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第一学士学位专业 拟录取专业

21106990300001 李明霞 软件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02 李思健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03 李景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1106990300004 韦能传 信息与计算科学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06 陈洛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07 高钰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08 李锐霄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09 伊力扎提·帕尔哈提 建筑学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10 徐帆 工业设计 飞行器制造工程

21106990300011 姚欣睿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12 段鹏飞 工程管理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13 杨译凯 建筑学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14 滕伟杰 飞行器制造工程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15 高志扬 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16 马泽宇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17 宋锐 工业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

21106990300019 李金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飞行器制造工程

21106990300021 王浩宇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23 胡祖徽 应用物理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024 李翱 飞行器制造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025 周杰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26 王焕理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27 廖瑞彬 船舶与海洋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28 张永江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29 陈昱廷 国际经济与贸易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30 龙泽宇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31 卓佳文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32 刘倪豪 应用物理学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33 范恒维 飞行器动力工程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34 李金巍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35 何润泽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36 谷禹卓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37 李俊洲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38 张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39 欧阳清宇 自动化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40 凌翔 软件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041 李立坤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42 丁丰益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44 杨廉清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1106990300046 李昱杨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47 张洵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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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号 姓名 第一学士学位专业 拟录取专业

21106990300048 刘智文 土木工程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49 陈浩楠 化学工程与工艺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51 钟洪亮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52 郭美含 飞行器动力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054 焦继闯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55 张敬磊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56 赵志铎 复合材料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57 窦泽昊 材料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58 孙嘉瑞 工商管理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59 崔方旭 船舶与海洋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1106990300060 李沛澍 材料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61 王玉彬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62 陈世昭 通信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63 张琪 飞行器动力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064 周凯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065 王俊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66 王东旭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67 韩佳孚 材料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68 张瑜文 自动化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69 林煜辰 测控技术与仪器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070 刘逸群 高分子专业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72 巩昊杨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73 吕晨浩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74 殷文钊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75 蒋淳烨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76 张忠韬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77 申屹茏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078 蔡海悦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079 孙品先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80 张润华 电子信息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81 闫铮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82 杨继飞 信息与计算科学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83 周雨石 软件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85 陈泽 材料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86 杜笠 飞行器制造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87 麦梓翊 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89 司健 电子信息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

21106990300090 贾子腾 材料科学与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

21106990300092 王昱霖 数学与应用数学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093 张卜恒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094 王茂洋 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095 高立昭 电子科学与技术 飞行器制造工程

21106990300096 魏有潭 探测制导与控制 软件工程



报名号 姓名 第一学士学位专业 拟录取专业

21106990300097 喻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098 李百祥 产品设计 飞行器制造工程

21106990300100 尹佳浩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101 吴宇恒 自动化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102 张志丽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103 李彦章 船舶与海洋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1106990300104 孙祺斌 材料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105 郑欣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06 时进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107 邱立 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09 刘彦伯 飞行器动力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10 杜文茜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11 全轶平 电子信息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

21106990300112 胡长涛 工商管理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113 杨京翰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114 李明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115 崔继隆 电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16 崔凯 电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17 孙明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118 卞郭怡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19 赵安康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20 杨天健 信息与计算科学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21 方艾迪 数学与应用数学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122 曹盼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23 邓小康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24 杨德山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26 冷文耀 航空航天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127 张华奕 电子信息工程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28 刘浩洋 软件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29 全世鸣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30 何媛 电子科学与技术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31 朱建亭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133 强帅 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135 裴子航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136 张云天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37 李柯达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1106990300139 丁禹凡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40 贾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41 崔佳宁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142 王森辉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软件工程

21106990300144 沈岭林 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145 孙亦忧 英语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46 段伟 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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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6990300147 杨浩宇 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21106990300149 祁卓宁 电子科学与技术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50 许函宁 材料科学与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1106990300152 张斌 飞行器动力工程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153 孙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54 宫智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1106990300155 李晨润 水声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1106990300158 龙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60 刘奇 飞行器动力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1106990300166 杜一诺 自动化专业 市场营销

21106990300168 冯雨岷 信息安全 工程管理

21106990300169 任涵琦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市场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