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所在大学 所在学院 所学专业 邮箱 

白书彬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St.TaoistBai@mail.dlut.edu.cn 

卜一凡 男 天津大学 理学院 应用化学 3018210007@tju.edu.cn 

曹烁 男 华中科技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拔尖） u201810488@hust.edu.cn 

曹艺馨 女 中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8202181126@csu.edu.cn 

曹雨晨 女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1259286297@qq.com 

常泷飞 男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优培计划） clf20000519@163.com 

常轩玮 男 太原理工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879231063@qq.com 

陈恩泽 男 云南大学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842174251@qq.com 

陈杭 男 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系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 h-chen18@mails.tsinghua.edu.cn 

陈慧滢 女 中山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250352213@qq.com 

陈思康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工艺方向） gdchensikang@mail.dlut.edu.cn 

陈伟 男 湖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wchen@hnu.edu.cn 

陈熙泽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chenx42047@163.com 

陈宇曦 女 华中师范大学 化学学院 应用化学 chenyuxi@mails.ccnu.edu.cn 

陈雨沫 男 中南大学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yumochencsu@qq.com 

陈悦 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cy1696950695@mail.ustc.edu.cn 

陈子涵 女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生物学 1810582@mail.nankai.edu.cn 

程文宇 男 四川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chengwyoti@foxmail.com 

程熙 女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chengxi20210407@163.com 

侴丽娟 女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1683521684@qq.com 

崔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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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452219@qq.com 

崔善长 男 天津大学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694720142@qq.com 

邓洪欣 女 厦门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31144348@qq.com 

邓祥宇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类（伯苓班） 1810390@mail.nankai.edu.cn 

邓哲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类（伯苓班） 1810391@mail.nankai.edu.cn 

董佳婧 女 云南大学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 2456451985@qq.com 

董心睿 女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1810587@mail.nankai.edu.cn 

段祖铭 男 湖南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化工 1813976188@qq.com 

封梦晗 女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础理论班） fengmh18@lzu.edu.cn 

冯玉祥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类（伯苓班） 1810398@mail.nankai.edu.cn 

伏浩晟 男 四川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931597301@qq.com 

付逸瑄 男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FuYixuan@pku.edu.cn 

高百琪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化工与化学学院 材料化学 648430760@qq.com 

高颖 女 沈阳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工优创班） 870520593@qq.com 

高源 男 太原理工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gy1320677648@163.com 

葛婧雯 女 山东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基地班 201800111025@mail.sdu.edu.cn 

葛莹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47853477@qq.com 

龚兴旺 男 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系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 gongxw18@mails.tsinghua.edu.cn 

谷悦 女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础理论班） ygu18@lzu.edu.cn 

顾皓 男 南京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1850045@smail.nju.edu.cn 

顾心睿 女 湖南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350670868@qq.com 

桂双艳 女 华中科技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292783924@qq.com 



郭泓雯 女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1041910515@qq.com 

何欣宇 女 华东理工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hexinyu6606@163.com 

贺哲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954341150@mail.dlut.edu.cn 

侯静雯 女 四川大学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轻化工程 1604568650@qq.com 

胡舒蕊 女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hushurui2000@mail.dlut.edu.cn 

胡文太 男 中山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998978907@qq.com 

黄采妮 女 兰州大学 萃英学院 化学 huangcn18@lzu.edu.cn 

黄明 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物理 hm2018@mail.ustc.edu.cn 

贾英杰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jiayj3033@163.com 

姜帆 男 湖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hnujiangfan@hnu.edu.cn 

姜雅茹 女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应用化学 1810602@mail.nankai.edu.cn 

解福林 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化工与化学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770919267@qq.com 

靳绍巍 男 南方科技大学 理学院 化学 1540764278@qq.com 

孔孟锐喆 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物理 kongmengruizhe@mail.ustc.edu.cn 

李宝鼎 男 清华大学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499290538@qq.com 

李斌 男 湘潭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类（韶峰班） binli_phychem@163.com 

李婕 女 大连海事大学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lijie2000227@163.com 

李凯源 女 大连理工大学 生命科学与药学学院 生物科学 likaiyuan2018@mail.dlut.edu.cn 

李瑞毅 男 中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455367959@qq.com 

李文斐 女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1800011829@pku.edu.cn 

李文龙 男 东北林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li2773139002@163.com 

