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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上学学 物物物 1700004少年上学学2017

少年上学学 数学物 1700002少年上学学2017

少年上学学 电电电电电电 1700006少年上学学2017

少年上学学
1800001上,1800002上,1800004上,18
00005上,1800006上,1800007上,1800

008上
少年上学学2018

物物学学 上应物物学 152030201物物学修 凝凝凝物物2015

物物学学 上应物物学 152030204物物学修 微电电微微微电电学2015

物物学学 上应物物学 152030205物物学修 生物物物2015

物物学学 上应物物学 152030203近上物物修 物物电电学2015

物物学学 上应物物学 152030202近上物物修 等等电微物物2015

物物学学 物物学 152030101近上物物修 物理物物2015

物物学学 物物学 152030103近上物物修 原电原电物物2015

物物学学 物物学 152030102近上物物修 粒电物物微原电粒物物2015

物物学学 天天学 1520304天天学修2015

物物学学 光电电电光学微电电 152030301光学微光学电电修 光学2015

物物学学 光电电电光学微电电 152030302光学微光学电电修 光学电电2015

物物学学 上应物物学 162030201物物学修 凝凝凝物物2016

物物学学 上应物物学 162030204物物学修 微电电微微微电电学2016

物物学学 上应物物学 162030205物物学修 生物物物2016

物物学学 上应物物学 162030203近上物物修 物物电电学2016

物物学学 上应物物学 162030202近上物物修 等等电微物物2016

物物学学 物物学 162030101近上物物修 物理物物2016

物物学学 物物学 162030103近上物物修 原电原电物物2016

物物学学 物物学 162030102近上物物修 粒电物物微原电粒物物2016

物物学学 天天学 1620304天天学修2016

物物学学 严严严物物光严严严上 16000*2物物学学2016

物物学学 光电电电光学微电电 162030301光学微光学电电修 光学2016

物物学学 光电电电光学微电电 162030302光学微光学电电修 光学电电2016

物物学学 天天学 1720304天天学修2017

物物学学 严严严物物光严严严上 17000*2物物学学2017

物物学学
1720301上,1720302上,1720303上,17
20304上,1720305上,1720306上,1720

307上
物物学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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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学学 天天学 1820304天天学修2018

物物学学 严严严物物光严严严上 18000*2物物学学2018

物物学学
1820301上,1820302上,1820303上,18

20304上,1820305上,1820306上物物学学2018

管物学学 电工管物 1501502电工管物修2015

管物学学 管物光学 1501601管物光学修2015

管物学学 电工管物 15016S1管物光学修2015

管物学学 统统学 1501701统统微统统修2015

管物学学 统统学 1501702统统微统统修2015

管物学学 电工管物 1601502电工管物修2016

管物学学 管物光学 1601601管物光学修2016

管物学学 电工管物 16016S1管物光学修2016

管物学学 统统学 1601701统统微统统修2016

管物学学 统统学 1601702统统微统统修2016

管物学学 电工管物 1701502电工管物修2017

管物学学 管物光学 1701601管物光学修2017

管物学学 统统学 1701701统统微统统修2017

管物学学 统统学 1701702统统微统统修2017

管物学学 1820401上,1820402上管物学学2018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52060101化学物物修 物物化学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52060107化学物物修 化学物物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化物物 1501402化化光学微电电修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化化学 1501401化化光学微电电修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52060104化学修 无无化学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52060103化学修 有无化学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52060105化学修 原分化学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52060106化学修 上应化学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52060102化学修 化学生物学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高原电化化微电电 150200101高原电光学微电电修 高原电物物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高原电化化微电电 150200102高原电光学微电电修 高原电化学2015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62060101化学物物修 物物化学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62060107化学物物修 化学物物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化物物 1601402化化光学微电电修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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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化化学 1601401化化光学微电电修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62060104化学修 无无化学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62060103化学修 有无化学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62060105化学修 原分化学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62060106化学修 上应化学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化学 162060102化学修 化学生物学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高原电化化微电电 160200101高原电光学微电电修 高原电物物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高原电化化微电电 160200102高原电光学微电电修 高原电化学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卢卢卢化学光严严严上 16206*2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2016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17003化学物物修2017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17014化化光学微电电修2017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17019化学修2017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17020高原电光学微电电修2017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卢卢卢化学光严严严上 17206*2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2017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18003化学物物修2018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18014化化光学微电电修2018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18019化学修2018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18020高原电光学微电电修2018

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 卢卢卢化学光严严严上 18206*2化学微化化光学学学2018

生生光学学学 生物光学 1520701生生光学学学2015

生生光学学学 生物光学 1620701生生光学学学2016

生生光学学学 生物严生 1620702生生光学学学2016

生生光学学学 贝贝贝生生光严严严上 16207*1生生光学学学2016

生生光学学学 贝贝贝生生光严严严上 17207*1生生光学学学2017

生生光学学学 1720701上生生光学学学2017

生生光学学学 贝贝贝生生光严严严上 18207*1生生光学学学2018

生生光学学学 1820701上生生光学学学2018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赵赵赵赵上地地地地地光学光严

