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津 大 学 文 件

天大校教〔2019〕9 号

天津大学关于公布 2019 年

本科生获得转专业资格学生名单的通知

各学院（部）及各有关单位：

根据天津大学《关于做好 2019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学院（部）成立转专业工作委员会并

制定了转专业实施细则，教务处统一组织了高等数学、大学英语

考试。各接收学院（部）按本学院转专业实施细则要求对申请转

专业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并组织遴选，最终有 283 名学生通过了

院级遴选获得转专业资格。经教务处审核并上报学校批准，现将

获得转专业资格的学生名单予以公布。

按照《通知》要求，获得转专业资格的学生在学校正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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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后不能放弃转专业资格，应于 2019年 6 月 14 日前按时到转

入学院（部）办理相关手续，并按原专业（大类）培养计划的安

排参加本学期期末考试，期末考试课程成绩如实记入成绩单。

下学期开学后，接收学院（部）应按转入专业培养计划的要

求并结合学生已修课程情况，做好转专业学生课程替代及选课指

导工作，明确转专业学生需补修的相关课程，以便学生按转入专

业培养计划要求选课。

特此通知。

附件：天津大学 2019 年本科生获得转专业资格学生名单.

天津大学

2019 年 6 月 5 日

(联系人：巩金龙；联系方式：2740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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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大学 2019 年本科生获得转专业资格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原专业 转入专业

1 3018207038 李浩阳 生物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 3018210092 赵浩然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 3018001386 侯士威 生物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 3018205231 李丰地 船舶与海洋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 3018205266 孙清瑶 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6 3018205293 刘陆畅 船舶与海洋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7 3018207113 宗家兴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8 3018208200 张龙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9 3018210162 张凯瑞 应用物理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 3017209225 杨丹妮 工商管理 电子信息工程

11 3018205306 杨雪 船舶与海洋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12 3018205385 刘子昂 土木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13 3018208134 赵璇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14 3018208241 冯加恒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15 3018227004 韦辰龙 海洋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

16 3017207116 钟耀坤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信工程

17 3018001616 王泽琛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信工程

18 3018001629 陈吉星 制药工程 通信工程

19 3018201209 张梦溪 工程力学 通信工程

20 3018208028 宋子杨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通信工程

21 3018209151 苏豪 工程管理 通信工程

22 3018210049 丁闻哲 应用物理学 通信工程

23 3018232064 薛家璐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物联网工程

24 3018001567 陈晋远 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

25 3018201213 赵健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

26 3018201302 褚烜彤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

27 3018205197 单嘉焜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自动化

28 3018227005 夏朋浩 海洋技术 自动化

29 3017205267 吴雨航 水利水电工程 法学

30 3017207569 于金晔 生物工程(合成生物学)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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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018001094 彭宇进 环境工程 法学

32 3018202332 钟喆琦 工科试验班(精仪与光电信息类) 法学

33 3018208017 高欣蕾 材料科学与工程 法学

34 3018210135 韦方宇 应用物理学 法学

35 3018211038 席竞宜 汉语言文学 法学

36 3018225053 杨佩瑶 教育学 法学

37 3018225095 胡馨元 教育学 法学

38 3017225011 李璐 汉语言文学 保密管理

39 3018001072 徐曼泽 海洋科学 财务管理

40 3018001586 庞雪梅 食品科学与工程 财务管理

41 3018201187 朱琳琳 能源与动力工程 财务管理

42 3018208171 张悦 功能材料 财务管理

43 3018209396 蒋知汛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44 3018225072 龙芷兰 英语 财务管理

45 3018001712 王艺轩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程管理

46 3018205300 田倩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47 3018207009 陈诺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工程管理

48 3018210031 刘佳 应用化学 工程管理

49 3018001486 刘雨彤 生物科学 工商管理

50 3018208088 刘丽凤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51 3018209419 靳熙 工商管理 工业工程

52 3018210081 苏杭 应用化学 工业工程

53 3017201179 叶尔托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金融学

54 3018001188 孙雪袁 环境科学 金融学

55 3018205116 李雨轩 水利水电工程 金融学

56 3018205152 蒲飘 土木工程 金融学

57 3018205241 王冰倩 水利水电工程 金融学

58 3018207050 白化冰 分子科学与工程 金融学

59 3017207422 黄荣晓 分子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0 3018001310 谢登霄 食品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1 3018201079 陈若彤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2 3018205406 李烨 船舶与海洋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3 3018209065 侯艳楠 保密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4 3018210073 刁喜傲 应用物理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5 3018210139 张思语 应用物理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6 3018001226 白璇 生物科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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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3018001452 刘超凡 生物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68 3018001454 刘星宇 食品科学与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69 3018207111 王禹卓 食品科学与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70 3018207116 刘逸喆 食品科学与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71 3017207100 刘郑洋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72 3018001234 槐梦娇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73 3018001239 梁昊 应用化学(工)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74 3018001262 郭俊豪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75 3018001267 李欣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76 3018001336 王浩存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77 3018001375 肖展鹏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78 3018001459 商祺晨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79 3018001476 方华苏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80 3018001485 刘陶雪婷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81 3018001547 李致远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82 3018001549 马得高 应用化学(工)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83 3018001559 夏天爽 生物工程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84 3018001601 贺嘉平 制药工程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85 3018001614 王弘毅 生物工程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86 3018001666 何冠群 应用化学(工)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87 3018001697 方雨洁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88 3018001708 饶思麟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89 3018001719 赵鹏威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90 3018201111 黄燕 能源与动力工程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91 3018207006 李昊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92 3018207031 王敏行 生物工程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93 3018210041 许一寒 应用化学 化工新工科领军班

