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大学2018年转专业名单公示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原学院 原专业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1 20172937 杜晏睿 男 材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20172763 雒文瑞 男 材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3 20172794 郭家恺 男 材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4 20172939 胡宇 女 材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5 20173032 朱海锋 男 材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6 20172947 贾乃征 男 材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信息 测控技术与仪器

7 20172737 黄谦 男 材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信息 电子科学与技术

8 20172986 赵伟翔 男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 20172965 王浩楠 男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 20173040 陈雨欣 女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 20172859 陈阳 男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 通信工程

12 20172920 冉晨志 男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13 20172833 吕涛 男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信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4 20172964 周升昊 男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信息 自动化

15 20172982 刘畅 女 材料 功能材料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 20172727 高陈翊 男 材料 功能材料 软件 数字媒体技术

17 20172963 梁继茹 女 材料 功能材料 信息 自动化

18 20172797 高伊婷 女 材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管理 会计学（ACCA）

19 20172829 汪嘉业 男 材料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卓越班）信息 自动化

20 20172969 张航 女 材料 功能材料 管理 会计学（ACCA）

21 20172804 郑琳 女 材料 功能材料 机器人 机器人工程

22 20172852 徐一帆 男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机器人 机器人工程

23 20170821 耿嘉蔓 女 管理经济管理试验班（管理类）计算机 通信工程

24 20174343 陈庆旺 男 机器人 机器人科学与工程 软件 信息安全

25 20173263 王禹千 男 机械 车辆工程 信息 自动化

26 20173748 窦嘉 女 机械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计算机 电子信息工程

27 20173324 徐繁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计算机 电子信息工程

28 20173592 廖宇杰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9 20173580 杨思怡 女 机械 机械工程 计算机 通信工程

30 20173246 张子涵 女 机械 机械工程 计算机 通信工程

31 20173535 谈修泽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计算机 物联网工程

32 20173315 丁枫生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计算机 物联网工程

33 20173344 王震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计算机 物联网工程

34 20173482 刘博宇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理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35 20173754 骆淳洁 女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数字媒体技术

36 20173639 温伟星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信息安全

37 20173579 廉卓禧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信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8 20173575 李天力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信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 20173478 王子宁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信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0 20173622 戴瑞凯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信息 自动化

41 20173273 张云飞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信息 自动化

42 20173346 张琛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信息 自动化

43 20173342 夏炜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信息 自动化

44 20173495 邱月 女 机械 机械工程 信息 自动化

45 20173481 鞠慕涵 女 机械 机械工程 信息 自动化

46 20173745 赵艳涛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信息 自动化

47 20173440 张峰旭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48 20173614 李文杰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信息安全

49 20173265 方星力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50 20173441 温靖雯 女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51 20173516 单军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52 20173538 刘雨萱 女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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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0173589 吴健幸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54 20173561 孙斐然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55 20173577 常子炫 男 机械 机械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56 20174847 刘彦君 男 计算机 通信工程 机器人 机器人工程

57 20174905 刘若眉 女 计算机 通信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 20174823 郑煜缤 男 计算机 通信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9 20174894 李茂东 男 计算机 通信工程 信息 自动化

60 20175930 于彦辉 女 建筑 建筑类 管理 会计学（ACCA）

61 20175937 赵婉辰 女 建筑 建筑类 管理 经济管理试验班（经济类）

62 20171224 孙志鑫 男 理学 应用化学 软件 软件工程

63 20171410 鞠桥丹 男 理学 应用化学 软件 软件工程

64 20171165 陈夏瑛 女 理学 应用化学 机器人 机器人工程

65 20171380 曾德歆 男 理学 应用统计学 软件 软件工程

66 20171359 孙晓雪 女 理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7 20171184 张译 男 理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8 20171264 李昊佳 男 理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机器人 机器人工程

69 20171238 黄菊 女 理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 20171299 刘津源 男 理学 应用化学 计算机 物联网工程

71 20171290 李晨曦 女 理学 应用化学 信息 电子科学与技术

72 20171338 刘耕硕 男 理学 应用化学 信息 自动化

73 20171304 王天姝 女 理学 应用统计学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4 20171396 刘成恩 男 理学 应用物理学 信息 自动化

75 20170214 魏铭 女 马克思 思想政治教育 文法 法学

76 20170192 俎镏龙 男 马克思 哲学 文法 行政管理

77 20175803 段文杰 女 生命 生物工程 管理 会计学（ACCA）

78 20175735 王子璇 女 生命 生物工程 管理 会计学（ACCA）

79 20175736 李旭冉 女 生命 生物工程 管理 经济管理试验班（经济类）

80 20175790 闫隽朗 男 生命 生物工程 机器人 机器人工程

81 20175791 黄峥沁 男 生命 生物工程 机器人 机器人工程

82 20175747 黄书林 女 生命 生物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 20175722 吴雨潼 女 生命 生物工程 软件 信息安全

