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申请意向专业名称 组别 编号 备注
2017112600 李怡霏 电路与系统 第1组 200101 组长

2017307010203 罗薇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02
2017112644 陈林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第1组 200103
2017112612 施竞峰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第1组 200104
1713011203 孙丽纯 电子信息 第1组 200105
2017112548 王靖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06
20178465819 王煜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07
2174020619 吴昊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08
2017113788 熊辉煌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09
2017200335 许文正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10
20179266 杨明杰 电子信息 第1组 200111

2017112454 杨雅琳 电子信息 第1组 200112
2017308130219 袁瑞辛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13

2017061004000228 张龙祥 电子信息 第1组 200114
2017112585 张五福 电子信息 第1组 200115
04171341 章雨婷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16

2017112405 赵玺 电子信息 第1组 200117
2017112540 邓康烨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18

0121709360704 庄旭君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19
2017221160 房海婷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20
2017112485 官稚雄 电子信息 第1组 200121
2017115201 和牧辰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22

3120170802320 黄若兰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23
20171120045 黄宇萌 信息安全 第1组 200124
2017110105 曹思雨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25
2017112603 雷霆 电路与系统 第1组 200126
2017112593 李明凯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第1组 200127
2017112507 安琪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28
2017211710 廖书妍 电子信息 第1组 200129

201713240728 刘洋君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1组 200130
2017112519 冯姝雅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01 组长

17121480 毛琛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02
2017112531 苗宽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03
2017112502 宋一帆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04
2017117800 覃光怡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05
2017112188 王圣文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06
2017112510 魏名广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07
2017905444 席梦茹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08
2017113586 程前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09
17301019 严可欣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10
172328 杨天乐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11

2017112498 余志明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12
1729402116 张昊阳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13
2017040445 张璐瑶 电路与系统 第2组 200214
2017070755 张祖静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15
2017112489 赵春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16
2017113257 赵研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17
2017117830 朱海峰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18
2017112392 宗佳昊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19

201754080105 陈婕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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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11101 郭源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21
0121709360131 胡若凡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22

1715251001 曹舒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第2组 200223
17035102 江丹花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第2组 200224
17140002 蓝琳斯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25

2017112508 李风池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26
3170604007 李宁 信息安全 第2组 200227
04171323 厉胜运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2组 200228

2017112587 林文迪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29
2017112380 刘泽宇 电子信息 第2组 200230
2017112528 金嗣东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01 组长
2017112586 孟国斌 电子信息 第3组 200302
2017006957 任甜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03
YA1714065 苏远航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04
2017114594 王虎虎 电子信息 第3组 200305
2017112621 王宇宸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第3组 200306

20171683310062 文露婷 电子信息 第3组 200307
1711650424 夏震 电子信息 第3组 200308
20172410633 徐玉凤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09
2017112545 杨莉君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10

201703203103 程若楠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11
1707400029 余卓权 电子信息 第3组 200312
2017112525 张洹溶 信息安全 第3组 200313
2017117851 张斯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14
2017117867 邓金炎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15
2017011587 赵顺龙 电子信息 第3组 200316
2017112468 钟忆 电子信息 第3组 200317
20171302231 朱晓庆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18

222017321102034 杜烨 电子信息 第3组 200319
2017002344 付盼 信息安全 第3组 200320
2017112158 何鑫 信息安全 第3组 200321
2017112595 黄彬彬 电路与系统 第3组 200322
2017112627 黄文君 电路与系统 第3组 200323
201703963 罗冰雪 信息安全 第3组 200324
2017218402 雷浩阳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25
7803017116 李俊榕 电子信息 第3组 200326
1714040309 李想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第3组 200327
20171302234 梁铭志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28
201700425 刘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29
2017112529 刘梓锋 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3组 200330
2017112215 刘沐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01 组长

0121703490317 牟月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02
3120170901430 潘圆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03

171001218 赛竞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04
2017111549 陈钦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05
2017013215 孙周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06
2017115282 佟秋硕 软件工程 第4组 200407
2017013096 王嘉浩 软件工程 第4组 200408
20171222032 王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09
2017112398 王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10
YB1714015 吴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11
2017117823 谢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12



20171401225 杨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13
1707310305 于桢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14
2017114712 曾逸 软件工程 第4组 200415
2017302815 张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16
1718140306 张欣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17
2017112171 张永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18
2017005903 张中其 软件工程 第4组 200419
YA1714018 周晨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20
A19170276 周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21
2017112336 邓思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22
20171403210 高杉逸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23
6112117038 郭泓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24
2017112453 胡一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25
20170422026 景叶怡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26
2220172332 雷思情 软件工程 第4组 200427

