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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南  大  学   文   件  
 

 

校发〔2022〕141 号 

                             

 

 
关于公布 2021 级本科生转专业录取名单的通知 

 

学校各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大学生手册中《东南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

施办法》规定和《关于做好 2021级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校

机教〔2022〕20号）要求，由学生本人申请，通过学校和学院的

资格审核和考核，经学校本科生转专业和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

审批，同意李锶涵等 300名学生转专业，名单见附表。  

    转专业学生按转入年级的专业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要求和

《大学生手册》规定进行学习和管理。按照高层次要求（高学分）

课程可以替代低层次要求（低学分）相近课程的原则，原专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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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已修课程可替代转入专业教学计划中的相关课程，替代后，

转入专业一年级教学计划中仍缺课程需补修。学生如需进行学分

替代或补修课程，须于办理转专业手续时到转入学院教务助理老

师处办理。 

    请学生原所在学院或原管理学院通知相关学生到教务助理老

师处领取转专业学生通知单，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并于

2021-2022学年暑期学校第一周（8月 8日）开始到转入学院学习。 

 

    附件：2021级本科生转专业录取名单 

                                     

 

 

 

  东南大学 

2022年 7月 26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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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021 级本科生转专业录取名单 
原学号 姓名 转入专业 

17121204 李锶涵 建筑学 

61821202 刘安琪 建筑学 

43A21309 渠宇菲 建筑学 

G1121401 范馨月 建筑学 

JS321214 孙桥镒 建筑学 

G2221522 黄培轩 建筑学 

GS121108 祝毓营 建筑学 

G1321305 许馨月 建筑学 

G2221504 邢艺华 建筑学 

JS321202 马嘉婧 建筑学 

42121106 文曼媛 建筑学 

S1321111 牛昫雯 建筑学 

13A21317 孔安琪 城乡规划 

TJ121413 康佳辰 城乡规划 

TJ121505 戎可凡 城乡规划 

43621511 杨子涵 城乡规划 

TJ121817 刘哲瑞 城乡规划 

14C21313 朱蕴婕 城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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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227 李书颜 城乡规划 

TJ221710 韩宇科 风景园林 

JS121106 张潇兮 风景园林 

43621303 史悠然 风景园林 

14C21107 方鑫烨 风景园林 

TJ121428 张睿辰 风景园林 

43A21324 丁泽南 信息工程 

GS121118 刘沂达 信息工程 

D2121218 陈璞 信息工程 

G1221713 黎轩 信息工程 

TJ221709 杜禹辰 信息工程 

G1321116 贾漠茌 信息工程 

D2221103 董倩 信息工程 

D2221223 陈木天 信息工程 

TJ221116 牛小顿 信息工程 

TJ221603 王子衿 信息工程 

D2121113 张涵宾 信息工程 

TJ221006 薛艺璇 信息工程 

G2121126 关嘉迪 信息工程 

G1121212 王宏阳 信息工程 

LK121310 马子腾 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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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221729 薛智文 信息工程 

GS121310 黄晨彤 信息工程 

TJ121127 张牧原 信息工程 

G1321207 赵克战 信息工程 

G2321107 刘天宇 信息工程 

G2321411 江梓贤 信息工程 

G1321221 张凯淇 信息工程 

G1121520 李家辉 信息工程 

G1121507 李松燃 信息工程 

GS121425 黄浚哲 信息工程 

D2121217 霍俊皓 信息工程 

TJ221222 孙汉 信息工程 

43A21122 黄远瑾 信息工程 

G1121112 杨东旭 信息工程 

S1321105 程心瑶 信息工程 

D2221230 郑子洲 信息工程 

D2121212 胡一鸣 信息工程 

D2221120 吴彬炳 信息工程 

D2121117 朱海 信息工程 

D2121120 武奇 信息工程 

G1221424 陈荣 信息工程（无锡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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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21128 路一鸣 信息工程（无锡校区） 

GS121434 刘鹏程 土木工程 

G1221314 杨凯 土木工程 

LK121107 雷蕤菡 工程管理 

43A21325 王子瑞 电子科学与技术 

D2221126 朱宇辰 电子科学与技术 

TJ221630 张杰铭 电子科学与技术 

D2221118 滕骏 电子科学与技术 

G1121409 陈新旸 电子科学与技术 

TJ121716 马家宝 电子科学与技术 

G1221718 冯何非 电子科学与技术 

D2221219 孙逸杰 电子科学与技术 

D2221220 王晟名 电子科学与技术 

D2221102 岳洪宁 电子科学与技术 

G2321115 刘宇瀚 电子科学与技术 

D2221116 叶响 电子科学与技术 

D2221111 倪梓焜 电子科学与技术 

GS121419 朱祺 电子科学与技术 

LK121424 曾宇 电子科学与技术 

D2221105 焦欣瑶 电子科学与技术 

D2221226 哈天成 电子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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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221216 李晓东 电子科学与技术 

