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学院2021级学生分班信息（转专业、分流后）公示

学号 姓名 专业班级

20205420 何凯睿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05454 陈家亮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05498 孙文甲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4717 宋梦露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197 张一波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03 谭明忠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07 张子腾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12 王春霖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32 崔雯凯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42 朱睿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83 吴荣涛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85 安怡凡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87 贾丁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93 周李应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97 项良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298 王英亘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303 闫斯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304 刘继庄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305 任尚进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320 李炫号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333 宋瑞卿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354 杨佳星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358 陈政君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387 马子骁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405 沈佳琪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415 刘佳伟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447 张振鹏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473 刘子扬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485 王玉娟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492 王永恒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500 田丝语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518 吴尚坤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15533 李赫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1
20205267 李书新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05393 张以恒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05407 付乾力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196 陈徳华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216 孙中远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241 车君凯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265 王浩阳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266 郝宝升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275 梅家豪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277 陈浩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296 文镭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311 孙羽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319 许廷锴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324 莫健荣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363 刘雨鑫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393 朱源彬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418 唐一航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421 翟佳缘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449 高启原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455 舒子豪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458 汪天明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475 郑蕊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478 孙文杰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486 李麟麒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494 商小兵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504 余江伟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522 李旭阳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525 王刚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539 叶旺高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570 张卓凡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573 臧俊尧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5575 游睿哲 测控技术与仪器2102
20212578 赵梓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2851 李昱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4639 贾惟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113 王玉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198 欧照聪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218 常昱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222 钱春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226 王莉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239 马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247 任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252 徐浩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299 冯伟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300 曾钰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344 伍俊丞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350 李骐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357 张家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365 王赫乾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378 张哲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424 常景轩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433 刘连赫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437 王博浩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439 王家兴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445 张会宁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451 李佳森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456 宋卓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468 马博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497 张浩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502 马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523 李昱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549 王靖烨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5558 陈馨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1
20212075 朱元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3876 孙维泽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3882 郭宇涵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3911 赵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210 高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214 解圆涛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224 席洪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233 张舒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245 宋鸿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256 赵雪枫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267 张葳然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276 钱庆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318 栾睿青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342 崔皓然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355 张皓然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381 党洪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00 刘贺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03 蒲明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10 高明达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35 毛浚名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46 张雲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61 王梓轩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62 杨明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64 张桉硕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69 任国强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88 姚茂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91 成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498 任梦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505 曲鹏举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511 陈瑞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542 郭欣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215550 杨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102
20194149 祁永宁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2860 王一晨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067 于会洋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194275 吴康丽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194311 张玺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194486 刘一良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05622 廉林杰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193 孟祥乐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09 班政江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15 李逸翔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36 王桃宇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57 祝丽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68 朱显恺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71 蒙欣然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72 马志为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78 陈虹艳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79 唐畅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80 谢琳俊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294 朱锦涛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312 孙梓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341 付欣悦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359 杜秉楠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369 李懋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376 徐威飏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398 李科儒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404 秦小涵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422 张鹏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466 张淇玮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474 何元勋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484 周晨阳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487 杜泽兰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503 王子剑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516 李安洋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547 梁晓宇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5555 张卓恒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1
20213337 谢明月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046 薛仲利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05290 罗程祥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05386 章和兵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05396 王瑞麒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05414 李正建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05467 张俪馨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05656 杨嘉伟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05660 朱明轩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191 周琬晔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200 李晓源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202 程明亮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220 汪子杰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228 杨思贤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234 武梦琪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240 陈彦恺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254 韩旭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288 李响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321 邬棕鹏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330 李华乔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340 王雨霏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368 李和鑫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383 黄映雪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388 孙镜雯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395 代滨赫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452 李睿达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470 黄科峰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480 代常伟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499 杨志豪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501 陈荣杰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517 李少晖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520 朱祥悦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552 李梓宣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565 张典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578 李坤桓 电子科学与技术2102
20215199 梁思康 工业智能2101
20215201 罗辉堂 工业智能2101
20215206 梁冰鉴 工业智能2101
20215211 郭思远 工业智能2101
20215217 王梓扬 工业智能2101
20215227 尚恒冉 工业智能2101
20215231 刘浦渊 工业智能2101
20215237 程嘉乐 工业智能2101
20215238 裴浩然 工业智能2101
20215326 吕思成 工业智能2101
20215332 谷明毅 工业智能2101
20215336 韩镇泽 工业智能2101
20215337 张诗琦 工业智能2101
20215343 刘雨鑫 工业智能2101
20215351 吕浩然 工业智能2101
20215361 胡正阳 工业智能2101
20215409 庄松燃 工业智能2101
20215423 周博 工业智能2101
20215440 王鑫 工业智能2101
20215441 王阳 工业智能2101
20215465 张家明 工业智能2101
20215471 冯玺匀 工业智能2101
20215477 张宇杰 工业智能2101
20215527 路炳鑫 工业智能2101
20215534 李俊葳 工业智能2101
20215537 梁至翀 工业智能2101
20215538 林希晖 工业智能2101
20215541 张雨霏 工业智能2101
20215543 王昱皓 工业智能2101
20215574 朱浩天 工业智能2101
20205384 汪湧劼 工业智能2102
20215205 陈鑫 工业智能2102
20215213 李家庚 工业智能2102
20215219 黄肃飞 工业智能2102



