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姓名 考生报名号 报考类别 本科毕业学校 本科毕业专业 硕士毕业学校 硕士毕业专业 报考专业

是否符
合学院
标志性
学术成
果（是/
否）

标志性学术成果 其他学术成果
备注（审核录取、
少骨、联合培养、
海南专项等）

1 鲍亚运 104979965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淮阴工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河海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1篇，导师一作，自己二

作
EI一篇，中文2篇 A（审核制）

2 蔡一新 104979912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工艺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导师一作）
SCI两篇（一篇一作，一篇导师

一作）
A（审核制）

3 曹华民 104979961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材料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4 常郗文 104979977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中文期刊一篇（导师第一，学

生第二，见刊未检索)
A（审核制）

5 陈超 104979873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西农业大学 轻化工程 江西农业大学 食品加工与安全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

区），SCI文章1篇（一作，JCR
四区）

A（审核制）

6 陈秋静 104979854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盐城工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江苏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一篇 无 A（审核制）

7 程畅 104979970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8 程睿 104979925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景德镇陶瓷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9 崔连猛 104979981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10 崔文俊 104979989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铜陵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篇（一作）接受未发表 中文一篇 A（审核制）

11 代滇 104979997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扬州大学 环境工程 扬州大学 环境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JCR一区）

SCI文章1篇（二作，JCR二
区），中文期刊一篇（导师一
作，学生二作，收录未检索）

A（审核制）

12 戴姚 104979926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黄山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3篇（一作，JCR一区）

SCI一篇（二作，JCR一区），
SCI一篇（二作，JCR二区），
SCI两篇（三作，JCR一区），
SCI一篇（三作，JCR二区），
SCI两篇（四作，JCR二区），
SCI一篇（四作，JCR一区），

A（审核制）

13 党文生 104979966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安工程大学 纺织工程 西安工程大学 纺织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JCR一区）
SCI文章1篇（共一作排第二，

JCR一区）
A（审核制）

14 邓皋 104979968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青岛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15 邓秀峰 104979968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理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JCR一区）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JCR四区）
A（审核制）

16 董刚 104979909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南京工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3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3篇（一作，JCR三区） A（审核制）

17 方衎 104979969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二作，JCR一区） A（审核制）

18 封从姝 104979862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德州学院 化学 江西师范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一篇（一作，JCR二区） A（审核制）

19 傅华东 104979929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南昌航空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EI一篇（一作），中文期刊一

篇（一作)
A（审核制）

20 傅华强 104979942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21 高朵朵 104979982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北师范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4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22 高媛媛 104979930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海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海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23 龚德朋 104979948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湖北工业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1项（导师1作，自己2

作）
无 A（审核制）

24 龚尚 104979943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贵州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四作，JCR二

区），中文期刊1篇（三作，见
刊未检索)

A（审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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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韩康 104979918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SCI文
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JCR一

区）

SCI文章1篇（共同一作，排名
第二，JCR一区），SCI文章1篇
（共同一作，排名第三，JCR一

区）

A（审核制）

26 韩宇兵 104979952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郑州轻工业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郑州轻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2篇（二作，导师一作） SCI2篇（一作） A（审核制）

27 何凤霞 104979918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潍坊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 河南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3篇（导师一作，自己二作）；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导师一作，自己二

作）
中文1篇，一作 A（审核制）

28 何建禹 104979949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沈阳工业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天津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29 侯大军 104979967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师范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JCR一区）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JCR四区）
A（审核制）

30 胡俊仪 104979855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 英语+化学工程与工艺 华中农业大学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共一作排第二，

JCR一区）
A（审核制）

31 胡钊 104979937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南民族大学 化学类 中南民族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一篇 SCI一篇 A（审核制）

32 华摩西 104979944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湘潭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2项（二作，导师一作） SCI1篇（二作，导师一作） A（审核制）

