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报考专业（已确定） 性别 所在大学 所在学院 所学专业 邮箱 

1 王吟荷 原子与分子物理 女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应用化学 wangyinhe@mail.nankai.edu.cn 

2 黄炯鹏 光学 男 中山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 huangjp33@mail2.sysu.edu.cn 

3 陈辰丽 分析化学 女 华东师范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10184602321@stu.ecnu.edu.cn 

4 李娜 分析化学 女 内蒙古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基地 lina_991020@163.com 

5 李若萌 分析化学 女 吉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lirm9918@mails.jlu.edu.cn 

6 王千年 分析化学 男 西北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基地班） nwuhuacaiwqn@163.com 

7 薛洁滢 分析化学 女 陕西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创新实验班） xuejieying@snnu.edu.cn 

8 朱海燕 分析化学 女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应用化学 1810659@mail.nankai.edu.cn 

9 陈虹 有机化学 女 华中科技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基础拔尖 u201810364@hust.edu.cn 

10 高蕊 有机化学 女 南京师范大学 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992532450@qq.com 

11 秦嘉泽 有机化学 男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qinjz18@lzu.edu.cn 

12 王文菲 有机化学 男 郑州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2985405153@qq.com 

13 栗路卓 物理化学 1 男 东北大学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3784012965@163.com 

14 刘昱俊 物理化学 1 男 合肥工业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yujunliu16@163.com 

15 陆亭羽 物理化学 1 女 湖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tingyulu@hnu.edu.cn 

16 马骏灏 物理化学 1 男 北京理工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1106863836@qq.com 

17 屈晓雷 物理化学 1 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342311450@qq.com 

18 孙梦媛 物理化学 1 女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础理论 sunmy18@lzu.edu.cn 

19 杨一诺 物理化学 1 女 山东大学 泰山学堂 化学 834227386@qq.com 

20 叶晨 物理化学 1 男 四川大学 化学学院 应用化学 1324745620@qq.com 

21 赵冉 物理化学 1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分子科学与工程 1242018663@qq.com 

22 金茜 物理化学 2 女 安徽大学 文典学院 理科试验班（化学方向） jqchem2021@126.com 

23 刘晓旭 物理化学 2 女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实验） m13386425162@163.com 

24 邵雨峰 物理化学 2 男 郑州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596694995@qq.com 



25 朱天翔 物理化学 2 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学院 应用化学 850946276@qq.com 

26 段国航 材料物理与化学 男 郑州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duanguohang@stu.zzu.edu.cn 

27 金心妍 材料物理与化学 女 安徽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341582923@qq.com 

28 谢泽昊 材料物理与化学 男 华南理工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系 1207157627@qq.com 

29 薛靖 材料物理与化学 女 华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jing_xue08042@163.com 

30 张晨 材料物理与化学 女 郑州大学 化工学院 冶金工程 zc13485618788@163.com 

31 赵灵莉 材料物理与化学 女 郑州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linglizhao@stu.zzu.edu.cn 

32 车美红 化学工程 女 湖南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cmh1059067894@163.com 

33 迟淑秀 化学工程 女 青岛科技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英才计划） 17861433083@163.com 

34 邓凯 化学工程 男 大连海事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dengkai1@dlmu.edu.cn 

35 管天庆 化学工程 男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969501409@qq.com 

36 贺禹涵 化学工程 男 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系 化学工程及工业生物工程 13001016855@163.com 

37 李依玲 化学工程 女 武汉大学 理学院 应用化学 liyl_lan@whu.edu.cn 

38 罗福康 化学工程 男 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10180592@mail.ecust.edu.cn 

39 穆晨凯 化学工程 男 华东理工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10183883@mail.ecust.edu.cn 

40 王泽业 化学工程 男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wangzeye12@163.com 

41 向千禧 化学工程 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化工与化学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电化学方向） 1181400310@stu.hit.edu.cn 

42 徐珍 化学工程 女 青岛科技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安全方向） 1194355898@qq.com 

43 张予 化学工程 女 湘潭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zzhangyyu0@163.com 

44 李博文 生物化工 男 华中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工程 2223881425@qq.com 

45 曲玉馨 生物化工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葡萄酒学院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2018013700@nwafu.edu.cn 

46 徐杨杨 生物化工 女 南京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 林产化工 1939117887@qq.com 

47 余雅婷 生物化工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葡萄酒学院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1021219958@qq.com 

48 郑介文 生物化工 男 广西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zhengjiewen0210@foxmail.com 

49 陈光宇 工业催化 男 合肥工业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cgy0325@163.com 



50 杜清 工业催化 女 南京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 林产化工 dq@njfu.edu.cn 

51 刘新利 工业催化 男 东北大学 理学院 应用化学 liuxinli0@163.com 

52 彭权威 工业催化 男 南京工业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3229119015@qq.com 

53 钱茂辰 工业催化 男 太原理工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931394973@qq.com 

54 苏文韬 工业催化 男 湖南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suwentao@hunnu.edu.cn 

55 王嘉彬 工业催化 男 大连海事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wangjiabin2220182363@dlmu.edu.cn 

56 王振 工业催化 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化学工程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2381353739@qq.com 

57 王震宇 工业催化 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2132286525@qq.com 

58 杨盼曦 工业催化 女 西安交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904465057@qq.com 

59 张文慧 工业催化 女 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油气储运工程 helenzhang6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