20215225 马慧杰 工业智能2102
20215262 祝俊伟 工业智能2102
20215286 杨成锋 工业智能2102
20215313 王鹏杰 工业智能2102
20215316 陶晨 工业智能2102
20215323 黄信海 工业智能2102
20215327 郭壮鹏 工业智能2102
20215328 莫建添 工业智能2102
20215334 王润泽 工业智能2102
20215356 张佳慧 工业智能2102
20215377 薛智文 工业智能2102
20215401 刘思彤 工业智能2102
20215407 王佳康 工业智能2102
20215430 李海天 工业智能2102
20215434 马振耀 工业智能2102
20215457 孙铭蔚 工业智能2102
20215460 王琰鑫 工业智能2102
20215472 王涵莹 工业智能2102
20215506 尚东洋 工业智能2102
20215514 戴玉婷 工业智能2102
20215515 傅柯轲 工业智能2102
20215519 郑力彬 工业智能2102
20215521 吕昕洋 工业智能2102
20215529 褚绍海 工业智能2102
20215535 王玮琦 工业智能2102
20215540 刘裕阳 工业智能2102
20215571 汤杰中 工业智能2102
20213994 李征鸿 自动化2101
20214546 余建国 自动化2101
20182199 马杰 自动化2101
20182255 张哲然 自动化2101
20215204 陈明宇 自动化2101
20215208 郑冬辰 自动化2101
20215259 何宇鑫 自动化2101
20215269 刘成功 自动化2101
20215282 王子懿 自动化2101
20215284 周剑宇 自动化2101
20215302 姚临 自动化2101
20215352 孙宏雨 自动化2101
20215353 吴宗沅 自动化2101
20215384 李航 自动化2101
20215392 于航 自动化2101
20215399 李楠 自动化2101
20215413 刘佳朋 自动化2101
20215448 赵治达 自动化2101
20215459 王伟霖 自动化2101
20215479 王狄文 自动化2101



20215481 杨奥森 自动化2101
20215507 刘语泽 自动化2101
20215510 孙鸿宇 自动化2101
20215513 潘咏锋 自动化2101
20215528 丁美戈 自动化2101
20215548 刘栩漩 自动化2101
20215554 王铭轩 自动化2101
20215560 郭文达 自动化2101
20215566 张希瑶 自动化2101
20215569 李浩然 自动化2101
20211757 李卓 自动化2102
20212366 何怡睿 自动化2102
20213857 王金超 自动化2102
20185646 焦玉东 自动化2102
20215223 胥力文 自动化2102
20215235 张之桓 自动化2102
20215258 杨希科 自动化2102
20215260 匡萃葳 自动化2102
20215274 肖政扬 自动化2102
20215317 吴欣益 自动化2102
20215325 王嘉晟 自动化2102
20215345 徐翰晨 自动化2102
20215349 高仲毓 自动化2102
20215370 李文梦 自动化2102
20215371 孙睦丰 自动化2102
20215380 赵睿 自动化2102
20215396 付振阔 自动化2102
20215402 梅馨跃 自动化2102
20215406 孙逸群 自动化2102
20215427 冯宇 自动化2102
20215428 金裕芪 自动化2102
20215463 印明煜 自动化2102
20215467 郑子昂 自动化2102
20215482 张洋 自动化2102
20215493 杜成 自动化2102
20215509 刘济锐 自动化2102
20215562 黄子豪 自动化2102
20215577 王嘉璐 自动化2102
20215632 彭冠凯 自动化2102
20212493 岳永慧 自动化2103
20212844 王思燃 自动化2103
20213192 张周博 自动化2103
20213576 孙奕娜 自动化2103
20214545 万睿俊 自动化2103
20215261 宗佳玥 自动化2103
20215295 周子健 自动化2103
20215306 王文轩 自动化2103



