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级辅修专业录取名单 
 

    

1 021920204 汪钰娃 能源与动力学院 智能制造 

2 021920205 罗雨 能源与动力学院 智能制造 

3 021930121 叶宇林 能源与动力学院 智能制造 

4 021930126 程竞宇 能源与动力学院 智能制造 

5 021930205 张晨阳 能源与动力学院 智能制造 

6 031810331 曹盛 自动化学院 智能制造 

7 031830215 冯晨 自动化学院 智能制造 

8 031830217 刘翔宇 自动化学院 智能制造 

9 061900325 阙文强 自动化学院 智能制造 

10 031910409 温晋珑 自动化学院 智能制造 

11 031910416 高榕蔚 自动化学院 智能制造 

12 031910430 周臣毅 自动化学院 智能制造 

13 031920116 王鹏 自动化学院 智能制造 

14 031940119 吴岩 自动化学院 智能制造 

15 041900819 郭知一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 

16 041930128 文嘉豪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 

17 051910107 陈俊良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18 051910206 罗煦飞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19 051910207 王郅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20 051910217 陈煜龙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21 051910218 孙凯振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22 051910306 万铮韬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23 051910427 许锦涛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24 051910527 把圣伟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25 051910804 邢宇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26 051910808 侯文森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27 051910822 王斌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28 051910823 舒磊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29 051911016 雷衡旺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30 051911021 赵瑞峰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31 051911022 罗俊杰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32 051911023 李健羽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33 051920106 杨夏傲 机电学院 智能制造 

34 061900113 赵炳尧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 

35 061900114 李翼翔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 

36 071930317 韩先吉 民航学院 智能制造 

37 071930318 陈凯 民航学院 智能制造 

38 071970222 吕晔成 民航学院 智能制造 

39 121910226 王逸杰 外国语学院 智能制造 

40 151910133 刘钦元 航天学院 智能制造 

41 151930116 曾迅 航天学院 智能制造 

42 151930118 梁国梁 航天学院 智能制造 

43 151920132 李海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 

44 161930117 沈增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 

45 181912119 高昕睿 长空学院 智能制造 

46 181912205 李浩妍 长空学院 智能制造 

47 181912301 黄雅竹 长空学院 智能制造 

48 181912418 张正 长空学院 智能制造 

49 021920104 李玥 能源与动力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50 031930203 廖曼琳 自动化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51 031940120 何嘉鹏 自动化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52 031950116 张仲彬 自动化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53 031950118 兰豪 自动化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54 051910204 赵昌龙 机电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55 051910508 吕志豪 机电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56 051910509 罗宇 机电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57 051910601 刘心宇 机电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58 051910921 张政 机电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59 061800127 徐积政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60 161830202 吴琛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仿生科学与工程 

61 021810201 陈阳 能源与动力学院 法学 

62 021920201 武筱迪 能源与动力学院 法学 



63 021920202 李师尧 能源与动力学院 法学 

64 011630109 路明威 自动化学院 法学 

65 031910102 高玥明 自动化学院 法学 

66 031910305 计璇 自动化学院 法学 

67 031910306 宋艳津 自动化学院 法学 

68 031920619 徐宇航 自动化学院 法学 

69 051910323 马龙军 自动化学院 法学 

70 041900910 杨静婷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法学 

71 041930111 王芮宇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法学 

72 051810404 李佩珊 机电学院 法学 

73 051910719 王彦博 机电学院 法学 

74 051920114 莫岚 机电学院 法学 

75 051920217 王天浩 机电学院 法学 

76 061920206 毕家旭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法学 

77 061920223 孟俣翰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法学 

78 061920222 王奔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法学 

79 011840202 赵晶淼 民航/飞行学院 法学 

80 071870307 刘盈 民航/飞行学院 法学 

81 071980101 张纳 民航/飞行学院 法学 

82 071970103 张丽伟 民航/飞行学院 法学 

83 091902305 陶冶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 

84 091902325 王厚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 

85 091902327 卢易爽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 

86 091902401 黄蕊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 

87 091902402 冯诗玥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 

88 091903116 朱赛男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 

89 091903207 黄以恒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 

90 091903212 张微敏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 

91 091903118 付杨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 

92 091902209 耿小涵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 

93 101810126 雷一鸣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学 

94 111820123 封扬 艺术学院 法学 



95 111840104 官玉琪 艺术学院 法学 

96 111840105 张芯仪 艺术学院 法学 

97 111950126 刘敏 艺术学院 法学 

98 111950130 南紫琳 艺术学院 法学 

99 121810308 刘翥阳 外国语学院 法学 

100 121910106 李梦媛 外国语学院 法学 

101 121910116 邵宝慧 外国语学院 法学 

102 121910322 周颖 外国语学院 法学 

103 121910222 高艺萌 外国语学院 法学 

104 121910201 王艺冉 外国语学院 法学 

105 121910312 陆超 外国语学院 法学 

106 151910127 夏涵晓 航天学院 法学 

107 151930110 丁辰希 航天学院 法学 

108 151930126 郑王鑫 航天学院 法学 

109 161810103 党云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学院 
法学 

110 161820310 端木君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学院 
法学 

111 011930119 倪成民 长空学院 法学 

112 181912204 邓晶蕾 长空学院 法学 

113 181912317 王珺珑 长空学院 法学 

114 021920206 张睿婧 能源与动力学院 英语 

115 031910502 郭子婧 自动化学院 英语 

116 031910505 许钰佳 自动化学院 英语 

117 031910516 孙冠霖 自动化学院 英语 

118 031950130 李康祺 自动化学院 英语 

119 031950203 王宁 自动化学院 英语 

120 041930109 何兆隆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英语 

121 051810403 孙月 机电学院 英语 

122 051810628 李程万 机电学院 英语 

123 051910310 宋浠然 机电学院 英语 

124 051910417 陈锋 机电学院 英语 

125 051911122 金靖松 机电学院 英语 



126 071830112 李楚枫 民航学院/飞行学院 英语 

127 071910101 傅予瑄 民航学院/飞行学院 英语 

128 071920106 黄昕韵 民航学院/飞行学院 英语 

129 071970215 于卓轩 民航学院/飞行学院 英语 

130 071980117 宁悄悄 民航学院/飞行学院 英语 

131 091902320 王钰尧 经济与管理学院 英语 

132 091902407 何心怡 经济与管理学院 英语 

133 121920119 林雨寒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34 151920136 刘庆星 长空学院 英语 

135 161830106 黄静 民航学院/飞行学院 英语 

136 161830203 张立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英语 

137 161920209 吴小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英语 

138 181910102 李悦宁 长空学院 英语 

139 181910103 周时佳 长空学院 英语 

140 181910207 张子涵 长空学院 英语 

141 181911205 李颖 长空学院 英语 

142 181912211 孙丁驰 长空学院 英语 

143 181912222 任钧键 长空学院 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