33 黄浩 104979903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

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发明专利一项（导师一作），JCR一区2
篇（一作）

SCI一篇一作 A（审核制）

34 纪永生 104979883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

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纺织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 3篇 一作 SCI论文1篇 A（审核制）

35 贾明勇 104979974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徽建筑大学 材料科学类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 2篇 （导师一作，二作），授
权发明专利1项（导师一作，二作）

无 A（审核制）

36 贾瑞东 104979971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天津理工大学 应用物理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 物理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 1篇，一作；JCR 1区 1篇（副

导师一作，自己二作）
无 A（审核制）

37 江鹏 104979888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工程大学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1篇，一作 SCI 2篇一作 A（审核制）

38 江梓聪 104979974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三
区），SCI文章1篇（导师一
作，学生二作，JCR二区）

A（审核制）

39 蒋向阳 104979924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

息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40 景强 104979978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安工程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内蒙古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SCI一篇（一作，JCR三区） A（审核制）

41 柯少秋 104979902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海南大学 风景园林 广西大学 林业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一作 无 A（审核制）

42 柯雪飞 104979909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43 冷迪飞 104979880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44 李斌 104979906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庆师范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材料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1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45 李博 104979979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燕山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一作 无 A（审核制）

46 李承瑜 104979879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区） A（审核制）

47 李春豹 104979902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大学 材料类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1篇（导师一作，自己二作） 无 A（审核制）

48 李东旭 104979966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景德镇陶瓷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景德镇陶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一作 SCI 3篇，一作 A（审核制）

49 李浩 104979905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 山东科技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1篇（导师一作，自己二作）；
授权发明专利1项（导师一作，自己二

作）
SCI 2篇，中文4篇 A（审核制）

50 李慧 104979905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焊接技术与工程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1篇（导师第一，自己第二）；
授权发明专利1项（导师第一，自己第

二）
SCI1篇，1作，中文两篇 A（审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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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李久荣 104979961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井冈山大学 物理学 宁波大学 光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3篇（一作，JCR一区） SCI一篇（二作，JCR三区） A（审核制）

52 李林峰 104979923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工程 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专利一项 SCI 1篇 A（审核制）

53 李晓曦 104979972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齐鲁工业大学 材料化学 齐鲁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54 李泽浩 104979995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苏科技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1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55 李子兰 104979907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纺织大学 轻化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三作，JCR一区） A（审核制）

56 梁潇 104979984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南民族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中南民族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57 刘国良 104979969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湖北大学 085204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2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58 刘和兴 104979938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九江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2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59 刘琴 104979904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科技大学 材料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60 刘生萍 104979927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

学院
应用化学 西北师范大学 有机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61 刘晓辉 104979910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内蒙古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内蒙古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2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62 刘叶 104979880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运城学院 应用化学 江西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1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63 刘尹 104979938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太原工业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授权
发明专利一项（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SCI文章1篇（一作，JCR四
区），SCI文章1篇（二作，JCR
未分区），SCI文章1篇（四

作，JCR一区）

A（审核制）

64 罗婷 104979938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南科技大学 功能材料专业 西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JCR二区2篇（一篇一作，一篇

导师一作）
A（审核制）

65 吕凯月 104979996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南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昆明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1项 SCI一篇（一作，JCR四区） A（审核制）

66 马乘风 104979988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徽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合肥工业大学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67 毛召召 104979961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国科学院大学 085204-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2篇，一作；授权发明专利4
个，一作；授权发明专利1个（导师一

作，自己二作）
无 A（审核制）

68 庞化吉 104979996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南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湘潭大学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69 齐春红 104979991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北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中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CN202010055504.9，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

SCI文章1篇（一作，收录检
索，JCR未分区）

A（审核制）

70 齐寅红 104979896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泰山学院 材料类 青岛科技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 第一作者 2篇 JCR 3区1篇 A（审核制）

71 秦智 104979905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第一作者 无 A（审核制）