李昕哲 男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lixinzhe215@tju.edu.cn 

李泽轩 男 厦门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 1084631820@qq.com 

李子晨 男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础理论班） lizch18@lzu.edu.cn 

厉熙宇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474035699@qq.com 

廖嘉鸿 男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英才班） 2018010124@mail.buct.edu.cn 

林美金 女 中山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linmj26@mail2.sysu.edu.cn 

刘冰 女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bingl@stu.zzu.edu.cn 

刘丰睿 男 华中科技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拔尖） lfr15620209971@163.com 

刘慧辰 男 吉林大学 新能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专业环境化学方向 1345176244@qq.com 

刘近旭 男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449413953@qq.com 

刘璟璇 女 西安交通大学 钱学森学院 理科试验班（化学生物 H） ljx1999@stu.xjtu.edu.cn 

刘俊豪 男 南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 liujh-mse@mail.nankai.edu.cn 

刘棋 男 郑州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1652439783@qq.com 

刘诗杰 男 华中科技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10023381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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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轶凡 男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kurasawa_ruby@foxmail.com 

刘姿慧 女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zh.liu@hnu.edu.cn 

刘子琰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精细化工 lyglzy0115@163.com 

柳林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盘锦分院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 2339987850@qq.com 

陆浩成 男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1800011742@pku.edu.cn 

陆欣怡 女 武汉大学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2434332955@qq.com 

罗德辉 男 重庆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828497768@qq.com 



罗锐 男 南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1813791@mail.nankai.edu.cn 

马驰 男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电化学 1137736450@qq.com 

马滢 女 兰州大学 萃英学院 化学 maying2018@lzu.edu.cn 

糜振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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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516830@qq.com 

牟方菁 女 郑州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fjmu1999@163.com 

牟泽清 男 兰州大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 muzq18@lzu.edu.cn 

穆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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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立新 男 武汉大学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化学 niulx_lan@whu.edu.cn 

牛引红 女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础理论班） niuyh18@lzu.edu.cn 

彭佳 女 郑州大学 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2464893898@qq.com 

彭权威 男 南京工业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chewepeng@gmail.com 

彭汝倩 女 大连海事大学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1299004357@qq.com 

皮登文 男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pidengwen02@tju.edu.cn 

齐阳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qy@mail.nankai.edu.cn 

乔钦禹 男 郑州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qyqiao@stu.zzu.edu.cn 

秦弦 男 华南理工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qinxian725@163.com 

任泊垚 男 天津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rbyrby789@163.com 

任颖越 女 吉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 1186116505@qq.com 

石龙润 男 西南交通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1594447996@qq.com 

司艺龙 男 厦门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 ylsi@foxmail.com 

宋佳荷 女 兰州大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材料化学 songjh18@lzu.edu.cn 

宋杰 女 中山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895067751@qq.com 

宋璐 男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songlu@whut.edu.cn 

宋诗英 女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522753783@qq.com 

苏萱 女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13820870462@163.com 

孙国皓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978559865@qq.com 

孙俊鹏 男 郑州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sjp@stu.zzu.edu.cn 

孙楠 女 新疆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sunnan20000701@163.com 

孙楠 女 南京大学 生命科学院 生物科学系 181850145@smail.nju.edu.cn 

孙宇辰 女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sunyc0824@163.com 

覃理 男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功能材料 tanl18@lzu.edu.cn 

檀敏园 女 安徽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3338305995@qq.com 

唐浩毅 男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1800011775@pku.edu.cn 

唐丽群 女 广西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3307094517@qq.com 

陶格格 女 安徽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549392236@qq.com 

田双燕 女 南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tiansy-mse@mail.nankai.edu.cn 

王朝阳 男 湖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zhaoyangwang@hnu.edu.cn 

王晨 女 山东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wchen611009@163.com 

王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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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5942459@qq.com 

王浩然 男 郑州大学 化学学院 应用化学 wanghaoran@stu.zzu.edu.cn 

王浩炜 男 南京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地） 474899340@qq.com 

王皓贞 女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haozhenwang@tju.edu.cn;310422977@qq.com 

王君豪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1286596908@qq.com 



王恪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1810503@mail.nankai.edu.cn 

王乐然 女 南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 1813867@mail.nankai.edu.cn 

王倩 女 西北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wangqian200003@163.com 

王森 男 大连海事大学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senwang199910@163.com 

王水婷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葡萄酒学院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wangshuiting@nwafu.edu.cn 

