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华理工大学 2021 年拟转专业名单

学号 姓名 原学院 原专业 转入专业 转入学院
录取结

论

2020214049 李佳欣 测绘工程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 录取

2020211949 涂申思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财务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录取

2020210692 罗铭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财务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录取

2020211272 赵泽元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财务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录取

2020212277 李文华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财务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录取

2020211452 林婧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财务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录取

2020211148 姜思奇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测绘工程 测绘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252 宋涛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测绘工程 测绘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052 孔昊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测绘工程 测绘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643 邝川钰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城乡规划（五年制） 地球科学学院 录取

2020214036 常艳峥 测绘工程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城乡规划（五年制） 地球科学学院 录取

2020214423 李甜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城乡规划（五年制） 地球科学学院 录取

2020210031 彭裕湘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城乡规划（五年制） 地球科学学院 录取

2020210641 胡澄宇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城乡规划（五年制） 地球科学学院 录取

2020210206 姚炳旭 地球科学学院 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463 彭高侨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195 黄旭 地球科学学院 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279 郭付根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地球物理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740 韩仁鹏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773 涂祺祥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385 朱晖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072 童宇豪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295 胡小清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713 布佳城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205 李金伟 地球科学学院 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514 王仁海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2899 曾国锋 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391 王旭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法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1462 杨金松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法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0711 谭馨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法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1948 王文洁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法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1976 成昕宇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法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2533 杨谷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2541 周文瑄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0778 张雨欣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法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1133 黄译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法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2238 李嘉禾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法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5018 刘晋广 测绘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176 皮雅文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379 张佳亮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429 危曦文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290 邓通盛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2026 江凌燕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广告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1500 杨晓明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广告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0437 范家鑫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广告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2207 彭松海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广告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0503 李洁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广告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4859 郑雨阳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1326 仇梓安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2584 周欢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2073 刘子凡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2548 蒲娟娟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2234 江旺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4075 魏辰雪 测绘工程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1991 赖书华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0477 艾敏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2501 陈虹 文法学院 广告学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2000 丁思祺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汉语言文学 文法学院 录取

2020214268 刘素 抚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汉语言文学（师范） 抚州师范学院 录取

2020214168 陈翊 抚州师范学院 英语（师范） 汉语言文学（师范） 抚州师范学院 录取

2020214272 龚卓婷 抚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汉语言文学（师范） 抚州师范学院 录取

2020214237 凌秀芸 抚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汉语言文学（师范） 抚州师范学院 录取

2020214263 邵文静 抚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汉语言文学（师范） 抚州师范学院 录取

2020210315 陈佩奇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地球物理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3853 胡鹏辉 测绘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140 马立俊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499 许允铮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666 钱宸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172 张时瑞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284 赖业优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251 张星宇 地球科学学院 城乡规划（五年制）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2804 张小龙 理学院 物理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357 李赫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3910 于梦翔 测绘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364 黄布什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492 郑好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592 王潇宏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100 王东升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545 余匡熠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043 王子一 测绘工程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288 刘元浩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地球物理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251 刘宇康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3843 吴江斌 测绘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434 王明炜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录取



程

2020214388 曾楚唯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会计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录取

2020214056 王晓文 测绘工程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会计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录取

2020211161 邓文浩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机械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3824 柳鸿杰 测绘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663 周泓江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160 刘天承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714 付惠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2772 邹凌峰 理学院 物理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312 周硕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326 陈然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505 廖宇星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796 黄凯瑞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3797 刘儒龙 测绘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020 杨晟 测绘工程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日语 外国语学院 录取

2020212435 王娇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 日语 外国语学院 录取

2020210038 叶文斌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软件工程 软件学院 录取

2020213539 汪炎涛 软件学院 网络工程 软件工程 软件学院 录取

2020211600 宁夏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G 软件工程 G 软件学院 录取

2020211526 黄嘉良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G 软件工程 G 软件学院 录取

2020211638 余云超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G 软件工程 G 软件学院 录取

2020211620 符凯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G 软件工程 G 软件学院 录取

2020211570 郑诗军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G 软件工程 G 软件学院 录取

2020214909 林超宇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生物技术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

学院
录取

2020212033 汪娜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 经济与管理学院 录取

2020210747 冯远生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196 章梦炜 地球科学学院
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164 季琳琳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338 彭鑫豪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924 范迪文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自动化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126 张静雯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440 谢松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3808 郑伟民 测绘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379 杨彪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2770 金美冉 理学院 物理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技术

2020210699 李广清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1067 李诗琪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0786 刘进红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1339 陈金辉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1349 刘思霏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0197 周钱 地球科学学院 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1357 陈涛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1072 温盛发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院 录取

2019210693 骆彦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0717 杨小棠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

院
录取

2020211494 茹冰洁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信工程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075 汪杰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统计学 理学院 录取

2019210590 杨臻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统计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0018 王清苗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统计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1187 陆海梅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统计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0964 陈俊昭 信息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统计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0573 高名杨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统计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1097 何建航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统计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0026 伍子轩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网络空间安全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489 师凯龙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 信息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2713 陈文浩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物理学 理学院 录取

2019210060 朱龙龙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物理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1283 肖颖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物理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0720 江钰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物理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3877 路振豪 测绘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物理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1335 陈龙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物理学 理学院 录取

2020211214 邢孔译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
理学院 录取

2020210091 何利莲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英语 外国语学院 录取

2020212805 毛璐凡 理学院 物理学 英语 外国语学院 录取

2020212447 王琪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 英语 外国语学院 录取

2020211476 邱腾宇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英语 外国语学院 录取

2020212104 刘墁莉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英语 外国语学院 录取

2020212107 姚慧文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英语 外国语学院 录取

2020210768 曾书情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英语 外国语学院 录取

2020214273 熊甜 抚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英语（师范） 抚州师范学院 录取

2020214259 陈莹 抚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英语（师范） 抚州师范学院 录取

2020210056 张志涛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应用化学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

学院
录取

2020211220 李祥宁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智能制造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5001 王佳玉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5000 田东杭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201 郭子俊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智能制造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074 衷健铭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智能制造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354 房子铭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智能制造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061 张彬 测绘工程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智能制造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1236 黄一娜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智能制造工程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353 袁睿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资源勘查工程 地球科学学院 录取

2020210188 熊国韬 地球科学学院 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 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184 江昊南 地球科学学院 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 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19210034 温泽俊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443 卢帅明 地球物理与测控技术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782 王震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198 易扬 地球科学学院 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 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4360 袁诗磊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697 段涵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542 马鹏飞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2020210698 赵文朝 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