72 曲良辰 104979955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

学院
土木工程 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发明专利一项（导师一作），JCR一区1
篇（导师一作）

SCI一篇（一作） A（审核制）

73 时文超 104979894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安工程大学 轻化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1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74 宋金杰 104979922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沈阳化工大学 林产化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一篇（一作，JCR二区），
中文期刊一篇（一作，见刊未

检索)

A（审核制）

75 孙范忱 104979969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大连工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大连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一作，接收未收
录检索）中文期刊2篇（一作，

见刊未检索)

A（审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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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孙浩浩 104979999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泰山医学院 药学 佳木斯大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授权
发明专利一项（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无 A（审核制）

77 孙灵顺 104979922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桂林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桂林理工大学 分析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 3篇 （导师一作，二作） 无 A（审核制）

78 汤骏骁 104979920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林产化工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1项（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无 A（审核制）

79 陶振华 104979922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燕京理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河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 2篇； 一作1篇，导师第一自

己第二1篇。
SCI 1篇 A（审核制）

80 田亚文 104979926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师范大学 功能材料 湖北大学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篇（未提供论文） 无 A（审核制）

81 汪万强 104979959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襄樊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内蒙古工业大学 化学工艺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
区），SCI文章1篇（一作，JCR
三区），SCI文章1篇（一作，
JCR四区），SI文章1篇（一
作），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排名第二）

A（审核制）

82 王豪 104979978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黄淮学院 化学 西北师范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本人二作，

JCR一区）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本人

二作，JCR二区）
A（审核制）

83 王红 104979991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大学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中文期刊一篇（一作，见刊未

检索)
A（审核制）

84 王杰 104979951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湖北工业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第一作者 无 A（审核制）

85 王军军 104979940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86 王顺忠 104979904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南民族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中文期刊一篇（一作，收录未

检索）
A（审核制）

87 王腾 104979907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

息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工程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一篇 SCI一篇 A（审核制）

88 王卫潇 104979970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信阳师范学院 应用物理学 信阳师范学院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JCR二区）
A（审核制）

89 王玉龙 104979879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聊城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湖北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90 吴彩云 104979921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青岛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 青岛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 2篇 一作 无 A（审核制）

91 吴山 104979904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怀化学院 材料化学 桂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区） A（审核制）

92 吴宛泽 104979981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渤海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渤海大学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 3篇（导师一作，二作） 无 A（审核制）

93 吴祥华 104979963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汉大学 物理学 广西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两项（导师

一作，学生二作）
A（审核制）

94 肖悦悦 104979990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北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河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一作 无 A（审核制）

95 谢卓鸿 104979880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齐鲁工业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五邑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3篇（1篇一作，2篇二作，副导
师一作），授权发明专利一项（二作，

副导师一作）
无 A（审核制）

96 杨超 104979972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中南民族大学 环境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3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97 杨俊林 104979857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内蒙古科技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内蒙古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2篇，一作
SCI2篇，二作，一作不清楚是

否导师
A（审核制）

98 杨露 104979932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湖北工业大学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项（导师一作，学

生二作）

中文期刊1篇（二作，见刊未检
索)，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项

（五作）

A（审核制）

99 杨旭 104979987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佳木斯大学 焊接技术与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2篇，一作 SCI 1篇，一作 A（审核制）

100 杨勇政 104979992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黄淮学院 应用化学 南昌航空大学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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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杨振 104979974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CET4:464 A（审核制）

102 余严 104979923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

院
材料化学 武汉纺织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3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103 张建永 104979900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昆明理工大学 冶金工程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JCR一区1篇（二作） A（审核制）

104 张佩雄 104979980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郑州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JCR一区1篇（二作） A（审核制）

105 张权 104979947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青岛科技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海南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 1篇 无 A（审核制）

106 张群亮 104979878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制药工程 华中师范大学 有机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107 张天阳 104979874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安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西安工业大学 光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 1篇 一作 无 A（审核制）

