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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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苏南 104979972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南京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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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二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A（考核制）

2 曹慧 104979939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嘉兴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宁波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2篇（一作）；实用新型

专利两项（一作）
A（考核制）

3 曹骏 104979969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齐齐哈尔大学 材料化学 贵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一作） A（考核制）

4 曹生硕 104979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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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考核制）

5 曾刘莉 104979959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长江大学 石油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一作）1篇 A（考核制）
6 陈靖泽 104979976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北京化工大学 生物功能材料 北京化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7 陈俊 104979909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能源化学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8 陈琨 104979940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
与信息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9 陈思静 1049798978 非定向就业 贵州示范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油气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10 成植 104979903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科技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贵州大学 集成电路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EI论文1篇一作 A（考核制）
11 程喆 104979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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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篇（一作） A（考核制）

12 程志 104979991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工程 西安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一区2篇（副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
A（考核制）

13 储炜 104979898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黄冈师范学院 应用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14 董缘 104979926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科技大学 材料成型及其控制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15 高晗 104979923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农业大学 材料化学 北京工商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三区1篇（一作） A（考核制）
16 高俊 1049799007 全日制定向就业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实用新型两项，中文论文2篇 A（考核制）

17 高雪蔓 104979988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信阳师范学院 化学 河南大学
光伏材料与太阳能电

池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 A（考核制）

18 耿国敏 104979939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财经大学 会计学 齐鲁工业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A（考核制）

19 宫兴 104979971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太原科技大学 交通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三区（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1篇；中文（导师一作，学

生二作）1篇

A（考核制）

20 龚鹏 104979931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2篇，英文1篇 A（考核制）
21 龚诗琪 104979949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东华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湘潭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22 郭倩 104979917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材料物理 青岛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一作） A（考核制）

23 郭毅 1049799352 全日制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410449204.3(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无 A（考核制）

24 韩飞 104979939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徽工业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河南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三区1篇（一作）；JCR四区1

篇（一作）
A（考核制）

25 何梦 104979931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制药工程 中南民族大学 分析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26 何思哲 104979886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南昌航空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厦门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EI1篇（一作） A（考核制）

27 侯素敏 104979988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郑州师范学院 物理学 河南大学 光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1篇
无 A（考核制）

28 胡辉冯 104979979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南昌航空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浙江理工大学 制浆造纸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一作） A（考核制）
29 黄金 104979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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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考核制）

30 黄丽霖 104979908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广西民族大学 环境工程 湖南工业大学
供热、供燃气、通风

及空调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核心1篇（一作） A（考核制）

31 黄咸波 104979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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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1篇（一作） A（考核制）
32 季亦同 104979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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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考核制）
33 江琪 104979997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纺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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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A（考核制）
34 蒋梦婷 104979950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湘潭大学 安全工程 湘潭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35 李刚 104979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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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410799138.2，(导师一
作，学生二作)

无 A（考核制）

36 李广书 104979933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齐齐哈尔大学 材料化学 齐齐哈尔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一作）1篇；JCR三区

（一作）1篇
A（考核制）

37 李淑华 104979995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西理工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2篇（一作） A（考核制）

38 李树国 104979916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青岛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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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2篇（副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
A（考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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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文维 104979936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孝感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湖北大学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一作）；中文2篇
（导师一作，学生二作）；中文

4篇（一作）

A（考核制）

40 李翔宇 104979979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长安大学 土木工程 新疆大学 土木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1篇（一作） A（考核制）

41 李新 104979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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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二区5篇（一作） A（考核制）

42 李志锋 1049799389 全日制定向就业 广东工业大学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一作）2篇 A（考核制）
43 李志鹏 104979990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景德镇陶瓷大学 材料化学 景德镇陶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44 李子煌 10497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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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考核制）
45 廉维强 1049799364 非定向就业 河南工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燕山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46 梁成林 104979949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潍坊医学院 药学 郑州大学 生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47 刘超然 104979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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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工技术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一区1篇（副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
A（考核制）

48 刘佳溪 104979986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邢台学院 材料物理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三区1篇（一作） A（考核制）
49 刘世昌 104979881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黑龙江科技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50 刘威 104979971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农业大学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山东农业大学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实用新型专利授权5项
（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A（考核制）

51 刘肖飞 104979928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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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考核制）
52 刘哲栋 104979978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福建农林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云南大学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53 陆瑞虎 104979938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徽理工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一作)1篇 A（考核制）

54 吕佳慧 104979966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大连工业大学 环境科学 大连工业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一区2篇（共同一作，排名第
二）；JCR二区1篇（一作）；

