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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035101 张博文 机械工程 1801095104 刘枰希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1035108 刘淇 机械工程 1801095113 王昊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1035109 宋佳合 机械工程 1801095111 许天乐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1035103 张奥博 机械工程 1801095120 孔繁旭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1035105 李沛儒 机械工程 1801095125 王新惠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1035104 张进 机械工程 1801095114 解建硕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1035107 科建宇 机械工程 1801095101 尹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1035111 袁熠 机械工程 1801095128 尤泽祺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1035110 赵桐 机械工程 1801095117 张洋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1035102 赵嘉巍 机械工程 1801095123 罗凌峰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04 孙禹 自动化 1801095109 李经纬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15 孙毅 自动化 1801095118 吴天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05 丁鹏宇 自动化 1801095119 赵玖斌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14 王硕 自动化 1801095116 赵奕旭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06 张明轩 自动化 1801095126 张延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07 王瑞成 自动化 1801095115 闫宇航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11 赵明阳 自动化 1801095112 陈俊杰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13 刘寒迟 自动化 1801095127 魏赞旭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01 韩梦洋 自动化 1801095121 吴狄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02 张海垚 自动化 1801095102 刘嘉珺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16 刘泽志 自动化 1801095110 闫继龙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09 易湘怡 自动化 1801095103 赵松琪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03 祁霖 自动化 1801095107 张浩睿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85110 胡泽雨 自动化 1802075115 车全振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802085112 李洲 自动化 1802075126 杨欣蕊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802085108 朱淼澄 自动化 1802075109 张峰瀚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801095108 李铭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75132 姚佳璇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801095106 王昕林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75107 范文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801095124 王鑫雨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75101 张浩涵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801095105 徐妍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75102 王子洵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801095122 魏童鑫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02075104 张佑赫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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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075129 兰杉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339 程亚筠 信息安全

1802075127 付新淇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219 张心雨 信息安全

1802075108 孙泽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505 王子义 信息安全

1802075116 王洲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113 孙梦瑶 信息安全

1802075122 吕蕊嘉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118 刘一豪 信息安全

1802075103 权嘉懿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313 邱炜业 信息安全

1802075119 白云飞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413 朱思文 信息安全

1802075131 于金曼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119 彭孟琪 信息安全

1802075133 路英琪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218 郭翔星 信息安全

1802075128 梁森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214 章在旭 信息安全

1802075113 张国城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329 李斌 信息安全

1802075110 王宇彤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530 丁典 信息安全

1802075112 王涛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509 王雨瑶 信息安全

1802075124 高云柯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208 牛嘉晟 信息安全

1802075106 刘雯一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136 霍晓彤 信息安全

1802075123 王松阳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826 刘峰 信息安全

1802075111 刘艾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135 万子文 信息安全

1802075125 董晶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634 王辰跃 信息安全

1802075130 邢天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606 李秀美 信息安全

1802075118 王迪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721 徐梓涵 信息安全

1802075114 王璞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636 何远航 信息安全

1802075121 刘沛东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620 张子杰 信息安全

1802075117 何雨珩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201601309 王玥 信息安全

05201600411 张瀚波 信息安全 69201601122 王子康 信息安全

05201600209 吴天屹 信息安全 69201601631 张志硕 信息安全

69201601235 闫浩 信息安全 69201601817 石铮 信息安全

69201601210 闫浩 信息安全 69201601820 野旭 信息安全

69201601805 付子华 信息安全 69201601818 金朗轩 信息安全

69201601638 吴悦瑄 信息安全 69201601533 赵雨辰 信息安全

69201601127 杨京燕 信息安全 69201601215 牛嘉伟 信息安全

69201601126 关曦琳 信息安全 69201601304 高鑫鹏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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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01601520 张思雨 信息安全 20169001014 徐康健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334 杨经纬 信息安全 20169025022 李浩辉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702 王澳 信息安全 20169022010 詹源浩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808 张欣宇 信息安全 20169002020 常岳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608 张楚仪 信息安全 20169005009 程昊琛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827 刘鑫泽 信息安全 20169010008 沈杨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138 王禹莎 信息安全 20169024005 刘思奇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703 魏彬彬 信息安全 20169022024 史思宇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104 冉畅 信息安全 20169015002 马峥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418 李天泽 信息安全 20169016007 何源书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315 高健航 信息安全 20169014016 马嘉文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625 王宇诺 信息安全 20169011021 李佳宁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718 李俊杰 信息安全 20169025024 王梓旭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303 姚佳慧 信息安全 20169017011 杨翼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111 周田润 信息安全 20169008027 朱泽鑫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507 钱虹屹 信息安全 20169022002 王铮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835 冀易从 信息安全 20169008006 楚健松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409 赵其民 信息安全 20169017010 王旭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328 彭璐 信息安全 20169027018 戴纪鹏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337 沈宇航 信息安全 20169021006 张天毅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726 李思源 信息安全 20169011004 赵博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318 史依然 信息安全 20169022016 丁天浩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624 王伟豪 信息安全 20169008016 陈宇昊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228 杨沫涵 信息安全 20169011001 史宗轩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504 王雪儿 信息安全 20169022019 方羽轩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333 贾思琪 信息安全 20169007001 王宇辰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630 于滢基 信息安全 20169011003 王畅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324 龚子杰 信息安全 20169021001 李天雨 能源与动力工程