108 张吾乐 104979903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工程学院 应用物理学 郑州大学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109 张玉美 104979897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长春工业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2篇，一作；JCR 1区1篇（导师
一作，自己二作）；授权发明专利1项

（导师一作，自己二作）
无 A（审核制）

110 张媛媛 104979911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信阳师范学院 化学 湘潭大学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国家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三
区），SCI文章1篇（一作，JCR
四区），SCI文章1篇（一作，

接收未收录，DOI：
10.1039/D0QM00120A）

A（审核制）

111 张志鹏 104979905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吉林建筑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湖北工业大学 化学工艺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发明专利一项（导师一作）
SCI两篇（一篇一作，一篇导师

一作）
A（审核制）

112 张志伟 104979948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SCI一篇（一作，JCR二区） A（审核制）

113 赵闯 104979980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制药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hI/dope-
Catalyzed ring expansion of 2-
Alkyl-benzocyclobutenones by DFT
calculations, CHEMISTRY-a EUROPEAN
JOURNAL，2017,11,13，(JCR一区，导
师第一，学生第二)；Pd-catalyzed
one-pot dehydroxylative coupling
pf phenols,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S,2018,年6月7日（一作），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inal

significance of sulfur,EUROPEAN
JOURANL OF MEDICINAL

CHEMISTRY,2019年1月15日（一作）

SCI两篇（一作，JCR三区） A（审核制）

114 赵卿 104979933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纺织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纺织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SCI文
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JCR一

区）
无 A（审核制）

115 赵婷婷 104979990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北大学 材料科学类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116 赵欣欣 104979928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师范大学 功能材料 东北师范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 第一作者 1篇 无 A（审核制）

117 赵增刚 104979949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南华大学 土木工程 湘潭大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 1篇 （导师一作，二作） 无 A（审核制）

118 郑正旗 104979928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湖北工业大学 防水材料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JCR一区），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项（导

师一作，学生二作）

中文期刊一篇（导师一作，学
生二作，收录未检索）

A（审核制）

119 周俊 104979852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徽工程大学机电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安徽理工大学 材料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无 A（审核制）

120 周敏 104979872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三峡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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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周星 104979930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华中师范大学 化学基地班 华中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2篇（二作，JCR一区） A（审核制）

122 周星南 104979873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滨州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昆明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 SCI文章2篇（一作，JCR二区） A（审核制）

123 周亚举 104979953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平顶山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江苏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四篇（一作），发明专利一项

一作
无 A（审核制）

124 朱常青 104979878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纺织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纺织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A（审核制）

125 邹凯伦 104979955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湖北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三区） A（审核制）

126 白光峰 104979885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作）一篇，无检索报告 B（考核制）

127 白羽 1049799490 非全日制定向就业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2篇；中文9篇 B（考核制）

128 曹生硕 1049799340 非全日制定向就业 齐鲁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29 曹子荷 104979934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铜陵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30 陈宏伟 104979950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EI 1篇（一作），中文1篇 B（考核制）

131 陈俊杰 104979971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汉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西南科技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2区，第一作者 B（考核制）

132 陈能 104979924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085216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一篇 B（考核制）

133 陈帅超 104979868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枣庄学院 土木工程 青岛理工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见刊未检索），SCI一篇
（DOI：10.1038/s41598-020-
5771-x，接收未见刊）中文期
刊一篇（一作，见刊未检索)

B（考核制）

134 程宇 104979908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南民族大学 材料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1篇，第一作者 无 B（考核制）

135 程喆 104979928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汉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期刊一篇（一作，收录未

检索）
B（考核制）

136 崔雪敏 104979985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三峡大学 行政管理 河南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37 杜海南 1049798657 非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四川大学 高分子材料加工工程 四川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1、SCI一篇(一作）一区，2014

年；2、CSCD收录一篇
B（考核制）

138 冯献 104979896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程学院 化学 贵州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 1篇（一作） B（考核制）

