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推免生复试结果公示

考生编号 姓名 待录取专业
复试

总成绩（100分）
备注1 备注2

2200008 王** 信息与通信工程 84 待录取
2200041 张** 控制工程 75 待录取
2200231 任** 控制科学与工程 82 待录取
2200306 曹* 控制工程 75 待录取
2200344 阎** 控制工程 78 待录取
2200565 范** 计算机技术 75 待录取
2200730 李** 控制科学与工程 80 待录取
2200739 连** 计算机技术 82 待录取
2200778 张** 计算机技术 79 待录取
2200999 吴** 控制科学与工程 81 待录取
2201004 王** 控制工程 72 待录取
2201005 邢** 63 不予录取
2201026 吴** 61 不予录取
2201033 杨* 控制科学与工程 83 待录取 直博
2201057 孟* 控制工程 79 待录取
2201080 侯* 控制工程 78 待录取
2201099 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 待录取
2201114 王** 控制科学与工程 85 待录取
2201121 王** 信息与通信工程 86 待录取
2201122 吕** 控制科学与工程 87 待录取
2201125 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待录取
2201126 夏* 控制科学与工程 85 待录取
2201127 吴** 控制科学与工程 84 待录取
2201131 唐* 控制科学与工程 82 待录取
2201136 青** 控制科学与工程 85 待录取
2201139 李** 控制科学与工程 83 待录取
2201140 王** 计算机技术 73 待录取
2201145 王** 控制科学与工程 85 待录取
2201151 古* 控制科学与工程 86 待录取
2201166 张** 控制科学与工程 84 待录取
2201172 王** 控制工程 75 待录取
2201182 江* 62 不予录取
2201185 高* 控制科学与工程 84 待录取
2201202 郭** 控制科学与工程 83 待录取
2201229 胡** 控制科学与工程 82 待录取
2201231 冯** 控制科学与工程 87 待录取
2201245 盖* 控制科学与工程 83 待录取
2201248 陈* 控制科学与工程 87 待录取
2201249 郭** 控制科学与工程 84 待录取
2201269 白** 控制工程 71 待录取
2201273 史** 控制科学与工程 85 待录取
2201277 张** 控制科学与工程 83 待录取
2201286 魏** 控制科学与工程 85 待录取
2201299 熊** 68 不予录取
2201300 王* 控制工程 71 待录取
2201334 陈** 控制科学与工程 84 待录取
2201374 李** 控制科学与工程 82 待录取
2201390 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9 待录取

2201405 郭**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

量子技术等）
76 待录取

2201454 尹** 控制科学与工程 87 待录取
2201457 付* 信息与通信工程 83 待录取



考生编号 姓名 待录取专业
复试

总成绩（100分）
备注1 备注2

2201461 王** 控制科学与工程 88 待录取
2201473 文* 控制科学与工程 84 待录取
2201483 段** 软件工程 74 待录取
2201491 张** 软件工程 72 待录取
2201500 李** 控制科学与工程 88 待录取
2201504 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7 待录取
2201532 周** 控制科学与工程 88 待录取
2201540 尹** 软件工程 73 待录取
2201541 崔** 信息与通信工程 85 待录取
2201543 郑** 控制科学与工程 82 待录取
2201557 管* 控制科学与工程 84 待录取
2201560 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 待录取
2201565 杨** 控制科学与工程 82 待录取
2201587 贺** 控制科学与工程 90 待录取
2201588 彭** 信息与通信工程 86 待录取
2201589 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 待录取
2201590 郑** 软件工程 75 待录取
2201599 张** 控制科学与工程 85 待录取
2201600 魏*** 控制科学与工程 90 待录取
2201602 朱** 控制科学与工程 88 待录取
2201605 张** 控制科学与工程 88 待录取
2201608 袁** 控制科学与工程 85 待录取

2201651 丰*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

量子技术等）
75 待录取

2201719 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 待录取
2201810 苏* 信息与通信工程 89 待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