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大学2021级电子信息与计算机类学生 

物理与天文学院专业分流名单公示 

 

根据《云南大学本科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实施办法》（云大教

〔2020〕32号）、本科生院《关于2022年春季学期云南大学本科

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工作的通知》和《云南大学2021级电子信息与

计算机类学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由2021级学生根据自己的专

业兴趣自主填报专业分流志愿，并对所填专业志愿明确排序，本

着考核成绩优先、遵循志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优先保障考

核成绩较高学生的专业分流志愿，择优确定转专业初选名单。 

现将拟同意2021级电子信息与计算机类学生专业转入物理与

天文学院下专业学生名单公示（见附件）。如有异议，请于2022

年5月17日下午17:00之前到物理与天文学院2411办公室或拨打申诉

电话（0871-65034922）实名书面反映。 

 

 

 
 

电子信息与计算机类分流工作领导小组  

 

物理与天文学院    
 

2022年 5月13日                                         
  



序号 学号 姓名 转入学院 转入专业 

1 20211060102 蔡文轩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 20211060128 翟曰恒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 20211060178 丁夜林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4 20211060259 段祺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5 20211120094 郭天祥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6 20211050090 何东霖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7 20211060247 和桉平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8 20211060074 胡忠宽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9 20211060191 吉泽勋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0 20211050220 冀宣霖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1 20211050055 靳高林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2 20211060029 阚百威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3 20211120273 康斌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4 20211050208 李彪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5 20201120317 李春庆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6 20211060179 李骏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7 20211120059 梁芷瑶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8 20211060222 刘冠一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9 20211060106 刘诗楠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0 20211060251 卢佳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1 20211060120 路钧博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2 20211120263 罗诗佳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3 20211050146 潘锋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4 20211060124 尚元哲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5 20211120091 宋浩苒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6 20211060023 孙航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7 20211060093 田宇轩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8 20211120224 铁岩森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9 20211050232 王楚渊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0 20211050187 王兴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1 20211050114 王烨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序号 学号 姓名 转入学院 转入专业 

32 20211060186 吴东梅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3 20211060059 向书瓴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4 20211060111 熊永康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5 20211060220 徐少迪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6 20211050172 杨浩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7 20211120045 杨俊博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8 20211120256 杨巡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9 20211120107 姚青峰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40 20211120002 张宏岳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41 20211060052 郑元章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42 20211060217 周庭玉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43 20211050151 邹雨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44 20211060172 邹镇骏 物理与天文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45 20211060189 常云一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46 20211060080 单崇哲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47 20211120237 丁信然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48 20211050052 冯威达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49 20211060105 胡卓扬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0 20211120181 黄逸飞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1 20211060075 姜宇洋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2 20211060077 敬墨白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3 20211050024 来云林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4 20211050218 李国庆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5 20211060095 李依泽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6 20211120081 刘吉鑫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7 20211060239 刘思琪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8 20211060152 吕品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9 20211060083 马文俊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0 20211120287 孟志远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1 20211060250 穆志平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2 20211050182 普俞榕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序号 学号 姓名 转入学院 转入专业 

63 20211060159 任斌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4 20211120133 苏兆一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5 20211060045 唐拓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6 20211120238 王婧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7 20211120116 王隆虎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8 20211120267 王秋富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9 20201050282 王润宇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0 20211120099 王源坤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1 20211060160 吴昊昆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2 20211060221 吴吝萧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3 20211050180 武晓云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4 20211050089 夏宗恒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5 20211120149 谢蔚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6 20211060235 徐斌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7 20211060030 杨俊豪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8 20211120265 杨凯丽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9 20211050190 杨子卫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0 20211120253 余昀柏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1 20201120521 袁海龙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2 20211120006 张金雷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3 20211050070 张明翰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4 20211060104 张茹平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5 20201060466 赵泓翾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6 20211120019 周玉奇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7 20211120285 字贵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8 20211060237 字建勤 物理与天文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