JCR三区2篇（一作）

A（考核制）

55 马浩森 104979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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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考核制）
56 马伟男 104979925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 药物制剂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57 梅军帅 104979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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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四区（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1篇；中文（一作）3篇

A（考核制）

58 庞亚帅 104979960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北京化工大学北方

学院
应用化学 河南大学

光伏材料与太阳能电
池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一作）；中文1篇

（一作）
A（考核制）

59 裴莹 104979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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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2篇（一作） A（考核制）

60 乔茜茜 104979919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淮北师范大学信息

学院
生物工程 安徽工程大学 微生物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一作）；JCR三区1
篇（一作）

A（考核制）

61 芮正雷 104979975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兰州理工大学 焊接技术与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2

篇
A（考核制）

62 沈国阳 104979985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景德镇陶瓷学院 材料化学 景德镇陶瓷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2篇（一作） A（考核制）
63 施文明 1049799146 非定向就业 聊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聊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2篇 A（考核制）
64 石克纪 104979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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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考核制）
65 史军辉 104979941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新乡学院 化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66 司鹤洋 104979963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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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二区1篇（一作） A（考核制）
67 孙策 104979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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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篇（一作） A（考核制）

68 孙梦黎 104979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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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1篇（一作）；中文会议论

文1篇（一作）
A（考核制）

69 孙睿杰 104979939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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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四区1篇（一作）；中文1篇

（一作）
A（考核制）

70 孙纬键 104979937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哈尔滨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3篇（一作） A（考核制）
71 覃琴 104979934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 动植物检疫 广西民族大学 生物化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四区1篇（一作） A（考核制）
72 谭鑫 104979938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景德镇陶瓷大学 应用物理学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73 唐阳衡 104979997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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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无 无 A（考核制）
74 田甜 104979960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信阳师范学院 化学 河南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75 王非 104979954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深圳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一作） A（考核制）
76 王克宁 1049798838 非定向就业 洛阳理工学院 材料化学 北京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77 王茜 104979920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西大学 环境工程 山西大学 资源与环境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78 王岩 104979924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沈阳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陕西科技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一区2篇（副指导老师一作，

学生二作）
A（考核制）

79 王宇豪 104979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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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无 JCR二区1篇（一作） A（考核制）
80 王正洲 104979912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国地质大学(武 物理学 武汉大学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1篇（一作） A（考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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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王中杰 104979902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生物工程 河南大学 动物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一区1篇（和副导师共一

作）;授权发明专利一项（导师
和副导师一作二作，学生三作）

A（考核制）

82 王子栋 104979945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延边大学 应用化学 吉林大学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810882109.0（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无 A（考核制）

83 魏贤哲 104979890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生物化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84 吴昊阳 104979921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

化学工程与分析科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英国伯明
翰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其他英文论文1篇 A（考核制）

85 吴文文 104979893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纺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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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1篇（一作） A（考核制）
86 向瑞衡 104979886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四区（一作）1篇 A（考核制）

87 肖欢 104979954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绵阳师范学院 物理学 西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一作）；JCR二区1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A（考核制）

88 熊振刚 104979907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南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1篇 A（考核制）
89 杨鹤 104979982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烟台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烟台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90 姚呈 104979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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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A（考核制）

91 姚林伟 104979962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洛阳理工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河南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JCR三区2篇（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A（考核制）

92 姚瑶 104979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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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93 殷洁 104979995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怀化学院 材料化学 宁波大学 无机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一作）1篇，中文（一

作）1篇
A（考核制）

94 余斌 104979938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成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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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A（考核制）
95 俞星辰 104979905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96 张丹丹 104979991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城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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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A（考核制）
97 张天伟 104979928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太原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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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1篇（一作） A（考核制）
98 张晓欣 104979936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北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燕山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一作）1篇 A（考核制）

99 张政 104979928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辽宁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辽宁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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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二
作）；中文1篇（导师一作、学

生二作）

A（考核制）

100 赵辉 104979987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徽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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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二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A（考核制）

101 赵依纯 104979953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汉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江汉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中文2篇（一作） A（考核制）
102 赵玉斌 104979952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天津城建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济南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3篇 无 A（考核制）

103 周翠翠 104979957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长安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陕西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二区2篇（副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中文1篇（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A（考核制）

104 周鹏 104979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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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A（考核制）
105 周晴 104979957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信阳师范学院 物理学 河南大学 光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106 周啸宇 104979901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鲁东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鲁东大学 物理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一区1篇（共一，排名第二） A（考核制）
107 周仲 104979993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湖北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一区（共一）1篇 A（考核制）

