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班级

1 马明昊 0121809360407 电信工程 电信1801

2 王和东 0121809360514 电信工程 电信1801

3 陈国豪 0121809360604 电信工程 电信1801

4 赵佳乐 0121809361036 电信工程 电信1801

5 李晓鹏 0121809361422 电信工程 电信1801

6 吴尚佳 0121809360133 电信工程 电信1802

7 高毓 0121809360319 电信工程 电信1802

8 罗鑫 0121809360805 电信工程 电信1802

9 何威龙 0121809361101 电信工程 电信1802

10 刘湘 0121809361428 电信工程 电信1802

11 陈茂林 0121809361807 电信工程 电信1802

12 郭泽宇 0121809360207 电信工程 电信1803

13 胡清元 0121809360224 电信工程 电信1803

14 雷晓 0121809360708 电信工程 电信1803

15 罗凤仪 0121809361133 电信工程 电信1803

16 史文龙 0121809361717 电信工程 电信1803

17 胡淇 0121809361727 电信工程 电信1803

18 魏心炜 0121809360902 电信工程 电信1804

19 刘晓凯 0121809360928 电信工程 电信1804

20 刘璐清 0121809361033 电信工程 电信1804

21 张威 0121809361718 电信工程 电信1804

22 徐子严 0121809361820 电信工程 电信1804

23 沈嘉和 0121809360320 电信工程 电信1805

24 范志福 0121809360903 电信工程 电信1805

25 刘嘉惠 0121809361333 电信工程 电信1805

26 孔祥姝 0121809361435 电信工程 电信1805

27 张嘉明 0121809361712 电信工程 电信1805

28 陈以洋 0121809361802 电信工程 电信1805

29 朱雨夕 0121803921127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30 邓胳峰 0121804180103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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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邹鑫 0121804930426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32 金煜航 0121804940839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33 单海成 0121806290722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34 冯卓成 0121806300213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35 唐宇航 0121807780420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36 王雨 0121807780504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37 刘业鹏 0121807781102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38 郭远波 0121808880106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39 瞿诗义 0121808880110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40 黄昭涵 0121808890317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41 张芷玥 0121808900232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42 管安琪 0121808910236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43 夏蔚然 0121812740101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44 周惠 0121814450230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45 王堰阳 0121818390511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46 张弛 0121818390706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47 吕哲 0121820390233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48 徐其谦 0121820390315 电信工程 电信1806

49 岳志飞 0121717560304 电子科学 电子1801

50 甘云汉 0121809360114 电子科学 电子1801

51 袁博文 0121809360117 电子科学 电子1801

52 陈红 0121809360633 电子科学 电子1801

53 马进梓 0121809361303 电子科学 电子1802

54 张沛 0121809361304 电子科学 电子1802

55 胡乃心 0121809361318 电子科学 电子1802

56 牟栋栋 0121809361403 电子科学 电子1802

57 杨博源 0121809361407 电子科学 电子1802

58 卢意 0121809361420 电子科学 电子1802

59 李文婕 0121809361628 电子科学 电子1802

60 黄鹏 0121809361824 电子科学 电子1802

61 程婧怡 0121803920827 电子科学 电子1803

62 潘纪聪 0121806290415 电子科学 电子1803

63 金谦 0121806291235 电子科学 电子1803



64 岑瑞 0121808910132 电子科学 电子1803

65 何建文 0121809361501 电子科学 电子1803

66 牛国宝 0121809361503 电子科学 电子1803

67 陈冠宇 0121809361517 电子科学 电子1803

68 郭圆新 0121809361708 电子科学 电子1803

69 王迪 0121818390204 电子科学 电子1803

70 庞强 0121818390204 电子科学 电子1803

71 罗杰 0121802930414 通信工程 通信(gj)1801

72 程宇 0121803920406 通信工程 通信(gj)1801

73 明法畅 0121803920807 通信工程 通信(gj)1801

74 郑博瑞 0121808910409 通信工程 通信(gj)1801

75 黄一格 0121816150203 通信工程 通信(gj)1801

76 冯腾 0121804940217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77 罗嘉譞 0121805830512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78 李贝贝 0121809360132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79 贾东霖 0121809360209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80 赵珂 0121809360323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81 李彰 0121809360410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82 孙雨龙 0121809360419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83 顾智昊 0121809360420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84 韩雨阳 0121809360435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85 梅婷 0121812740226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86 杨富坤 0121814680101 通信工程 通信1801