王威 男 武汉大学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化学 2018302030082@whu.edu.cn 

王夕旋 男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 1800011719@pku.edu.cn 

王晓赏 男 南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2133084073@qq.com 

王新然 女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41803267@xs.ustb.edu.cn 

王子健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类（伯苓班） 1610481@mail.nankai.edu.cn 

王梓沫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1810518@mail.nankai.edu.cn 

隗子涵 女 福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508906907@qq.com 

魏海洁 女 天津大学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8822153517@163.com 

邬辉磊 男 湖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whl123@hnu.edu.cn 

吴健涵 男 南京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地） wujh0305@163.com 

吴明玥 女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qq1366743892@126.com 

吴自超 男 武汉大学 弘毅学堂 化学 zichaowu@whu.edu.cn 

武顺妹 女 厦门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生物工程 1774264193@qq.com 

夏婷怡 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少年班学院 物理化学 xtyxty@mail.ustc.edu.cn 

肖永全 男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础理论班） 1375733141@qq.com 

熊欣怡 女 华中农业大学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501318681@qq.com 

胥谷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工科） xgnirvana@mail.dlut.edu.cn 

徐成斌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xuchengbin@126.com 

徐嘉浩 男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283115@whut.edu.cn 

徐睿恺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xrkkrx2000@sina.com 

徐溯阳 男 武汉大学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化学 2018302030099@whu.edu.cn 

许家祺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1810530@mail.nankai.edu.cn 

许琳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1810531@mail.nanka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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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凯 男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283120@whut.edu.cn 

薛连基 男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础理论班） xuelj18@lzu.edu.cn 

薛宇杰 男 吉林大学 化学学院 唐敖庆理科试验班（化学方向） x1049036439@163.com 

杨昂 男 大连理工大学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科学班） angyang1002@163.com 

杨晨 女 华中师范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英才班） cheneryanger@mails.ccnu.edu.cn 

杨晨辉 男 中山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yangchh26@mail2.sysu.edu.cn 

杨明珠 女 郑州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mingzhu_yang@stu.zzu.edu.cn 

杨庆坤 男 北京化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科试验班（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精英班） 18838352830@163.com 

杨睿 男 武汉大学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化学 2018302030121@whu.edu.cn 

杨赏娟 女 四川大学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轻化工程 2516864921@qq.com 

杨筱 女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yangxiao123@stu.zzu.edu.cn 

杨洋 男 大连理工大学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yy2018@mail.dlut.edu.cn 

杨颖 女 华中科技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u201810381@hust.edu.cn 

杨宇鹏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 yupengyang42034@163.com 



杨哲健 男 吉林大学 化学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yangzj0918@mails.jlu.edu.cn 

杨镇滔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分子科学与工程 yangzhentao918@hotmail.com 

叶芳秀 女 西南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yefang020279@email.swu.edu.cn 

张博程 男 东北林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zbc3062@163.com 

张晨 女 郑州大学 化工学院 冶金工程 zc13485618788@163.com 

张静 女 内蒙古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地） jingzhang2021imu@163.com 

张祺 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理学院 应用化学 307450543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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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辉 男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siufaicheung@foxmail.com 

张亚斌 男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础理论班） zhangyabin18@lzu.edu.cn 

张彦辉 男 重庆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755638032@qq.com 

张逸飞 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物理 zhangyifei@mail.ustc.edu.cn 

张雨林 女 国防科技大学 空天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345565737@qq.com 

张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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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yunlong@hrbeu.edu.cn 

张振国 男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精细化工 514014338@qq.com 

张之奕 男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类（伯苓班） 1810562@mail.nankai.edu.cn 

赵宏武 男 天津大学 理学院 应用化学 zhaohongwu@tju.edu.cn 

赵美 女 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jomeol@tju.edu.cn 

赵松屹 男 吉林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13238031221@163.com 

赵子逸 男 南京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地） 181850241@smail.nju.edu.cn 

郑昀颢 男 南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 1343888138@qq.com 

仲夏 女 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基础理论班） zhongx2018@lzu.edu.cn 

周新清 男 中山大学 化学学院 化学 zhouxq28@mail2.sysu.edu.cn 

庄鉴行 男 山东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201822111185@mail.sdu.edu.cn 

邹宇宁 女 东北大学 理学院 应用化学 christiezyn@126.com 

邹雨锟 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1805040107@s.upc.edu.cn 

左乾胜 男 厦门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420182201897@stu.x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