严严上
15208*1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2015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地地物物学 152080101地地物物微地地光学严生修 微微地地物物2015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地地物物学 152080102地地物物微地地光学严生修 地地物物2015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大大光学 1520802地地物物微地地光学严生修2015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地地化学 1520803地地化学微地地光学修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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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地地光学 1520804地地化学微地地光学修2015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赵赵赵赵上地地地地地光学光严

严严上
16208*1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2016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地地物物学 162080101地地物物微地地光学严生修 微微地地物物2016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地地物物学 162080102地地物物微地地光学严生修 地地物物2016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大大光学 1620802地地物物微地地光学严生修2016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地地化学 1620803地地化学微地地光学修2016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地地光学 1620804地地化学微地地光学修2016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17071地地物物微地地光学严生修2017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17072地地化学微地地光学修2017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18071地地物物微地地光学严生修2018

地地地地地光学学学 18072地地化学微地地光学修2018

电电光学学学 能能微能能电电 1501301热光学地能能电电修2015

电电光学学学 安安电电 1503001安安光学微电电修2015

电电光学学学 物理微上应能学 1500501近上能学修2015

电电光学学学 无机机统机机机机机能化 1500901精精无机微精精精精修2015

电电光学学学 测测严生微精精 1500902精精无机微精精精精修2015

电电光学学学 能能微能能电电 1601301热光学地能能电电修2016

电电光学学学 钱学钱能学光严严严上 16209*1电电光学学学2016

电电光学学学 安安电电 1603001安安光学微电电修2016

电电光学学学 物理微上应能学 1600501近上能学修2016

电电光学学学 1600901上精精无机微精精精精修2016

电电光学学学 能能微能能电电 1701301热光学地能能电电修2017

电电光学学学 安安电电 1703001安安光学微电电修2017

电电光学学学 物理微上应能学 1700501近上能学修2017

电电光学学学 1700901上精精无机微精精精精修2017

电电光学学学
1820901上,1820902上,1820903上,18

20904上电电光学学学2018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电电电电电电 1500601电电电电微电电光学修2015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机能化 1501001机能化修2015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电电光学微严生 1502301电电光学微严生修2015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电电安安 1503301电电安安2015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电电电电电电 1600601电电电电微电电光学修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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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机能化 1601001机能化修2016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电电光学微严生 1602301电电光学微严生修2016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电电安安 1603301电电安安2016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统计无微电电光严严严上 17210*101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统计无微电电光严严严上-电电2017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1721001上,1721002上,1721003上,17

21004上电电光学严生学学2017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统计无微电电光严严严上 18210*101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统计无微电电光严严严上-电电2018

电电光学严生学学
1821001上,1821002上,1821003上,18

21004上电电光学严生学学2018

人天微人人光学学学 传传学 160250101光严传传微光严科科修 光严传传2016

人天微人人光学学学 传传学 170250101光严传传微光严科科修 光严传传2017

人天微人人光学学学 传传学 180250101光严传传微光严科科修 光严传传2018

粒光学严生学学 粒电电微粒严生 152140101粒光学严生学学 粒能光学微电电2015

粒光学严生学学 粒电电微粒严生 152140102粒光学严生学学 粒严生机上应2015

粒光学严生学学 粒电电微粒严生 1621401粒光学严生学学2016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学学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 1521501统计无光学微严生修2015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学学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 15215S1统计无光学微严生修2015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学学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 1621501统计无光学微严生修2016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学学 统计无微电电光严严严上 16210*102统计无光学微严生修
统计无微电电光严严严上-统计

无
2016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学学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 16215S1统计无光学微严生修2016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学学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 1721501统计无光学微严生修2017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学学 统计无微电电光严严严上 17210*102统计无光学微严生修
统计无微电电光严严严上-统计

无
2017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学学 统计无微电电光严严严上 18210*102统计无光学微严生修
统计无微电电光严严严上-统计

无
2018

统计无光学微严生学学 1801101上,1801102上统计无光学微严生修2018

数学光学学学 数学微上应数学 150010101数学修 基基数学2015

数学光学学学 华华华数学光严严严上 15000*1数学光学学学2015

数学光学学学 数学微上应数学 150010102统计微上应数学修 上应数学2015

数学光学学学 电电微统计光学 150010201统计微上应数学修 统计数学2015

数学光学学学 数学微上应数学 150010103概概统统修 概概统统2015

数学光学学学 数学微上应数学 160010101数学修 基基数学2016

数学光学学学 华华华数学光严严严上 16000*1数学光学学学2016

数学光学学学 数学微上应数学 160010102统计微上应数学修 上应数学2016



学学 修修学修 修修修修 上上上上上上修修修修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年上

6第 页

数学光学学学 电电微统计光学 160010201统计微上应数学修 统计数学2016

数学光学学学 数学微上应数学 160010103概概统统修 概概统统2016

数学光学学学 华华华数学光严严严上 17000*1数学光学学学2017

数学光学学学 1700101上,1700102上,1700103上数学光学学学2017

数学光学学学 华华华数学光严严严上 18000*1数学光学学学2018

数学光学学学 1800101上,1800102上,1800103上数学光学学学2018

注：带*表示科技英才班，带S表示双学位专业。班表示行政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