201730126020 黎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28
20172333093 李俊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4组 200429
2017112154 孟海腾 软件工程 第4组 200430
2017112442 刘心瑶 软件工程 第4组 200431
2017112205 郭翔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01 组长
2017217882 潘城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02
08173081 陈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03

20177710333 史慧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04
201703965 苏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05
0172501284 谭湘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06
41712168 汪小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07

2017303138 王骏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08
20171684310278 王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09
201709000922 王勇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10
8002117258 夏江南 软件工程 第5组 200511
2220171980 徐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12
1717000262 于靖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13

17211001000520 余海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14
2017904438 张浩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15
2017111913 戴文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16
20171120066 张旭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17
20177720170 张煜蕊 软件工程 第5组 200518
1710310318 赵界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19
3117002465 周冬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20
2017112333 朱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21
2017115003 邹芸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22
171491418 高雪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23
2017112476 孟祥多 软件工程 第5组 200524
2017112178 缪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25
2017114612 康梦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26
201720779 雷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27
2220172514 李晗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28
2017112459 李一樊 软件工程 第5组 200529
1777000179 陈嘉琪 软件工程 第5组 200530
2017114238 龙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5组 200531
2017112340 黄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01 组长
2201703945 潘佳豪 软件工程 第6组 200602



2017112341 任治宇 软件工程 第6组 200603
17111206031 宋雪汝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04
Q17010111 孙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05

201713160902 谭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06
222017322220133 王和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07

201731073129 王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08
2017010911 王晓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09

201709000418 王子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10
YA1714192 谢梦磊 软件工程 第6组 200611
2017111584 徐梓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12
20175461 于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13

2017110256 褚欣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14
20178461429 张皓焱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15
YA1714122 张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16
2017112479 张一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17

201702801555 张越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18
1707030210 赵欣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19
A19170275 周佳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20

0121710870234 诸葛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21
2017214259 付佳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22
17403020302 桂昱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23
2017414508 韩昕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24
2220172359 蒋琪琪 软件工程 第6组 200625

201718171261 赖敏 软件工程 第6组 200626
1714030203 常婉晴 软件工程 第6组 200627
2017112227 李劲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28
2017112393 李宇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29
2017211777 刘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第6组 200630
2017112486 卢锐恒 软件工程 第6组 200631
2017112278 秦晋哲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01 组长

201718171259 门渔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第7组 200702
2017117819 柏义阳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03
2017112286 陈宗镭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04
2017112287 胡雯雨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05
2017112236 贾钰林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06
2017112229 刘君卿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07
2017117885 刘妍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08
2017112283 鲁力博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09
2017112308 聂彬宇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10
1710121231 吴宜侠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第7组 200711
2017112245 孙雨欣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12
2017112276 王榕婧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13
2017117817 王宇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14
2017117802 熊珮云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15
2017112306 薛一朴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16
2017112239 杨毅峰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17
2017112233 赵双月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18
2017112264 包希宁 交通运输 第7组 200719
2017112246 何润泽 交通运输 第7组 200720
2017113892 芮佳敏 交通运输 第7组 200721
2017112292 吴炜琳 交通运输 第7组 200722
2017112282 赵笠婷 交通运输 第7组 200723



2017112223 陈兴玉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第7组 200724
2017112221 侯琴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第7组 200725
20170270210 蒋震宇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26
20177710529 刘岳嵩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7组 200727
171543302 蔡旭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第7组 200728
2017112237 徐林溪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01 组长
17030188011 江楠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02
2017112270 陈曦睿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03
2017117758 郭旭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04
2017112267 黄旭光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05
2017112249 雷筱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06
2017117785 刘其念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07
2017117829 刘昱含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08
2017117892 牟颖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09
2017112235 庞博文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10
2017112271 任可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11
2017112309 王科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12
2017112304 王亦婧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13
2017117826 吴昊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14
6108117011 马鹏森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第8组 200815
2017112302 闫晗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16
2017112311 曾小二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17
2017117771 钟雨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18
2017112303 郭海锟 交通运输 第8组 200819
2017112269 鲁雨婷 交通运输 第8组 200820
2017117801 王成豪 交通运输 第8组 200821
2017112260 张家木 交通运输 第8组 200822
2017112193 陈鑫强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第8组 200823
2017112194 段卓君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第8组 200824
2017113732 王梓帆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第8组 200825
20170270211 郎颖辉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26
20170590214 吴怡灵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第8组 200827


	Sheet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