139 高帅 104979906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北工业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海南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2篇一作 B（考核制）

140 高欣 104979854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盐城工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江苏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篇(一作）三区，2020年 B（考核制）

141 葛丽 104979916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东北大学 应用化学 南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42 郭跃文 104979853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吕梁学院 材料化学 湘潭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导师一作），中

文一篇（一作）
B（考核制）

143 何超慧 104979878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景德镇陶瓷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湖北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
区），SCI文章1篇（二作，JCR
一区，接收未收录），SCI文章

1篇（二作，JCR一区）

B（考核制）

144 何晨昊 104979934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45 胡燕茹 104979983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南民族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南民族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B（考核制）

146 黄昊 104979928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理工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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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黄敬涛 104979867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河南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3篇（导师一作，自己二作）
SCI 7篇（导师一作，自己二

作）
B（考核制）

148 季宏妍 104979930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沈阳建筑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沈阳建筑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1篇 B（考核制）

149 季亦同 104979953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50 江炀 104979929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齐鲁工业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景德镇陶瓷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期刊1篇 B（考核制）

151 焦金旭 104979934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原工学院 材料物理 中原工学院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一项（一
作），中文期刊三篇（导师一
作，学生二作），中文期刊

（三作）

B（考核制）

152 康海飞 104979928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天津科技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1项（导师一作，二作） 无 B（考核制）

153 李纯孝 104979955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南昌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54 李刚 1049799612 全日制定向就业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南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国家授权发明专利一项（导师一作，学

生二作）
中文期刊两篇（一作，收录未

检索）
B（考核制）

155 李航 104979958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JCR 1区 1篇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JCR二区）
B（考核制）

156 李佳怡 104979950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土木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英文期刊（一作）中文期刊一
篇（四作，收录未检索）

B（考核制）

157 李明 104979996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宁学院 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区） B（考核制）

158 李强志 104979899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59 李瑞杰 104979891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信阳师范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贵州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篇，中文三篇 B（考核制）

160 李新 104979983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

术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景德镇陶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
区），SCI文章3篇（一作，JCR
三区），中文期刊2篇（一作，

见刊未检索)

B（考核制）

161 李宗刚 104979911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1篇，导师一作，自己二作 B（考核制）

162 李宗信 104979916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篇（一作，JCR二区） B（考核制）

163 林鸿剑 104979970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北联合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一篇 B（考核制）

164 刘潮 104979944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华北科技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期刊一篇（一作，见刊未

检索)
B（考核制）

165 刘京京 104979996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巢湖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天津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二作、导师一作）一篇 中文一篇 B（考核制）

166 刘龙 104979973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天津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 2篇 B（考核制）

167 刘思明 104979873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篇（一作，见刊未检索）
中文期刊（一作，收录未见

刊）

B（考核制）

168 刘晓威 104979969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1项（导师一作，自己二

作）JCR 1区论文1篇
无 B（考核制）

169 刘燕月 104979930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材料物理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1篇（导师一作，本人二作）
SCI3篇（1篇2区、1篇4区，本
人一作；1篇4区，导师一作，

本人二作）

B（考核制）

170 刘洋 104979939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宁波大学 固体电子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三篇 B（考核制）

171 刘子涵 104979921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衢州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JCR四区）
B（考核制）

172 吕品 104979904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郑州师范学院 物理学 河南大学 物理电子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一作 无 B（考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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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吕兴栋 1049799047 全日制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JCR一区），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
区），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四项（一作）

SCI文章2篇（一作，JCR四区） B（考核制）

174 吕志鹏 104979990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潍坊学院 化学 山东理工大学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一作 无 B（考核制）

175 毛三鹏 1049799676 全日制定向就业 河南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项（一作）
中文期刊4篇（一作，见刊未检
索)，中文期刊4篇（二作，见

刊未检索)