TJ121410 高钰辰 电子科学与技术 

D2121203 沈佳怡（考核成绩总分

相同） 
电子科学与技术 

GS121304 戴东利（考核成绩总分

相同） 

电子科学与技术 

43621314 乔瑞桐 电子科学与技术（无

锡校区） 

TJ221421 刘铭轩 电子科学与技术（无

锡校区） 

G1321415 褚轩昂 电子科学与技术（无

锡校区） 

43621332 陈梓豪 电子科学与技术（无

锡校区） 

01A21124 郭程鑫 电子科学与技术（无

锡校区） 

TJ121416 林溥 电子科学与技术（无

锡校区） 

G1221515 李屹然 电子科学与技术（无

锡校区） 

G1221613 刘宇轲 电子科学与技术（无

锡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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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121720 宋笑晨 电子科学与技术（无

锡校区） 

TJ221612 杜凌毅 物联网工程（无锡校

区） 

GS121121 王玖龙 数学与应用数学 

GS121431 马子骥 数学与应用数学 

G1321126 龚修远 数学与应用数学 

TJ221505 张轶雯 数学与应用数学 

GS121232 王赵伦 数学与应用数学 

G1221408 朱文洲 统计学 

13A21625 丁旺 统计学 

G1121518 张佳玮 统计学 

43A21124 夏卓俊 自动化 

G1221112 何敬泰 自动化 

LK121215 罗品林 自动化 

G1221135 钟诚凯 自动化 

G1221422 尚子铭 自动化 

G1221721 王景焱 自动化 

G1121428 陈智鹏 自动化 

G1221116 嵇逸凡 自动化 

TJ221425 邱子俊 自动化 

LK121521 牛海蒙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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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221826 杨致芃 机器人工程 

G1121610 江佳斌 机器人工程 

G1221719 王若宇 机器人工程 

TJ121513 柯启铮 机器人工程 

G1121315 韦霄龙 机器人工程 

TJ121129 朱奕扬 机器人工程 

43A21310 陈璟璇 机器人工程 

G1121118 廖轲 机器人工程 

G1321308 林才升 机器人工程 

TJ221823 王宇轩 机器人工程 

G1321119 李文杰 机器人工程 

42121105 程紫瑄 机器人工程 

GS121227 刘博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TJ121727 张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3621326 王嘉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TJ221408 陈俊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G1221405 吴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TJ221708 戴高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LK121422 钟世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TJ121308 顾若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1121318 郭天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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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121304 佟若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3621525 申镇豪 软件工程 

G1121109 蒋劼成 软件工程 

TJ221423 苗明雨 软件工程 

43A21301 陈蕊倩 软件工程 

G1321114 赵云锋 软件工程 

G1221218 杨宇轩 软件工程 

LK121202 班羽鲲 软件工程 

TJ221004 李宁静 软件工程 

D1221124 汤耀辉 软件工程 

G2221225 汪周阳 软件工程 

G1121609 张志成 人工智能 

TJ221623 王子昊 人工智能 

TJ121510 高博石 人工智能 

42221118 齐劲飞 人工智能 

TJ121825 徐润泽 人工智能 

14C21221 陈琳昊 人工智能 

G2121232 史瑞潇 人工智能 

42121218 蒋雨初 人工智能 

LK121408 段孟轩 人工智能 

43621407 孙晴陌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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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21131 肖力行 人工智能 

42121216 石锦峰 人工智能 

G2221525 倪晨杰 人工智能 

GS121321 谢宏扬 人工智能 

TJ221022 宋润景 人工智能 

G1121311 李乐意 人工智能 

TJ121121 文万韬 人工智能 

LK121317 田皓 人工智能 

TJ221418 李鑫 人工智能 

01A21207 刘彦彤 人工智能 

LK121115 舒劲菘 人工智能 

TJ121525 唐楚杰 人工智能 

G1321118 李玥成 人工智能 

G1221723 杨钊钰 人工智能 

TJ221319 冉文博 网络空间安全 

TJ221231 周奕辰 网络空间安全 

G1221308 霍英杰 网络空间安全 

GS121233 占浩 网络空间安全 

TJ221503 吴妍青 网络空间安全 

G1221716 汪苏桐 网络空间安全 

G1221603 王嘉仪 网络空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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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21401 徐筱语 网络空间安全 