94 3017207462 刘子辉 应用化学(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95 3018001009 彭其 英语 化学工程与工艺

96 3018001258 陈雅文 食品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97 3018001458 皮登文 生物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98 3018001514 李宏鹏 生物科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99 3018001595 杨之艺 制药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0 3018001757 崔宸奇 食品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1 3018001809 阎蕊 食品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2 3018207034 张紫薇 生物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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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3018207110 王鹤冰 食品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4 3018210011 张晋阳 应用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5 3018001005 李千千 英语 生物工程

106 3018001734 陆红历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工程

107 3017207008 龚逸飞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物工程(合成生物学)

108 3018001736 马佳骏 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合成生物学)

109 3018001286 纵然 生物科学 应用化学(工)

110 3018001395 刘泽帆 食品科学与工程 应用化学(工)

111 3018001534 张一心 食品科学与工程 应用化学(工)

112 3018001539 杜晓涓 食品科学与工程 应用化学(工)

113 3018001590 王尔辉 食品科学与工程 应用化学(工)

114 3018001753 柏嘉絮 食品科学与工程 应用化学(工)

115 3018201384 陈可意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应用化学(工)

116 3018210078 吕禧敏 应用化学 应用化学(工)

117 3018210013 李梦绮 应用化学 制药工程

118 3018001002 吉克曲洗 教育学 环境工程

119 3018001053 李浩文 海洋技术 环境工程

120 3018001244 秦菀箫 生物工程 环境科学

121 3017212043 刘灵兮 教育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22 3018001125 任禹衡 海洋科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23 3018205343 崔文博 船舶与海洋工程 工程力学

124 3017201121 陈逸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业设计

125 3018001031 宋雨菲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工业设计

126 3018001654 杨舒涵 制药工程 工业设计

127 3018001684 吴燊杭 制药工程 工业设计

128 3018001768 罗铮铮 制药工程 工业设计

129 3018001283 张靖怡 生物科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0 3018001316 赵科学 生物科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1 3018001408 张效铭 制药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2 3018201002 韦旭阳 工程力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3 3018201048 陈丁源 工业设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4 3018205114 郭昕启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5 3018205285 程一丁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6 3018207115 刘津琪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7 3018210067 赵子驭 应用物理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8 3018001783 周昊 食品科学与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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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3018201157 周一鸣 工程力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140 3017212055 王向阳 教育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141 3018210124 刘浩 应用物理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142 3017201022 谭卓芸 工程力学 土木工程

143 3018001090 刘志雄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土木工程

144 3018205092 马悦阳 船舶与海洋工程 土木工程

145 3018205129 许有还 水利水电工程 土木工程

146 3018205148 罗海鹏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土木工程

147 3018205210 秦文嘉 船舶与海洋工程 土木工程

148 3018205307 张珮瑶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土木工程

149 3018205403 李昌宇 船舶与海洋工程 土木工程

150 3018208143 黄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

151 3018210161 王晓旭 应用化学 土木工程

152 3017205035 费龙翔 土木工程 城乡规划

153 3018205106 赵夏夺 船舶与海洋工程 城乡规划

154 3018205226 方娟 船舶与海洋工程 城乡规划

155 3018205322 景泓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城乡规划

156 3018001794 李博 生物科学 风景园林

157 3018208251 王文豪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风景园林

158 3018225051 吴征忆 汉语言文学 风景园林

159 3018225125 林嘉玥 教育学 风景园林

160 3017206087 刘杨雨 城乡规划 建筑学

161 3017233060 张珏皎 数学与应用数学 建筑学

162 3018001017 鲍烨颖 海洋技术 建筑学

163 3018201054 马心怡 工业设计 建筑学

164 3018202206 姜一洲 工科试验班(精仪与光电信息类) 建筑学

165 3018202246 王瀚 工科试验班(精仪与光电信息类) 建筑学

166 3018205211 沈阳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建筑学

167 3018205240 田秋实 土木工程 建筑学

168 3018205402 黄昱铭 土木工程 建筑学

169 3018205451 朱斯琪 船舶与海洋工程 建筑学

170 3018206094 田宇 城乡规划 建筑学

171 3018206104 郑祺 城乡规划 建筑学

172 3018208235 陈航星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建筑学

173 3018209004
娜迪拉·阿布

力克木 工业工程 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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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3018209068 贾玫琳 保密管理 建筑学