B（考核制）

176 梅军帅 104979897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科技大学 机电一体化工程 武汉纺织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篇（二作，JCR四区）中
文期刊三篇（一作，收录未检

索）

B（考核制）

177 孟浩 104979976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泰山医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天津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期刊一篇（导师第一，学
生第二，见刊未检索)；申请发
明专利1项（导师第一，学生第

二）

B（考核制）

178 孟丽慧 104979916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太原科技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3篇（一篇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2篇学生一作），SCI会
议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中文期刊两篇，学生二作

B（考核制）

179 牟志星 104979933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陇东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兰州理工大学 化学工艺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EI文章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JCR二区），中文期刊一篇
（导师一作，学生二作，收录
未检索），中文期刊一篇（一

作，接收未收录）

B（考核制）

180 穆旭峰 104979906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吕梁学院 材料化学 燕山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81 裴莹 1049799000 非全日制定向就业 河海大学 环境工程 安徽农业大学 农村发展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82 秦红梅 104979876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东北石油大学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贵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篇（一作，JCR二区），

EI两篇（一作）
B（考核制）

183 任珂 104979872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 第一作者 1篇 无 B（考核制）

184 阮芹芹 104979873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院 应用化学 青岛科技大学 无机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共一作排第二，

JCR一区）
B（考核制）

185 桑晓彤 104979888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两篇（一作，JCR二区，见
刊未检索），SCI一篇（二作，
JCR三区，见刊未检索）中文期
刊（一作，见刊未检索），中
文期刊（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见刊未检索）

B（考核制）

186 石克纪 104979942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纺织大学 纺织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87 孙策 104979951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吉林建筑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山东理工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期刊2篇（一作，见刊未检

索)
B（考核制）

188 孙珂 104979913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齐鲁工业大学 材料化学 齐鲁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1篇 B（考核制）

189 孙睿杰 104979954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一篇一作 B（考核制）

190 孙学初 104979952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长江大学 材料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 1篇 B（考核制）

191 唐涛 104979880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湖北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92 田建平 1049798784 非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193 田江洋 104979975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山东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 2篇 B（考核制）

194 涂晶晶 104979886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 药事管理 武汉大学 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一篇 B（考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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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万向荣 104979937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区） B（考核制）

196 王超 104979908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科技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无 B（考核制）

197 王朝阳 104979916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北科技大学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上海海事大学 热能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一篇 无 B（考核制）

198 王海林 104979941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三峡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三峡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篇（导师一作） SCI一篇一作，EI一篇一作 B（考核制）

199 王少伟 104979957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北华大学 材料物理 河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无 B（考核制）

200 王绍瀚 104979940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材料化学 贵州大学 有色金属冶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区） B（考核制）

201 王玉龙 104979931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常熟理工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会议论文一篇，中文一篇（一

作）
B（考核制）

202 王志青 104979931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北工程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接收未收录检索）中文期刊1篇

（一作）

B（考核制）

203 魏慧丽 104979999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三峡大学 物理学 三峡大学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篇，EI一篇 B（考核制）

204 魏靖 104979950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长江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武汉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2篇 B（考核制）

205 吴鹏辉 104979931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EI 1篇 B（考核制）

206 吴周 104979874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嘉兴学院 制药工程 苏州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 1区2篇（一作） 无 B（考核制）

207 夏蒙 104979946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黄淮学院 应用化学 湖北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1篇（一作）中文一篇（一

作）
B（考核制）

208 夏禹豪 104979959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 材料物理 武汉工程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期刊两篇（一作，收录未
检索），国家发明专利一项
（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CN108070842B）

B（考核制）

209 肖诗天 104979950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1篇（录用未检索） B（考核制）

210 肖世兵 104979998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南工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篇（一作，JCR四区）SCI
一篇（一作，JCR三区）SCI一
篇（一作，接收未收录），实
用新型专利一项（二作）