TJ121608 代亚楠 网络空间安全 

G1221720 刘健 网络空间安全 

GS121420 陈子睿 网络空间安全 

G1321324 李雨宸 网络空间安全 

G1221532 朱宇航 网络空间安全 

TJ121422 王明哲 网络空间安全 

G1121514 王泽华 网络空间安全 

G1221427 周钊汛 网络空间安全 

TJ221511 胡力俨 网络空间安全 

G1121516 周承旭 网络空间安全 

TJ221129 周关 网络空间安全 

G1221604 纪星彤 网络空间安全 

TJ221409 翟有德 网络空间安全 

G2321315 王悦童 网络空间安全 

TJ121408 崔博森 网络空间安全 

G1121123 唐宇杰 网络空间安全 

G1221627 吴挺蔚 网络空间安全 

GS221108 胡赵禹 应用物理学 

G1221709 刘东旭 应用物理学 

43621223 朱子山 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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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21520 常青松 物理学 

S1321124 杨成 生物医学工程（四年

制） 

G1221616 吴梦阳 生物医学工程（四年

制） 

43621227 李邦华 生物医学工程（四年

制） 

43621516 程康 生物医学工程（四年

制） 

G1321222 张富猛 生物医学工程（四年

制） 

14C21212 鄢然 生物医学工程（四年

制） 

42121113 刘馨怡 生物医学工程（四年

制） 

GS221110 卢铭浩 生物医学工程（四年

制） 

G1321208 林聪颖 生物信息学 

LK121119 夏维祎 智能医学工程 

G1321108 姚伊瑭 智能医学工程 

TJ221824 王政博 智能医学工程 

01A21222 王鑫博 材料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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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21414 胡梦金 政治学与行政学 

13A21716 谢文理 政治学与行政学 

17121232 王俊源 社会学 

17121203 黄霁雯 社会学 

17221104 蒲树 汉语言文学 

14C21118 董嘉珉 汉语言文学 

17121222 李帷幄 汉语言文学 

D1221402 计洁 汉语言文学 

42221103 林芷伊 汉语言文学 

17121217 司徒嘉穗 哲学 

G1221505 汤咏芊 会计学 

43A21207 殷梦研 金融学 

G1121208 雷旻 金融学 

G2121110 王贤康 经济学 

GS121422 陈文涛 经济学 

G1221504 符云怡 金融工程 

61821232 侍保同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3621526 周吴同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3621404 傅道奕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221601 王晓彤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221608 纪登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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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121430 张锡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121209 龚昱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121508 田雨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121612 张芸硕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121412 赵旭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221411 吴培鑫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221503 李齐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221501 祝怡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121302 管咏仪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221208 史承开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TJ221313 何新亮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221704 延献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321123 宗仁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G1221615 李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2121117 王炳昊 化学 

G1121413 梁家玮 化学 

GS121120 王奕帆 交通工程 

GS121119 薛博文 交通工程 

GS121127 马晓天 交通工程 

GS121117 李纬奇 交通工程 

43621310 陈笑凡 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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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21327 徐铭泽 交通工程 

G1221519 罗络 交通工程 

G1321425 周张恒 交通工程 

GS121331 钱一凡 交通工程 

42221105 邝芷欣 交通运输 

GS121131 吴建高 交通运输 

43621238 曹子屹 交通运输 

GS121333 崔易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43621108 顾偌娴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TJ121106 陈泓汐 测控技术与仪器 

43621313 张展 智能感知工程 

GS121123 张旭睿 智能感知工程 

17221114 张蓝心 艺术史论  

LK121504 黄靖雯 艺术史论  

17121225 王昊 法学 

42221110 闫怡萱 法学 

17121208 廉子美 法学 

G1221204 陈可馨 法学 

42121104 许静姝 法学 

17121211 尤昕馨 法学 

13121102 何乐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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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231 万希 法学 

13121101 黄楚培 法学 

GS121416 曹智涛 法学 

17121218 谢金兰 法学 

17121219 房育仰 法学 

D2221114 赵轶轩 法学 

TJ221019 孟令洋 法学 

TJ121201 程舟莲 法学 

17121205 罗蓉 法学 

GS121309 郑玲珑 法学 

TJ121609 方熙芃 临床医学（五年制） 

42121219 刘胜球 临床医学（五年制） 

TJ221720 宋平云 临床医学（五年制） 

G1321414 孙泽宇 临床医学（五年制） 

42121103 苏绵绵 临床医学（五年制） 

42221112 高于棋 临床医学（五年制） 

G1321426 孙钰 临床医学（五年制） 

G1221725 贾文韬 临床医学（五年制） 

42121210 徐璟蓉 医学影像学 

43621415 王冬阳 生物科学 

GS121132 郭裕丙 生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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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21214 伍德睿 生物科学 

01A21531 邬扬扬 工科试验班 

TJ221020 齐冠燊 工科试验班 

G1221625 柔屹鑫 工科试验班 

LK121403 王茜 工科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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