175 3018209196 任瑞萱 财务管理 建筑学

176 3018225061 蔡定夏 教育学 建筑学

177 3018225143 周雨航 英语 建筑学

178 3018232020 刘雅晴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建筑学

179 3018232105 刘霖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建筑学

180 3017207490 黄智捷 应用化学(工) 教育学

181 3017234041 李丹琳 自动化 教育学

182 3018216101 刘天祎 软件工程 教育学

183 3018001202 李维浩 海洋技术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4 3018001392 李歆哲 生物科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5 3018001740 田梓涵 化学工程与工艺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6 3018201053 刘哲怡 工业设计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7 3018201107 谷瑞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8 3018205102 姚志伟 土木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189 3018205162 张磊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0 3018205166 郑轶楠 土木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1 3018205409 刘祥辰 土木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2 3018205488 李一村 土木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3 3018205507 董文博 土木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4 3018210033 马培原 应用物理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5 3018210045 闫晓星 应用物理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6 3018210140 张涛 应用物理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7 3018001438 张潇剑 药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技术)

198 3018001465 王文博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技术)

199 3018001671 李浩源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技术)

200 3018205023 温文皓 水利水电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技术)

201 3018227002 孙启卉 海洋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技术)

202 3018232101 贾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子技术)

203 3018001365 千山 化学工程与工艺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4 3018201226 刘宏宇 工程力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5 3018201335 郝文月 能源与动力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6 3018208075 张宗呈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7 3018205524 孙泽凡 水利水电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208 3018208242 黄磊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209 3017207423 李勃 分子科学与工程 应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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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3017208130 杨艾迪 材料科学与工程 应用物理学

211 3018210019 张亦斌 应用化学 应用物理学

212 3018227011 文流渊 海洋技术 应用物理学

213 3018205172 刘杨振海 土木工程 生物科学

214 3017201213 付雯欣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数学与应用数学

215 3017207436 阎泽浩 分子科学与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216 3018001010 宋建宏 教育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217 3018212028 高兆瑞 教育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218 3017205004 郭道鹏 土木工程 汉语言文学

219 3017207502 王鹏举 应用化学(工) 汉语言文学

220 3017207505 谢建博 应用化学(工) 汉语言文学

221 3017214078 张家英 环境科学 汉语言文学

222 3017225039 李逸雪 建筑学 汉语言文学

223 3018205010 那小凡 土木工程 汉语言文学

224 3017207145 张天晴 化学工程与工艺 英语

225 3017207338 姜锦玥 生物工程 英语

226 3018001015 周婷 教育学 英语

227 3018210080 邵宁 应用物理学 英语

228 3018001101 徐子博 海洋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29 3018001150 刘宇宁 海洋科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30 3018001638 李东旭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31 3018001738 曲义洋 生物科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32 3018201032 王晨光 工业设计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33 3018205217 徐彭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34 3018207069 欧阳强生 分子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35 3018208176 郭彦君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36 3018209144 亢鹏飞 物流工程(供应链与运营管理)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37 3018210014 刘俊澳 应用化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38 3018211008 刘珂 英语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39 3018226002 王天宇 生物科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40 3018227007 黄泊舰 海洋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41 3018232189 战宇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42 3018234120 李政阳 自动化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243 3017205325 孙崎轩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44 3017207218 宋彦辉 化学工程与工艺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45 3018001045 赵启明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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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3018001153 王冠杰 环境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47 3018001214 杨博涛 海洋技术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48 3018001320 白嘉豪 食品科学与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49 3018001327 黄立嘉 生物科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50 3018001329 解宏超 食品科学与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51 3018001345 赵子渊 生物科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52 3018001526 王震宇 化学工程与工艺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53 3018001554 孙威 化学工程与工艺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54 3018001618 吴尚奇 生物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55 3018001702 黎奕辰 化学工程与工艺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56 3018001771 秦臻 食品科学与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57 3018001779 张玉鑫 食品科学与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58 3018001792 胡德慧 化学工程与工艺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59 3018205232 刘天航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60 3018207073 王子宁 分子科学与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61 3017201370 李灵钰 能源与动力工程 智能医学工程

262 3018206154 楚佳悦 风景园林 智能医学工程

263 3018207037 蒋易秀 生物工程 智能医学工程

264 3017201317 师小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65 3017205046 倪帅帅 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66 3017205075 罗立伟 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67 3017205089 张舒翔 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68 3017208142 蔡顺汀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69 3018001008 龙金强 英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0 3018001787 杜江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1 3018201029 潘浩 工业设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2 3018201161 陈浩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3 3018201404 张浩东 能源与动力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4 3018202106 吕元杰 工科试验班(精仪与光电信息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5 3018208275 李郭凯文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6 3018212030 李烨 教育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7 3018232157 商泽文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8 3017207084 张雨茜 化学工程与工艺 软件工程

279 3017207430 石佳男 分子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280 3017208204 张洁 材料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281 3018001527 王子璇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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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3018001653 辛成坤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软件工程

283 3018207022 高喆妍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软件工程

天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6月 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