B（考核制）

211 谢明观 104979982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化学工艺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212 徐凯 104979894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徽科技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区） B（考核制）

213 许科 104979939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国民航大学 材料物理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两篇（一作，JCR二区）SCI

一篇（二作）
B（考核制）

214 杨代辉 104979960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科技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湖南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期刊两篇（一作，收录未
检索），SCI两篇（三作，接收

未收录）

B（考核制）

215 杨国平 104979971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第一作者 无 B（考核制）

216 杨凯 104979919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合肥师范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湖北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B（考核制）

217 杨子帆 104979943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接收未发表）） 无 B（考核制）

218 殷守义 104979907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北工业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海南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219 于佳琳 104979897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大连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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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张超 1049798942 全日制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国海洋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一篇 B（考核制）

221 张笛 104979930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一篇（一作） B（考核制）

222 张泓 104979955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天津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厦门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1项（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三
区），SCI文章1篇（一作，JCR

四区）

B（考核制）

223 张磊 104979897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 制药工程 湖南理工学院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 2篇 B（考核制）

224 张楠楠 104979902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海南大学 应用化学 海南大学 结构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1篇一作 B（考核制）

225 张颖 104979946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1区，一作1篇，导师第一自
己第二1篇；授权发明专利1篇
（导师第一自己第二）。所有

成果非近5年

B（考核制）

226 张永强 104979952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四川理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B（考核制）

227 张召召 104979884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吉林建筑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东北林业大学 木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期刊1篇 B（考核制）

228 章鹏 1049799020 全日制定向就业 安徽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湖南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3篇 B（考核制）

229 赵德强 104979972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3篇（一作） B（考核制）

230 赵进 1049798497 非全日制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类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一篇 B（考核制）

231 赵媛媛 104979903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商洛学院 应用化学 太原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二作，导师一作）一篇 无 B（考核制）

232 周鹏 104979968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青岛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期刊一篇（武汉理工大学

学报，接收未收录）
B（考核制）

233 钟浩轩 104979854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部省合建高校计划

234 陈京辉 104979906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理工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海南办学

235 陈硕 104979918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篇（一作） 无 海南办学

236 耿浩然 104979850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吕梁学院 材料化学 海南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三

区），中文期刊2篇（一作，见
刊未检索)

海南办学

237 曹庭维 1049798705 全日制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期刊一篇（导师一作，学
生二作，收录未检索），SCI文
章1篇（一作，JCR四区），SCI
文章1篇（一作，JCR三区）

科研经费博士

238 陈清松 1049798575 全日制定向就业 广东工业大学 交通工程 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科研经费博士

239 陈芮 104979848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1区1篇（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无 科研经费博士

240 陈希诏 104979958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科研经费博士

241 傅帅 104979856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University of London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生物功能材料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一篇 科研经费博士

242 郭才胜 104979870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科技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科研经费博士

243 胡锦旗 104979863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中医药大学 药物制剂 武汉理工大学 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科研经费博士

244 李皓 104979955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汉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2篇（一作，JCR一区）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接收未收录检索）
科研经费博士

245 刘翔 104979921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1篇，导师一作，自己二作 科研经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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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柳玉强 104979870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杭州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广西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作） 无 科研经费博士

247 卢鹏荐 104979855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建筑材料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4项（一作）
中文期刊一篇（一作，收录未

检索）
科研经费博士

248 沈非 104979933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科研经费博士

249 王孟奇 104979909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陕西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陕西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SCI一篇（一作，JCR二区） 科研经费博士

250 王庆慧 104979943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应用化学 济南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科研经费博士

251 徐大伟 104979914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大连工业大学 应用化学 合肥工业大学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SCI文章1篇（一作，JCR二区） 科研经费博士

252 仪明伟 1049798700 全日制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导师第一，本人第二） EI(一作) 科研经费博士

253 郑庆双 104979909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内蒙古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SCI文章1篇（一作，JCR一区） 无 科研经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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