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专业 申请替换类型
2017112592 马晓宝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600 李怡霏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601 宋畅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602 文源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611 孔欣杰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626 阳怡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638 李明飞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639 胡向理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836 范峻凌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844 金智棋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4790 郭洋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2525 刘晶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235 庞博文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236 贾钰林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237 徐林溪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245 孙雨欣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246 何润泽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253 韩凛风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275 韩仲相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278 秦晋哲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287 胡雯雨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302 闫晗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303 郭海锟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306 薛一朴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317 屈霖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3559 闫宇辰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468 刘瑞萱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493 杨鑫浩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505 罗灏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521 王养浩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530 陈鹏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531 何海涛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466 赵睿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2147 陈可铭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2148 朱骏杰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2149 康添祥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2150 肖淋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2183 刘恩驿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1246 丁峥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342 刘昱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347 孟洪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363 姜新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4612 康梦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4617 刘佳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291 欧方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424 蒋欣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4454 向云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4709 刘家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5693 徐启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1549 陈钦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453 胡一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469 廖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640 吴盛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4165 石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5003 邹芸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5179 刘铸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553 马永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640 闫凌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675 王佳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552 杨昕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555 马爱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556 陶苇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672 薛洪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677 罗俊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680 霍雨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703 郑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767 张翰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4785 杨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323 袁实德 软件工程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327 朱俊东 软件工程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338 黄虎 软件工程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360 顾月 软件工程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7098 周诺 软件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664 江胤佐 软件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4766 舒煜 软件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0610 吴玮 软件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1899 徐启佳 软件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497 王佩烨 通信工程 海外线上实践项目替代
2017112512 王逸飞 通信工程 海外线上实践项目替代
2017112515 冯伟凌 通信工程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516 庞岳棋 通信工程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521 方天 通信工程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528 金嗣东 通信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545 杨莉君 通信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565 何思林 通信工程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581 陈春晖 通信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776 廖思凯 通信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4234 方一宇 通信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4812 陈哲 通信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763 翟林帆 通信工程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7728 李炳哲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7774 王浩帆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7867 邓金炎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7880 刘捷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7724 卓潇恬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7807 彭伟杰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7817 王宇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7819 柏义阳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7826 吴昊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7861 何也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企业实习替代
2018117522 张金驰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548 杨安然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550 李秋颖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551 郑佳鑫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554 刘力铭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565 王千雨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592 周继润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597 张靖滨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598 林轩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601 肖浩科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613 陆柏宇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615 马永祺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616 潘蕾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620 王商捷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7623 郑嘉仪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358 王健 物联网工程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359 张众鑫 物联网工程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171 张永兴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174 陈荣千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176 张亚杰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179 宋雪纯 自动化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181 莫迪凯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187 李杰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189 何瑞峰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191 封志豪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193 陈鑫强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194 段卓君 自动化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3732 王梓帆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201 马牧云 自动化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205 郭翔宇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211 李焕峥 自动化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212 张伟健 自动化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213 钟元 自动化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214 周云骄 自动化 企业实习替代
2017112217 石鹏宇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7112227 李劲松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401 俞诣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2449 木铭浩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8114118 黎梓丰 自动化 海外线上实践项目替代
2019117591 邓慧敏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7594 李远杰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7600 邹卓航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7603 张未希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7626 旷森芸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7641 王丰哲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7652 刘天航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7688 陈妍言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7721 孔宾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2019117723 郑志鹏 自动化 科技竞赛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