108 朱飞燕 104979905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生物工程 河南大学 微生物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一区1篇（共同一作，排名第

二）
A（考核制）

109 朱锦云 104979990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文理学院 车辆工程 南华大学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110 朱奕帆 104979892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徽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 山西大学 资源与环境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A（考核制）
111 庄荣华 104979975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东北林业大学 包装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EI1篇（一作） A（考核制）

112 刘壮 104979941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

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长沙理工大学 动力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910863823.X(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中文2篇（一作）；JCR四区1篇
（一作）

A（考核制）

113 穆雪琴 104979896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南京晓庄学院 应用化学 南京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JCR一区1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JCR一区1篇（一作）；JCR二区2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A（考核制）

114 陈钉 104979934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淮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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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1篇(一作) JCR一区3篇（一作） B（审核制）

115 陈冬冬 104979970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聊城大学 土木工程 青岛理工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中文1篇（一作） B（审核制）

116 陈甲 104979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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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篇（一作） JCR三区1篇（一作） B（审核制）
117 陈鹏飞 104979879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18 陈廷样 104979901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武汉理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 EI1篇；中文2篇；发明专利一项 B（审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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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陈翔 104979950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重庆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重庆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2篇
JCR四区（一作）1篇;EI（导师

一作，学生二作）1篇
B（审核制）

120 陈旭 104979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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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21 程建文 104979955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纺织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JCR三区（一作）1篇;JCR四区

（一作）1篇;
B（审核制）

122 程敬招 104979998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西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江西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JCR一区2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无 B（审核制）

123 程贻航 104979993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业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湖北工业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24 褚凯丽 104979997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齐鲁工业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JCR四区1篇（一作） B（审核制）

125 崔通 1049799558 全日制定向就业 西昌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重庆交通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2020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1）

中文2篇（一作） B（审核制）

126 崔毅 104979977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东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东南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四项
ZL201410102650.7，
ZL201210441473.6，
ZL201410102683.1，

ZL201210013535.3（一作）

无 B（审核制）

127 方震 104979952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天津城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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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一作，学生二作)1

篇
无 B（审核制）

128 高明明 104979908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青岛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JCR一区2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无 B（审核制）

129 高攀 104979935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淮阴工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南京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30 耿聪 104979921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新疆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新疆大学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31 谷佳佩 104979989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洛阳师范学院 化学 华南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3篇（一作） JCR1篇（一作，见刊未检索） B（审核制）

132 谷苗莉 104979943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上海电力学院 环境工程 重庆工商大学 环境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JCR一区3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无 B（审核制）

133 郭瑞婷 104979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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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34 韩倩倩 104979958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信阳师范学院 物理学 信阳师范学院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无 B（审核制）

135 何凤霞 104979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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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2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71003196;7（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中文1篇（一作） B（审核制）

136 贺莹莹 104979939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重庆文理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JCR三区2篇（一作）；中文1篇

（一作）
B（审核制）

137 侯常敏 104979988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青岛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 青岛科技大学 分析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38 胡海龙 104979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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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1篇（一作）

中文2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JCR二区1篇（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JCR四区1篇（导师

一作，学生二作）

B（审核制）

139 黄诚 104979973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南民族大学 应用化学 中南民族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40 黄健翔 104979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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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3篇
无 B（审核制）

141 贾会敏 104979932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黄冈师范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42 江文秀 104979932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
与信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武汉工程大学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2篇 无 B（审核制）

143 蒋禛菁 104979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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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44 金振航 104979904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长江大学 物理学 长江大学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2篇 JCR三区（一作）1篇；中文1篇 B（审核制）
145 康碧玉 104979932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福建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福建师范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学生一作） JCR一区1篇（与副导师共一） B（审核制）
146 柯晓春 104979907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淮北师范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淮北师范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JCR二区3篇（一作） B（审核制）

147 李成良 1049799473 全日制定向就业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2015.10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排名第一

中文1篇（一作）；实用新型专
利（一作）6篇；授权发明专

利：ZL201410359370.4，排名第
二

B（审核制）

148 李丹 104979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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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ZL（导师一

作，学生二作）
无 B（审核制）

149 李迪 104979918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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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1篇 中文1篇（一作） B（审核制）
150 李东旭 104979946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齐齐哈尔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黑龙江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51 李冬 104979931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农业大学 应用化学 温州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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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李航 104979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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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1篇；JCR一区
（导师一作，学生二作）1篇