84 20170332 杨贺婷 女 外国语 日语 文法 新闻学

85 20170004 黄世民 男 文法 公共事业管理 马克思 哲学

86 20174347 俞融 女 信息 自动化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20172511 林佳庆 女 冶金 环境科学 建筑 建筑类

88 20172448 尚鹏辉 男 冶金 环境科学 软件 软件工程

89 20172285 郑童 男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 20172370 刘晓雯 女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1 20172208 曹航 男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2 20172440 马康丽 女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3 20172323 金卓然 男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94 20172405 杨旭 女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95 20172324 杨本瀚 男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信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96 20172303 赵新歌 男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信息 自动化

97 20172252 李祉佑 男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信息 自动化

98 20172605 郑博元 男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班） 软件 软件工程（国际（英语））

99 20172447 张衍超 男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班） 信息 自动化

100 20172296 潘澎怡 女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班） 信息 自动化

101 20172230 刘晓东 男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班） 信息 自动化

102 20172380 欧阳智慧 女 冶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

103 20172247 马丽涛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创新实验班） 材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卓越班）

104 20172253 丁佳鹏 男 冶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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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0172385 郭迎辉 男 冶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信息 自动化

106 20172481 邹飞 男 冶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信息 自动化

107 20172217 张福帅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创新实验班） 软件 软件工程

108 20172432 陈业达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创新实验班） 软件 软件工程

109 20172250 王静怡 女 冶金 冶金工程（创新实验班） 软件 信息安全

110 20172427 张哲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创新实验班） 信息 自动化

111 20172287 许焱然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国际化班） 机器人 机器人工程

112 20172498 牟歌 女 冶金 冶金工程（国际化班）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3 20172228 李龙森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国际化班） 软件 软件工程

114 20172407 辛毅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国际化班） 软件 软件工程

115 20172491 何赛超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国际化班） 信息 自动化

116 20172494 王杰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卓越班）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7 20172422 李玉婷 女 冶金 冶金工程（卓越班）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8 20172155 杨帆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卓越班） 理学 应用物理

119 20172241 马佳欣 女 冶金 冶金工程（卓越班） 软件 软件工程

120 20172259 李远识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卓越班） 软件 软件工程（国际（英语））

121 20172282 邱磊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卓越班） 软件 信息安全

122 20172474 欧阳武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卓越班） 信息 自动化

123 20172430 张晓娟 女 冶金 冶金工程（卓越班） 信息 自动化

124 20172290 陈雅茹 女 冶金 冶金工程（卓越班） 信息 自动化

125 20172348 罗悉梦 女 冶金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126 20172151 卢晓奕 女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管理 会计学（ACCA）

127 20172452 王昭昭 男 冶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班） 管理 会计学（ACCA）

128 20172396 曹凯淳 男 冶金 冶金工程（国际化班） 管理 会计学（ACCA）

129 20175653 李宇晨 男 中荷 生物医学工程 管理 会计学（ACCA）

130 20175569 王嘉维 男 中荷 生物医学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1 20175630 王文杰 男 中荷 生物医学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2 20171826 肖雅丹 女 资土 安全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133 20171905 侯慧婷 女 资土 安全工程 软件 信息安全

134 20171655 杨卓明 男 资土 安全工程 信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35 20171675 刘明昊 男 资土 安全工程 信息 自动化

136 20171622 谭子熠 男 资土 采矿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137 20171673 赵中南 男 资土 采矿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138 20171691 陈禹帆 男 资土 采矿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国际（英语））

139 20171725 操瑞钰 女 资土 测绘工程 机器人 机器人工程

140 20171871 廖娟 女 资土 测绘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141 20171909 易忱 男 资土 测绘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142 20171849 徐浩原 男 资土 测绘工程 信息 自动化

143 20171899 郑奕 男 资土 环境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144 20171807 刘宸绪 男 资土 环境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国际（英语））

145 20171784 李翊萌 女 资土 矿物加工工程 机械 机械工程

146 20171717 俞晓杰 男 资土 矿物加工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7 20171870 左典 男 资土 矿物加工工程 信息 测控技术与仪器

148 20171647 朱涵香 女 资土 资源勘查工程 管理 经济管理试验班（经济类）

149 20171629 杨正基 男 资土 土木工程 机械 机械工程

150 20171896 朱灿宇 男 资土 土木工程 机械 机械工程

151 20171846 杨剑阁 男 资土 土木工程 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2 20171716 庞瑾 女 资土 土木工程 信息 自动化

153 20171603 吴蔚 女 资土 土木工程 信息 自动化

154 20171683 陈璐 女 资土 土木工程 信息 自动化

155 20171828 韩硕 男 资土 土木工程 信息 自动化

156 20171719 赵峰 男 资土 资源勘查工程 软件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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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20171904 凌扬坚 男 资土 资源勘查工程 信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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