市莱芜第四中学

221921302010368 房东宇 女 材料类 临沂第四中学

221921302010387 韩子坤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402 刘文欣 女 软件工程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221921302010416 马志远 男 土木工程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421 周文杰 男 材料类 沂源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451 王德祥 男 土木工程 临沂第一中学北校区

221921302010461 王丞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481 邢凡烁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禹城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503 岳广睿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510 刘泽林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21921302010552 周鹏瑶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滨州实验中学

221921302010557 郝胜岩 男 海洋技术 阳谷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585 徐正一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10644 刘轩铭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第一高级中学

221921302010666 陈喆 男 海洋技术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10671 明杲 男 海洋技术 寿光渤海实验学校

221921302010677 董煊 男 材料类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692 毕珂然 女 海洋技术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712 吴浩 男 材料类 临沂第四中学

221921302010714 林中乔 男 材料类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731 李妍润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营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817 朱培睿 男 海洋技术 阳谷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841 徐梦娇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10856 张文浩 男 材料类 潍坊新纪元学校

221921302010947 吴雨伦 女 材料类 德州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953 魏心雨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阳谷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0978 刘晓玉 女 海洋技术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10989 于政悦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新校区）

221921302011021 王艺飞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038 薛源 男 海洋技术 即墨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049 李恒济 男 软件工程 汶上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078 孙诗琪 女 材料类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11111 张恒睿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蒙阴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130 孙永元 男 海洋技术 沂水县第四中学

221921302011131 闫昊宇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阳信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139 王梓杰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21921302011147 张纯儒 男 土木工程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221921302011158 张智绮 男 土木工程 费县实验中学

221921302011172 赵耀硕 男 材料类 冠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184 曹捍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费县第二中学

221921302011210 高和瑞 男 土木工程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221921302011250 王文睿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221921302011256 尹冰堰 女 海洋技术 东阿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260 葛镇宁 男 材料类 淄博市临淄中学

221921302011265 刘晓彤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山东省阳信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271 杜睿航 男 材料类 淄博市临淄中学

221921302011295 郑惠珂 女 经济管理试验班 寿光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342 宋伯为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21921302011344 廖梓彤 女 材料类 山东省招远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362 阎昊 男 材料类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401 张子康 男 土木工程 云天中学

221921302011406 胡钊源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学

221921302011433 王彦清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21921302011434 孙晓梅 女 海洋技术 汶上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449 朱琪 男 土木工程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221921302011513 石家瑞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蒙阴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532 单之铉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昌邑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586 刘怡萱 女 材料类 安丘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587 张恩东 男 材料类 山东省高密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594 岳文研 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604 王圣元 男 材料类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221921302011646 王姝一 女 土木工程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221921302011659 闫国基 男 软件工程 临沂第一中学北校区

221921302011663 刘畅 男 材料类 鄄城县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666 卢彦冰 男 海洋技术 莒县第二中学

221921302011702 李宥承 男 船舶与海洋工程 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221921302011724 姜磊 男 材料类 临沂国际学校（临沂四中西城校区）

221921302011727 崔静秋 女 土木工程 平原中英文实验高级中学

221921302011746 李文迪 男 海洋技术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11749 卢泽霖 男 材料类 东平高级中学



221921302011756 陈金越 男 海洋技术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1921302011785 徐熙文 男 海洋技术 威海市第一中学

221921302011817 岳中凯 男 土木工程 莒县第一中学



















枣庄市实验中学（枣庄三中新城校区）









枣庄市实验中学（枣庄三中新城校区）







枣庄市实验中学（枣庄三中新城校区）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长城路校区）







临沂国际学校（临沂四中西城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