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金明 测控 131 

赵子毅 测控 131 

公维春 测控 131 

孟维川 电气 143 

朱光耀 电气 143 

丁崇磊 电气 143 

李龙飞 电气 143 

孙佳 电气 144 

王宁 电气 144 

郑道琪 电气 143 

王天航 电气 143 

王世琦 自化 147 

徐元乾 自化 147 

魏玉玺 电气 143 

张充 电信 132 

彭文 电网 142 

王董刚 电网 142 

卞月林 电信 141 

乔禹霖 自动化 146 

姚玲 电网 141 

王文豪 自化 147 

唐浩轩 自化 147 

黄炎 自化 147 

孙浩然 自化 147 

薛欣 集成 151 

王宝祥 集成 142 

段路乾 集成 142 

任晓宇 软件 153 

姜涛 电本 142 

段文静 电本 142 

孙晓杰 电本 142 

施佳 电信 141 

俞雅露 电信 141 

李帅 电网 131 

杨瑞 电网 131 

陈火兰 电信 141 

张丹丹 电气 144 

牟铜 自化 146 

梅秋艳 自化 141 

于营波 电气 134 

谢鹏程 测控 131 

王胜 测控 131 

刘恒 测控 131 



姜玉峰 测控 131 

李泽辰 测控 131 

孙婧怡 电网 131 

李海龙 自化 131 

房田 电网 131 

杨志民 测控 133 

赵珍 测控 133 

王昊 测控 132 

阚小琳 测控 133 

管利聪 测控 132 

王胜放 测控 132 

罗亨瑞 测控 132 

方二伟 测控 132 

韩致远 自动化 147 

李炳坤 自动化 147 

庞龙龙 自动化 147 

李鹏程 集成 141 

龚美伟 集成 141 

努尔艾力·买买提    集成 141 

蒋士茹 集成 141 

许欣欣 集成 141 

甘琼 集成 142 

牟双艳 集成 142 

李顺红 集成 142 

刘璠 集成 141 

颜之婷 集成 141 

韩澈 自化 144 

邱元春 自化 144 

杨玲 自化 143 

赵文强 电信 131 

吴通 电信 132 

王学成 电信 132 

王宏宏 自动化 142 

王绮 自动化 143 

邵旭阳 自动化 142 

刘伟 自动化 142 

田野 自动化 142 

张鸿赠 测控 141 

冉松霖 自动化 142 

李满耀 自动化 142 

李梦钊 自动化 142 

王章宇 测控 134 

宋召鹏 测控 134 



李世东 电气 134 

张斌 自化 141 

师良 电气 131 

曹景晨 电气 131 

边钧健 自动化 133 

郭士超 自动化 133 

薛祎 自动化 133 

李春辉 测控 142 

隋帅帅 自化 147 

任玉丽 电信 141 

邵爱菊 电信 141 

李道露 电信 141 

王浩 电信 142 

舒大永 电气 142 

王子含 测控 141 

李海菊 测控 141 

王程远 测控 144 

王凯 机械实验 151 

梁志波 电本 141 

初腾 电本 141 

辛明轩 电本 142 

肖阳 电本 142 

陈博文 电气 142 

匡楠 电气 142 

李一铭 电气 142 

邢超 电气 142 

傅雅起 电气 142 

张广帅 电气 141 

林强 电气 141 

孟祥磊 电气 141 

钱晋 电气 141 

张天昊 电网 142 

王海金 电网 142  

张建军 电网 141 

刘明建 测控 133 

孙显斌 测控 133 

张东东 电气 131（应用技术学院） 

严家全 电气 131（应用技术学院） 

王嘉旭 电气 131（应用技术学院） 

程浩哲 电气 131（应用技术学院） 

赵犇 电信 131 

孙丁 电信 131 

刘晓玺 电信 132 



彭中 信息工程 142 

刘东贺 信息工程 141 

王昌硕 电信 141 

王庆佳 自动化 145 

李萌 信息工程 141 

黄英坤 自动化 144 

陈传虎 自动化 144 

段冰 电信 142 

王晓萌 自动化 146 

王玉玲 电信 141 

郭韶华 电信 142 

马坤 自动化 132 

魏力 自动化 131 

陈颖 电网 131 

邱云钊 自动化 131 

张阳 自动化 133 

金岩宏 电信 142 

陈鹏 自化 146  

周海阳 自化 146 

刘翠雨 自化 143  

于广宇 自动化 145 

谢荣基 自动化 145 

邢万里 自动化 145 

成帅 自动化 133 

秦雨婷 自动化 134 

王家申 电气 141（应用技术） 

徐晓龙 电气 141（应用技术） 

王小兵 集成 132 

王子明 集成 132 

黄登云 集成 132 

黄若琳 信息 133 

张吉成 集成 131 

马成森 集成 132 

鞠亚轩 信息工程 141 

廉星磊 信息工程 141 

陶维华 信息工程 141 

王帅 电信 142 

卢志强 电信 142 

刘嘉侨 电气 141 

孙杰 电信 142 

牟进友 电气 142 

王聪 测控 142 

苏锦程 测控 144 



张炜麟 电信 132 

曹德谋 电气 131 

杨永鹏 自动化 132 

杨帆 自动化 131 

杨镇杰 测控 133 

陈玉翠 测控 134 

李福然 测控 133 

梁昌健 测控 133 

张云超 测控 133 

张珅源 电信 142 

范玉兰 电信 142 

李艳 电信 142 

黎宗幸 集成 131 

庞仁江 集成 131 

王匀 集成 131 

张志勇 集成 131 

许甫 自动化 131 

李洪进 自动化 131 

魏世超 自动化 131 

耿海翔 电网 142 

田嘉意 信息 141 

盛鸿翔 电网 131 

赵燕锋 信息 141 

杜子俊 信息 141 

赵淑民 集成 141 

赵世勋 集成 141 

姜钧 集成 141 

王其鹤 集成 142 

付晓冬 集成 141 

许俊财 集成 142 

谭磊 集成 142 

田旭东 集成 142 

韩德超 自动化 133 

东野中强 自动化 134 

李小琳 电气 131 

孙福道 电气 132 

张浩 信息 141 

张晓伟 信息 142 

李文文 信息 143 

赵鹏博 电信 141 

申开新 自动化 132 

丁萍萍 自动化 131 

时伟雄 电信 132 



宋晔 电信 132 

王俊治 电信 132 

阮小聪 电信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