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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琪敏 东北大学 化学 40 汤鑫悦 南京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2 张惠铃 东北林业大学 化学 41 李爽 南京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3 郑雪莲 东北林业大学 材料与化工 42 王泽虎 南京农业大学 化学

4 李姝谨 东北林业大学 化学 43 周思涵 南京农业大学 化学

5 郭亚男 东北农业大学 生物与药医 44 郝欣禹 内蒙古大学 化学

6 崔慧 东北农业大学 药物化学 45 康荣 内蒙古大学 化学

7 蒲鑫 东北石油大学 化学 46 宋虹苇 内蒙古大学 化学

8 胡清鉴 福建农林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47 魏向荣 内蒙古大学 化学

9 林冰铌 福建师范大学 化学 48 魏祖霆 内蒙古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0 陈颖 福州大学 化学 49 田耕穗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化学

11 林静雯 福州大学 化学 50 王震 宁波大学 材料与化工

12 李志乐 广西大学 化学 51 傅凯丽 曲阜师范大学 材料与化工

13 郭炳琛 贵州大学 生物与医药 52 倪娜 山东农业大学 应用化学

14 宋瓴文 贵州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53 周璐 陕西科技大学 化学

15 徐丽丽 贵州大学 分析化学 54 刘俊宇 沈阳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6 杨雅雯 贵州大学 药物化学 55 黄曾鑫 石河子大学 药物化学

17 谢本圣 哈尔滨工程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56 苏彦妮 四川农业大学 化学

18 李思成 合肥工业大学 化学 57 黄慧琴 苏州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9 覃春兰 合肥工业大学 化学 58 吴岱琳 苏州大学 化学

20 张为栋 合肥工业大学 化学 59 臧敏 苏州大学 材料与化工

21 郄亚宁 河北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60 陈文婷 太原理工大学

22 谭成琛 河北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和技术 61 李鑫格 天津工业大学 材料与化工

23 张靖千 河北工业大学  材料与化工 62 刘培 天津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24 魏旖儇 河北师范大学 化学 63 李翔 天津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25 白瑞祥 河南师范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64 白蒙培 天津师范大学

26 王欣怡 湖北大学 分析化学 65 李田宁 西北大学 化学

27 陈思馨 湖南师范大学 生物与医药 66 柴梦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与医药

28 栗崇峻 湖南师范大学 材料与化工 67 尤晓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与医药

29 栗泽红 湖南师范大学 化学 68 蔡珊 西华师范大学 化学

30 郑爽 湖南师范大学 化学 69 郑婷婷 西华师范大学 物理化学

31 张俊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70 李明馨 西南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32 李晨阳 华东理工大学 化学 71 王俊人 西南科技大学 材料化学

33 李明桦 华南农业大学 化学 72 邢硕 西南民族大学 化学

34 杨晨晨 济南大学 化学 73 龚兴宇 西南石油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35 王启星 辽宁大学 化学 74 罗延力 湘潭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36  叶晓雨 南昌大学 化学 75 汤彬 湘潭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37 屈天乐 南昌大学 材料与化工 76 王燕 湘潭大学 化学

38 张博雅 南华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77 侯召霞 新疆大学 化学

39 胡杨运 南京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78 刘欣 新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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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王鹏博 南京理工大学 材料与化工 95 周国斌 新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80 郭子豪 南京理工大学 药物化学 96 方超 云南大学 化学

81 梁孟珂 南京林业大学 化学 97 刘佳滨 郑州大学 化学

82 文芊又 郑州大学 材料与化工 98 白瑞雪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化学专业

83 叶露娟 郑州大学 化学 99 倪国琪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化学工程与技术

84 张世豪 郑州大学 100 陈艺文 中南民族大学 化学

85 赵巧巧 郑州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1 刘稼兴 中南民族大学 无机化学

86 郑金凤 郑州大学 化学 102 田梅荣 中南民族大学 化学

87 左芬芳 郑州大学 化学 103 吴俐臻 中南民族大学  材料与化工

88 李东妮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化学工程与技术 104 杨镜 中南民族大学 化学

89 何润东 中国矿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05 周巾入 中南民族大学 化学

90 王信凯 中国矿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06 高卯花 重庆工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91 俞尊义 中国矿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07 李惠兰 重庆交通大学 化学

92 汪刘庆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材料与化工 108 余欢 重庆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和技术

93 卢宣霖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化学工程与技术 109 谢小婷 重庆师范大学 化学

94 李佳豪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0 郑婉莹 重庆师范大学 化学

111 周云秋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30 孙全虎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2 曾俊 重庆大学 药物化学 131 唐诗雨 重庆大学 化学

113 曾雨佳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32 万振华 重庆大学 药物化学

114 柴同庆 重庆大学 药物化学 133 王千雨 重庆大学 化学

115 邓静 重庆大学 药物化学 134 韦雪云 重庆大学 物理化学

116 邓秋月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35 吴迪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7 范思绮 重庆大学 无机化学 136 吴梦成 重庆大学 化学

118 付春燕 重庆大学 化学 137 席筱涵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9 古征 重庆大学 药物化学 138 徐娜 重庆大学 应用化学

120 黄海梅 重庆大学 化学 139 杨明玉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21 黎宴君 重庆大学 化学 140 杨晟博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22 李非凡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41 张爱红 重庆大学 化学

123 李国武 重庆大学 药物化学 142 张洁茹 重庆大学 化学

124 李伟华 重庆大学 无机固体化学 143 张迎春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25 李星亚 重庆大学 化学 144 郑明耀 重庆大学 化学

126 刘湘 重庆大学 药物化学 145 吕欣懋 重庆大学 化学

127 刘于莉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46 冉燕青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28 倪子惠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47 周旭冰 重庆大学 化学

129 孙巧倩 重庆大学 材料与化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