87 陈哲 0121803921124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88 陈晴 0121803921125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89 杜雅雯 0121804940941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90 周琨 0121805830301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91 储志明 0121809360502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92 余佳慧 0121809360530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93 卢萌 0121809360533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94 郑哲然 0121809360534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95 桑亚彪 0121809360608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96 刘鑫豪 0121809360618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97 管世辉 0121809360715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98 王京瑞 0121809361806 通信工程 通信1802

99 柯晨希 0121801101513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00 张明志 0121802950601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01 陈一帆 0121804930402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02 王胜鹏 0121807780613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03 吴正光 0121808900211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04 肖灼华 0121809360916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05 李晓欢 0121809360933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06 王彪 0121809361022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07 朱颖心 0121809361135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08 高翔 0121809361210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09 高鹏飞 0121809361211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10 李菲菲 0121809361230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11 章欣仪 0121809361332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12 朱佳豪 0121809361819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13 崔丙鑫 0121809361822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14 李欣瑞 0121809361830 通信工程 通信1803

115 李瑞鹏 0121805830125 通信工程 通信1804

116 彭晓煊 0121809361417 通信工程 通信1804

117 甄子晴 0121809361429 通信工程 通信1804

118 谢琴 0121809361434 通信工程 通信1804

119 林杰伟 0121809361502 通信工程 通信1804

120 黄烨辰 0121809361520 通信工程 通信1804

121 吴展鹏 0121815950209 通信工程 通信1804

122 鲍宇轩 0121816150210 通信工程 通信1804

123 杜培钦 0121809360303 通信工程 通信zy1801

124 王浩 0121809360812 通信工程 通信zy1801

125 梁维丹 0121809360828 通信工程 通信zy1801

126 刘晨晨 0121809361035 通信工程 通信zy1801

127 邹家喻 0121809361111 通信工程 通信zy1801

128 熊仪 0121809361331 通信工程 通信zy1801

129 方永帆 0121809361602 通信工程 通信zy1801



130 柳子昂 0121809361615 通信工程 通信zy1801

131 索子昊 0121809360123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32 柴宇 0121809360220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33 赵宇恒 0121809360302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34 王庆宇 0121809360519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35 朱晨杭 0121809360527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36 王卓尔 0121809360711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37 王宇鹍 0121809360720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38 陈子昂 0121809360811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39 杨辰珺 0121809360833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40 张连杰 0121809360920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41 周正康 0121809361007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42 臧杰 0121809361019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43 赵子龙 0121809361020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44 黄姝笛 0121809361028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45 汪成祥 0121809361109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46 丁笠炜 0121809361119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47 郭捷 0121809361136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48 李丙银 0121809361519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49 许擎炜 0121809361731 通信(试点) 信息sy1801

150 姚少罕 0121809360203 信息工程 信息1801

151 万维婧 0121809360432 信息工程 信息1801

152 赵中雨 0121709360125 信息工程 信息1802

153 叶锦添 0121809361336 信息工程 信息1803

154 吴俊楠 0121809361402 信息工程 信息1803

155 毛铭华 0121809361414 信息工程 信息1803

156 窦文豪 0121809361418 信息工程 信息1803

157 孙乾 0121809361614 信息工程 信息1803

158 宋钰 0121701090141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59 黄施禹 0121704940820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60 及星 0121706300205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61 龚辞 0121801080122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62 刘雨 0121802930313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63 徐子扬 0121802930516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64 王新政 0121802930823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65 郑慧玲 0121802950143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66 张世杰 0121803920312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67 朱浩迪 0121804180204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68 吴瀚 0121804930215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69 姜鹏 0121804930419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70 李天宇 0121804990224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71 庞思喆 0121808900108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72 段雪宁 0121808910136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73 张怡 0121814450329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174 胡语萌 0121818390428 信息工程 信息1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