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工业大学2022年第二学士学位拟录取名单（按准考证号顺序）

准考证号 姓名 第一学位专业 拟录取专业
22106990300001 张吉森 建筑学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002 杨鹏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004 魏天翼 土木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005 张淑智 电子科学与技术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006 郭晓启 飞行器动力工程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007 魏子宜 机械电子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

22106990300009 刘天择 材料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011 许诺 复合材料与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012 鲁煜铮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015 汪默潜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017 周杰 自动化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2106990300018 林锦普 自动化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020 吴治瑶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021 王艺璇 电子信息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026 王心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029 白晗雪 通信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031 宋惠华 飞行器动力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033 陈欣怡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

22106990300035 舒颀胜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036 雷家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037 刘佳辉 软件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2106990300038 黄祚华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039 李振兴 电气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042 赵文强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050 陈昊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055 武嘉启 自动化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059 宋昊宸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060 许晋嘉 软件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2106990300064 崔浩然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065 张更更 材料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071 王欣乐 化学工程与工艺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072 彭洋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075 帅洋 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077 唐浩然 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078 余婷 机械电子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080 张泽众 数学与应用数学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083 张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飞行器制造工程

22106990300084 胡惠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085 任欣然 材料科学与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086 王瑜娟 会计学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089 孙懋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090 黄元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091 谢时雨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092 王崇颖 法学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094 马兴宇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097 贺国利 软件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

22106990300099 姚瑞祥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2106990300102 蒙昊天 机械电子工程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03 张颖沛 法学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104 向腾霄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06 唐彤炜 材料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107 成成 软件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10 高康 材料物理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11 顾效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12 唐骞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2106990300113 梁振鹏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14 王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116 吴天慈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18 梁佳旺 电子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19 魏励行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120 梁峻玮 软件工程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22 李政辰 材料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23 王圣涵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24 胡智星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25 吕志伟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26 戴俊逸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28 李泽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30 李聪 航空航天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132 南亦凡 飞行器制造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33 胡庭杰 飞行控制与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34 覃耀毅 自动化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2106990300140 董雯静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44 冯康杰 应用物理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46 陈泽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47 高童 电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48 方卓 材料物理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50 金剑炜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51 赵婧含 产品设计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152 李湛博 土木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54 苏冠旗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55 夏兆昕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157 王睿泽 电子信息工程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58 伍环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160 白挺 统计学 飞行器制造工程

22106990300163 李子浩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165 孙琳越 软件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2106990300166 郑乐伟 自动化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68 翟邵康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71 郑佳灯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72 刘苏毅 航空航天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176 胡霖翔 材料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177 文怡新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178 段恒玮 建筑学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79 王宇豪 自动化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80 邢铨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81 刘青青 法学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182 黎璐凡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183 王远冲 自动化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84 齐心悦 会计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185 周子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87 陈晖 统计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88 石润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191 苟昊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193 杨奖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194 高聪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195 薛韶璞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196 周碧颖 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204 麦吾兰·买买提 软件工程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206 谭道天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211 杨佳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22106990300212 杨萌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215 李昱昆 应用物理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218 曹舜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219 朱柯馨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221 杜炎明 工业设计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225 鲁泳儿 飞行器制造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226 张诗 法学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227 张馨月 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228 刘文彬 自动化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234 张鹏 船舶与海洋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235 张诗晨 通信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238 张健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244 常若凡 软件工程 市场营销

22106990300245 叶建辉 自动化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246 王艺潼 飞行器动力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249 宋育蕾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

22106990300250 万鹏飞 自动化 工程管理

22106990300254 韩西京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信息安全

22106990300259 李勃威 船舶与海洋工程 软件工程

22106990300260 刘泊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263 孙鹏超 材料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2106990300266 贾罕莹 飞行器动力工程 软件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