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接收档案考生名单（截止5月23日）
姓名 考生编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备注
张乃什 102179000070181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孙艳明 103599210001475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丛玮琦 104599410730115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杨帅 106999611210994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文泽 107109142105693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霍舒航 101839214101292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张建军 102139020000151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黄殿彬 102149000000064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张梦惠 102149211900022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姜航航 102149370800239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刘伟峰 104259540001172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张禹鑫 102179000070182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吴迪 102179000070427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王博 102179000070525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王协宇 102179000070556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叶永泰 104879000133401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王旭 102179000030133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热能工程
徐世成 101419214205015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肖辉 101839214117549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李伟恒 102149000000138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梅三林 102149000000166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宋文博 102149230600195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张广鑫 102879210508626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苗宇航 104229510911772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刘少洋 104979400340458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汪茹月 106109085220821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詹士伟 102149000000110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孙铁成 102149000000144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韩飞 102149000000168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胡孝农 102149000000343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车广金 102149211000017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宋宏凯 102149231000200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曾阳 102149232300220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刘海龙 102149321300221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邵国庆 102149371000297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李小龙 102909210503668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胡冰涛 102149000000136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金业鑫 102149231100209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娄芳庭 102149371700312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刘乐 102809210022123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亓士远 102889500012571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张焕青 104239370607508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王艺 106139085207332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殷雄 118459010001059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高浩铭 101419232506760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
许麒澳 101839214212648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
万馨瞳 102529210000727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
陈兴儒 104979400337698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孙欣鹏 100079000003046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工程
常莹 102149000000395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工程
孙姝琪 102149000000407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工程
黄莹 102149152300390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工程
岳琨皓 102519210001528 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工程
于浩 10213901000237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郭科 10214900000042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张振楠 10214900000043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李国安 10214900000043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吴景 10008921000628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闫敏敏 10145900000181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张舒怡 10288910000263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张明强 10183921431566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陈蕾 10213905000082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杨禹 10710915020587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李锦东 10214900000048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何翰霖 10214923120050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张容鹏 10533937100912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全文磊 10214937100054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张恒伟 10213905000094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田春 10214913040047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黄硕 10183921431257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聂和旭 10214900000053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陈超 10294921000755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王雨婷 10055933331055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陈昕彤 1000593509073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林城江 10358921000769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方梓岚 10359921000623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孙铭泽 10141921110360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机与电器
滕越 102139010000952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机与电器
李凌霄 102139050000436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机与电器
姜永泽 102139050000476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机与电器
仲岩 102139050000562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机与电器
王全福 10214923110083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机与电器
周唱 10214900000061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姜兴远 10214900000062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马聪聪 100799000001222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韩文彬 10214900000065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刘威铎 102149000000679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李春鹏 10214937100095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张统钦 10256900000168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李好孟 104879000131396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倪克 10214900000069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李佳航 10214900000069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黄建鑫 10459941144006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王文学 106139080800169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焦守文 100059220506272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王大鹏 100079000008749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毛秀欢 100569022722522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李达 10213902000064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闫忠英 10214900000063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占建斌 10614908520675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赵雪松 10004934110920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朴晶琳 10054900000396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赵天昊 102149000000746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孟兆通 10214900000077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王瀚峰 10214900000077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李航天 10214900000081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闫涵 10214915040058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赵玉明 102149231000836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李坤 10214923110085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张帅 10214923110085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杨志飞 10214923150086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徐阳 10214923250088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常存存 10214932170089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董丽娜 10214937090093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唐文昕 10359921000664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虞志远 10359921000677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刘耀 10422951091220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许昊雁 10422951091222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侯尚振 104229510912269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王倩 106119511080301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李俊 106119511080308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李泽林 106119511080354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王浩 106119511080516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商亚楠 106139085201246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陈萌 100059152305737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顾金铭 10213902000230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祝明 10214900000106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王昊男 102149371001013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王敏 10005914240552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侯建新 10013906403050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鑫 1015190013011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云子超 10151900130114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耿佳浩 10213904000040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任旺 1021390400006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浩丞 10213904000173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马瑜 10213904000280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何金喜 10214923250124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延召 10214961400129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琦 10497940034415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韩越林 10183921540874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李文奇 1021390400015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李纯锋 10214900000114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侯梦瑜 10294921000370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梁超 10358921000568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路树蕃 10008921000406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钱程 10145900000358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宋鑫 1014590000074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张雷 10145900000887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王宁 1014590000089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杜彬 1018392153121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吕和翔 10183921541648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王健 10532937070943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罗干 1053294211095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李子祺 10699936091585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王宇 10145900000689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王颖 