69201601710 张婷 信息安全 20169004015 赵天一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15010 王鑫宇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18020 朱晓宇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02012 董泽丰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21004 刘浦源 能源与动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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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001011 程博远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6019 武思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03013 杨旭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51006 牛子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07015 李洋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6012 李世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04023 徐筱川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51018 王冰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1011 于世辰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7016 庞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22009 刘硕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52019 沈雨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9003016 夏凡皓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7026 郑心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9002005 竟钧铭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6011 张齐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21002 赵国庆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52013 郭鑫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2013 刘子宁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5004 丁兆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24023 张泽龙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7011 孟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25016 谢佳呈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6024 刘欣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27013 柯顺龙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7002 耿中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07016 宋明泽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51016 张依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07014 季英杰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5020 唐绍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24013 陈佳奇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6002 黄君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9007008 韩嘉琪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6004 陶孟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9023 胡一鹏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51012 马子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9004014 刘雨潼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51021 祁晨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9011005 梁智杰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52007 张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9007004 付天行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6008 李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08008 张硕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7001 史宇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9019022 张旭辰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69066017 王昱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1020 白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1017 刘琦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1010 董文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67025 李泽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2014 黄弈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65007 董冠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1014 白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1004 孙雨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66013 杨麒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1005 董思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1008 姜佳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1001 张文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66007 权双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1007 李梓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52001 丁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67014 苗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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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052004 艾熙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2014 穆奇 机械工程

20169065010 张博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0002 李纪航 机械工程

20169067013 闫敏行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24004 丁博洋 机械工程

20169066025 商郭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02014 蒙景瑜 机械工程

20169067004 章智斌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3021 李浩延 机械工程

20169066026 曹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7024 孙宇辰 机械工程

20169066018 王学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8005 常雨新 机械工程

20169067018 谢文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8009 王子健 机械工程

20169066001 老智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3002 史思博 机械工程

20169052015 谢筹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9014019 徐京宇 机械工程

20169052022 张子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3025 王子龙 机械工程

20169065011 董纪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20022 张士豪 机械工程

20169052009 唐卓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0022 张路 机械工程

20169067021 李若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3022 鲁瀚兴 机械工程

20169052016 郝思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0031 傅煜 机械工程

20169065017 赵宇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20006 徐梓越 机械工程

20169067003 张易初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0020 王波涵 机械工程

20169052021 沈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59004007 侯博非 机械工程

20169067012 吴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1016 付彬 机械工程

20169066015 付宏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9010012 龙鼎新 机械工程

20169009020 刘任如歌 机械工程 20169001005 张静雨 机械工程

20169012009 吴纪阳 机械工程 20169023016 逯海辰 机械工程

20169026003 刘传 机械工程 20169024001 田泽宇 机械工程

20169010003 刘思奇 机械工程 20169010028 郝京伟 机械工程

20169012021 谭文龙 机械工程 20169017032 应兰熙 机械工程

20169014017 袁赫彤 机械工程 20169010021 刘玉鑫 机械工程

20169001032 王佳雨 机械工程 20169018010 高悦 机械工程

20169014001 孔德诚 机械工程 20169001003 孟超 机械工程

20169012010 韩文皓 机械工程 20169018001 杨昊汶 机械工程

20169001034 贾晨曦 机械工程 20169020008 张莫 机械工程

20169009016 王博涵 机械工程 20169010027 马子轩 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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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024003 王铭川 机械工程 20169010001 李兆辰 机械工程

20169016016 常瀚达 机械工程 20169017017 王越彬 机械工程

20159014009 李世龙 机械工程 20169023008 刘安城 机械工程

20169014020 梁浩 机械工程 20169003004 路文禹 机械工程

20169012011 李峥 机械工程 20169017018 陈逸达 机械工程

20169008012 张纪辰 机械工程 20169018027 刘柯 机械工程

20169005011 齐超 机械工程 20169021022 张子恒 机械工程

20169018029 刘志鹏 机械工程 20169020010 施禹泽 机械工程

20169019016 戴亭轩 机械工程 20169002019 常来丞 机械工程

20169015014 卢昊天 机械工程 20169026004 张天伟 机械工程

20169001002 王子来 机械工程 20169012028 佟健博 机械工程

20169022017 安天琦 机械工程 20169021020 霍宇辰 机械工程

20169010018 李培昀 机械工程 20169020025 尚唯嘉 机械工程

20169015008 王越 机械工程 20169001012 杨博文 机械工程

20169020009 蔺鑫瑜 机械工程 20169017028 余畅 机械工程

20169019013 吕梓轩 机械工程 20169003020 李子龙 机械工程

20169003024 姚瑞龙 机械工程 20169015019 李仁杰 机械工程

20169001004 王路 机械工程 20169013012 于腾 机械工程

20169020004 王逸凡 机械工程 20169017008 王佳乐 机械工程

20169002003 孙语辰 机械工程 20159020001 白梓涵 机械工程

20169014025 秦闯 机械工程 20169007003 程嘉宏 机械工程

20169023025 刘化润 机械工程 20169003003 钱子珺 机械工程

20169003016 史浩成 机械工程 20169023010 乔屹磊 机械工程

20169014014 徐圣宇 机械工程 20169025009 张浩然 机械工程

20159022023 赵文昊 机械工程 20169026011 王子豪 机械工程

20169022007 陈泓延 机械工程 20169023022 王祺 机械工程

20169019011 李宇豪 机械工程 20169017021 魏洪磊 机械工程

20169022022 谭钧升 机械工程 20169025021 王羽琛 机械工程

20169007019 李泽芃 机械工程 20169023001 董世杰 机械工程

20169020018 宋一辰 机械工程 20169021018 于跃 机械工程

20169015001 刘润泽 机械工程 20169025006 邱宇麒 机械工程



学号 姓名 预录取专业 学号 姓名 拟录取专业

北京工业大学2021年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专升本转段考试拟录取考生名单

20169016017 苏翼龙 机械工程 20169022013 谢宇飞 机械工程

20169020020 林二一 机械工程 20169004008 高万龙 机械工程

20169025015 田然 机械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