无 B（审核制）

153 李佳恢 104979911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吉林农业大学 应用化学 吉林农业大学 农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54 李家平 104979997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科技学院 应用化学 桂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无 B（审核制）

155 李懋高 104979975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南昌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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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JCR一区(导师一作，学生二作)3

篇
无 B（审核制）

156 李田莉 104979895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淮北师范大学信息 应用化学 江西师范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JCR二区1篇 B（审核制）

157 李义 104979997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淮阴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常州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两项：
ZL201811245250(导师一作，学
生二作）,ZL20181242687(导师
一作，学生二作）;JCR一区1篇

（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JCR二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B（审核制）

158 李永婷 104979987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郑州师范学院 化学 郑州大学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JCR二区1篇（一作）；JCR三区1

篇（一作）
B（审核制）

159 李园涛 104979960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天津科技大学 轻化工程 天津科技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无 B（审核制）

160 梁盼盼 104979881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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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2篇 无 B（审核制）
161 廖雨薇 104979992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科技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湖北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62 林盼龙 104979880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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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63 刘洁琼 104979991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渤海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渤海大学 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JCR一区2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JCR三区1篇（一作）；JCR二区1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中

文1篇（一作）

B（审核制）

164 刘离 104979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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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510252516.X（一作）
中文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B（审核制）

165 刘倩 104979930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南民族大学 材料化学 中南民族大学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JCR二区1篇（一作） B（审核制）
166 刘鑫纹 104979897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辽宁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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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67 刘尹 104979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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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1篇（一作）；授权发明
专利两项ZL201810666436.2，

ZL201711081630.6（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JCR四区1篇（一作）；JCR1篇
（导师一作，学生二作，杂志未

分区）

B（审核制）

168 刘志聪 104979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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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大学 环境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69 罗惠华 104979941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青岛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青岛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2篇
无 B（审核制）

170 吕述权 104979962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科技学院 植物保护 福建农林大学 农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320848208（学生第
一）;JCR一区1篇（一作）

JCR四区1篇（一作）；中文2篇
（一作）

B（审核制）

171 毛召召 104979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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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五项
ZL201610398866.1（学生第

一）；201610404370.0（学生第
一）；201810190259.5（学生第
一）；201710777055.7（学生第
一）；201510274906.7（导师一
作，学生二作）;JCR一区2篇

（一作）

无 B（审核制）

172 牛富堃 104979958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青岛科技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JCR一区2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无 B（审核制）

173 欧阳高尚 104979972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工程大学 工程管理 南华大学 市政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中文1篇（一作） B（审核制）
174 潘成成 104979933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建筑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中国海洋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75 潘俊烨 104979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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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76 乔慧豪 104979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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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77 秦智 104979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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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78 邱帅航 104979983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79 邱雨点 104979963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师范大学 化学 郑州大学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JCR一区1篇（副导师一作，学生

二作）
B（审核制）

180 渠广猛 104979954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济南大学 物理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3篇 JCR一区（共一作）1篇 B（审核制）
181 任文豪 104979899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南石油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西南石油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JCR二区1篇（一作） B（审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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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师争光 104979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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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一作)1篇；JCR一区
（导师一作，学生二作)1篇

JCR二区（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1篇

B（审核制）

183 汤臣 104979944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湖北工业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84 唐涛 104979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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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授权发
明专利一项(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中文1篇（一作） B（审核制）

185 田创 104979939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3篇；JCR一区

(导师一作，学生二作)1篇
无 B（审核制）

186 汪超 10497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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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一作）1篇
JCR二区（一作）1篇；中文（导

师一作，学生二作）3篇
B（审核制）

187 汪晓聪 104979899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南科技大学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北京工业大学 光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88 王芳 104979873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西大同大学 物理学 内蒙古大学 物理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见刊JCR 2篇 B（审核制）

189 王放 104979983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肇庆学院 化学 郑州轻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导师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90 王加伟 104979920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济南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91 王佳 104979927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东理工大学 材料化学 青岛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JCR二区1篇（一作） B（审核制）
192 王可可 104979991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赣南师范大学 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93 王霄翾 104979962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河南中医学院 中药制药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材料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JCR一区1篇（共同一作，排名第

二）
B（审核制）

194 王绪业 104979964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济南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195 吴福灵 104979983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景德镇陶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景德镇陶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授权发明专

利一项ZL201811584765.9
无 B（审核制）

196 吴昊 104979895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蚌埠学院 应用化学 桂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97 吴谦 104979980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湖北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198 吴宛泽 104979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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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导师一作，学生二作)3