1018392154121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张嘉农 10214900000120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郑嘉成 10337921000376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梁璐 10698941271355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张成东 100059432610672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李龙军 102139010001055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魏川博 102139020000564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张立彬 102149000001306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李伟龙 102149000001308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王明瑞 102149000001314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李尧 102149000001321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宋崴 102149000001331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赵德伟 102149231101416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吴枫 102149232301434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王洋洋 102179000040506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梁恒愉 105589760100549 自动化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刘爽 106149081005812 自动化学院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徐嘉琦 102149000001347 自动化学院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袁凤强 102869230607174 自动化学院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周兵 105589670100099 自动化学院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赵辉 105619200005799 自动化学院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马松阳 106109081120071 自动化学院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高健 100049232508464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曲宏超 101459000008868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孙靖凯 101459000009500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张云强 102149000001358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孙逊 102149000001366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汪文 102149000001375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王圣哲 102149000001381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李志 102149000001385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王万鹏 102149000001394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佟建尧 102149211801298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梁佳雨 102149230601403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张嗣茂 102149231501431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张云博 102149231501432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吕建锋 102149371001463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高任远 102149371001464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王睿 102879210300813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胡占永 102939210400440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收到考生自考毕业生档案
许迅博 102939210400731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曹英杰 104599411450124 自动化学院 控制工程
黄文峰 101839215512565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吴政阳 102169003030274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包英男 102179000040337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胡睿辰 102949210004624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韩笑 101839215513813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王政耀 102139020002485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杨微 102149000001546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苏彦文 102149142301527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陈胜修 102179000080290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王家平 104249530003148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许静 107019142305885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解方英 102939210100782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张甜 106139081000342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赵原真 107019141105532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闫占威 100059371008732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徐若彤 101459000009509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何静 102139050000275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徐恺阳 102139050000297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徐欣然 102889500010394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王娟 102149000001562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陈雪 102149000001563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尹艳 102149000001574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张宇枭 102149000001584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吴爽 102149231201597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来志强 104249530005613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李秀红 104249530007046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赵鹏 100589230603134 测控技术与通信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杨若惜 102139040000160 经济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高宇琳 102149000001704 经济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郝时雨 102879210908806 经济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李雪琪 102149210901658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刘子萌 102149411301697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李栈 102909210704164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吴文颖 102149371301696 经济与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
姜舒 102529210004358 经济与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
盛晨辉 102559210006334 经济与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
李安琦 103849212215864 经济与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
杨露 103869210706839 经济与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
王春梦 101459000006525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邢妍 102139040000034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陈琳 102179000090065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魏子喻 1021790000901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盛诞宜 102179000090128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陈继明 102179000090298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季美秀 102699157030057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董阔 102139040000250 经济与管理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
孙震 102149000002132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郝悦 102149000002159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贾晓萌 102149141302096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李燕 102149220602114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张弘铭 102149232402319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夏雪 102149232502328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肖海茹 102149232502333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孙菲 102149410102661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曹玉伟 102149410502666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郑雅冉 102149410802668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庞齐家 102149411602674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马治中 102149000002201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周佳凝 102149000002274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房小肄 102149232402321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王彤宇 101369000000962 理学院 数学
霍贵珍 101369000000986 理学院 数学
张驰 101659000004592 理学院 数学
常欣琦 102149152301716 理学院 数学
张秋阳 102179000110189 理学院 数学
陈光龙 107309021001181 理学院 数学
安可心 102149000001760 理学院 物理学
班江 100139062010259 理学院 光学工程
佐珊珊 102139020002304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王宇宁 102149000001776 理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刘苗苗 102169002020089 理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何可奇 102179000100476 理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杨翔宇 104889210003391 理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孙铭玮 100019000171348 理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彭磊 102149000001779 理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赵阔 102149000001795 理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徐磊 102179000040339 理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陈巧玲 104039085207370 理学院 光学工程
徐廷廷 104249530005201 理学院 光学工程
关晨帅 116469210000242 理学院 光学工程
高天航 102149000001802 理学院 集成电路工程
赵鹏浩 104239340614698 理学院 集成电路工程
罗显峰 102149000001828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于屾 102149231201842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初明月 102149231201856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崔文俊 102149231201857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赵国栋 102179000100364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云泽 102179000100525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刘文山 107109130804559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林帅 102149000001854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
刘洋 102959210607176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
侯典慧 102149000001899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黄荣 102129105024419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郑昕 105599210002865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苗萌 101729000000853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周展旭 102149000001864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梁秋跃 102149000001865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张缇 102149000001866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王海雁 102149000001875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侯玉 102149000001881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姜寰宇 102149214001862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刘垚 102149232301893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赵涵玉 10145900000707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
蒋国松 10213904000284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
沈嘉雨 10214900000197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王旭 10214900000198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吴沛霞 10214900000197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樊如霞 1021491415019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赖振华 10214937100199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盛雪 10214900000196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王雪 102149231202024 艺术学院 设计学
李金焕 100279218040354 高教研究与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高等教育学
宋爽 102139010000351 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陈英函 102149232502057 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赵仲晖 105599210005644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李强 107009014135122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李国金 114159152302406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刘尧 101409007005913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王莹 101519005805796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陈博文 101839262231333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马恩良 102129203512323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李成思 104229510908187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徐佳楠 100369999915611 法学院 法律（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