20215307 张天杰 自动化2103
20215308 张天驹 自动化2103
20215314 王薇舒 自动化2103
20215335 高蕴喆 自动化2103
20215347 安基盛 自动化2103
20215360 高一鸣 自动化2103
20215364 戎冠伊 自动化2103
20215373 王颀鑫 自动化2103
20215375 肖翔 自动化2103
20215389 王世博 自动化2103
20215391 杨松泽 自动化2103
20215394 安禹赫 自动化2103
20215397 贺俊齐 自动化2103
20215414 刘佳桐 自动化2103
20215417 孙一鸣 自动化2103
20215419 王世臣 自动化2103
20215420 杨雨衡 自动化2103
20215425 程俊植 自动化2103
20215426 董庭森 自动化2103
20215431 李子禾 自动化2103
20215432 刘冠志 自动化2103
20215496 殷知非 自动化2103
20215526 胡殿宗 自动化2103
20215544 郭瑞特 自动化2103
20215545 徐铭艺 自动化2103
20215556 郑泽昊 自动化2103
20215563 梁书浩 自动化2103
20212522 崔铎耀 自动化2104
20214135 李金珠 自动化2104
20214588 刘学磊 自动化2104
20215192 王佳一 自动化2104
20215243 折磊 自动化2104
20215246 石佳玉 自动化2104
20215249 朱家辉 自动化2104
20215251 林前君 自动化2104
20215255 刘翔 自动化2104
20215270 张汉雄 自动化2104
20215290 潘军 自动化2104
20215315 赵一潇 自动化2104
20215329 黄在涛 自动化2104
20215348 樊烨 自动化2104
20215367 范思泽 自动化2104
20215374 王奚伟 自动化2104
20215385 李政言 自动化2104
20215408 于露 自动化2104
20215429 李长升 自动化2104
20215436 石金山 自动化2104



20215443 徐鹤铭 自动化2104
20215450 李春城 自动化2104
20215453 刘沛诚 自动化2104
20215454 石艺含 自动化2104
20215483 韩子洋 自动化2104
20215495 舒祖成 自动化2104
20215524 卫高琪 自动化2104
20215557 陈明扬 自动化2104
20215567 李熙烨 自动化2104
20215576 付蔚 自动化2104
20212736 莫裕哲 自动化2105
20214720 马槐 自动化2105
20219911 胡连华 自动化2105
20215195 杨钦朝 自动化2105
20215221 潘浩 自动化2105
20215229 鲍泽韬 自动化2105
20215250 孙铁 自动化2105
20215253 侯冠辰 自动化2105
20215291 赵莹莹 自动化2105
20215292 杨天豪 自动化2105
20215310 孙祥和 自动化2105
20215322 李锦铭 自动化2105
20215338 崔嘉程 自动化2105
20215339 侯苏航 自动化2105
20215362 李佳纯 自动化2105
20215366 赵若琛 自动化2105
20215372 孙香捷 自动化2105
20215382 冯宇阳 自动化2105
20215390 闫文君 自动化2105
20215412 姜禹彤 自动化2105
20215416 卢闯 自动化2105
20215438 王楚天 自动化2105
20215442 肖军华 自动化2105
20215444 尹健宇 自动化2105
20215489 肖弈秋 自动化2105
20215508 王可莹 自动化2105
20215512 陈永泰 自动化2105
20215546 张洺睿 自动化2105
20215559 付腾宇 自动化2105
20215561 韩晓晨 自动化2105
20215631 袁嘉琪 自动化2105
20211966 丁语林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2003 张毅和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2267 张宽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3415 孙沁露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3605 宿家浩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3607 李鑫鑫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4670 陈柏儒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4826 石旭龙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7506 余宗桓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194 宋帅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230 潘香梅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263 钟福明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264 朱洁樱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273 王文煊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281 蒋芷兰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289 束布昀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301 刘金达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309 李一宸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331 梁子义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346 刘鸿燊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379 赵晨希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386 刘曜铭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411 贾格非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476 徐匡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490 閤梓茗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531 冯新硕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551 高君宇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553 刘宇鹏 自动化2106（实验）
20215564 刘锡烨 自动化2106（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