篇
中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2

篇
B（审核制）

199 向远志 104979951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轻工大学 材料化学 湖北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JCR二区1篇（一作） B（审核制）
200 肖璐琪 104979969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内蒙古民族大学 化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2篇 无 B（审核制）

201 熊思 104979951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科技大学 材料物理 武汉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EI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B（审核制）

202 熊宇风 104979953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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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911149787.7（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无 B（审核制）

203 徐彩云 104979952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蚌埠学院 环境科学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二作） 无 B（审核制）

204 徐翰涛 104979974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烟台大学 应用化学 烟台大学 有机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中文1篇（一作）；JCR一区1篇

（共同一作，排名第二）
B（审核制）

205 徐婷 104979963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吉林师范大学 应用物理学 吉林师范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206 徐信刚 104979962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材料化学 济南大学 材料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207 徐优 1049799409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湖北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JCR四区（一作）1篇 B（审核制）

208 许家超 104979970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庆师范大学 材料化学 武汉理工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1篇；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209 杨莉 104979971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兰州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兰州理工大学 化学工艺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中文1篇（一作）；JCR一区1篇

（一作，见刊未检索）
B（审核制）

210 杨秋菊 104979917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四川师范大学 材料化学 西南大学 洁净能源科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211 杨晓宇 104979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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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212 于萍 104979940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赣南师范大学 应用化学 广西师范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81066150.7（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JCR一区1篇（一

作）

无 B（审核制）

213 余丽 104979978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安徽理工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JCR一区2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无 B（审核制）

214 张超 104979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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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JCR一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中文1篇（一作） B（审核制）

215 张美丽 104979919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JCR二区1篇（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
B（审核制）

216 张倩倩 104979945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济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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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一作）1篇
JCR三区（一作）1篇;JCR四区

（一作）2篇;
B（审核制）

217 张权 104979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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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2篇 无 B（审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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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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张树栋 104979987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齐齐哈尔医学院 药学 郑州大学 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 无 B（审核制）

219 张伟 104979991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四川理工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四川轻化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JCR一区1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EI2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B（审核制）

220 张文卫 1049799954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湖北工业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2篇 JCR二区（一作）1篇 B（审核制）
221 张锡东 104979949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海南大学 材料化学 海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222 张妍妍 104979961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223 张翼鸿 104979959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吉林师范大学 物理学 吉林师范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224 张永强 104979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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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225 张志鹏 1049798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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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1篇（一作）；授权发明
专利三项ZL201811581264.5，

ZL201711479026，
ZL201811581270.0(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JCR三区1篇（一作）；JCR三区2
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B（审核制）

226 赵轩为 104979990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重庆三峡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江西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JCR二区1篇（一作） B（审核制）

227 郑江鹏 104979932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武汉大学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610823595.X

授权发明专利三项 B（审核制）

228 仲亚琼 104979888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2篇（一作） JCR二区1篇（一作） B（审核制）

229 周星 104979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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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一区1篇（一作）
JCR一区2篇（共同一作，排名第

二）
B（审核制）

230 朱琪琪 1049799526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华侨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广东工业大学 机械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3篇（一作） 无 B（审核制）
231 左春丽 104979986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湖北工业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无 B（审核制）
232 刘玲 1049799502 全日制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山东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中国专利优秀奖 B（审核制）

233 梁杨实 1049799871 全日制定向就业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导师一作，学生二
作）1篇；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811132666.7，(导师一

作，学生二作)

无 B（审核制）少骨

234 金书涵 1049799691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国地质大学(武 环境工程 谢菲尔德大学 环境与能源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海南办学
235 廖玉聪 1049799013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西南石油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海南办学
236 刘贵祥 104979906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吉林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海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无 海南办学
237 刘金帅 104979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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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JCR一区（一作）1篇 JCR一区1篇 海南办学
238 亓习博 1049799668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聊城大学 土木工程 山东科技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四区1篇（一作） 海南办学

239 魏靖 104979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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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

ZL201810718794.3（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中文1篇（一作）；中文1篇（导
师一作，学生二作）

海南办学

240 徐博 1049799517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武汉纺织大学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中文1篇（一作） 海南办学
241 余子锐 1049799035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材料物理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无 海南办学

242 赵历 104979958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南城市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广西大学 应用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授权发明专利一项（导师一作，

学生二作）
中文1篇（一作） 海南办学

243 赵明 1049799872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湖北师范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华中师范大学 化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否 无 JCR一区1篇（和其他学生共一） 海南办学
244 董姝文 1049799740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 山西工商学院 土木工程 大连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是 JCR一区1篇（一作） JCR三区1篇（一作） 海南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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