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生姓名 院系 专业 学号 性别 民族 入学年月
1 罗琪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科 0121901100731 女 汉族 2019年9月
2 崔楷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科 0121901100835 女 汉族 2019年9月
3 孙悦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科 0121901100136 女 汉族 2019年9月
4 陆毛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科 0121901101330 女 壮族 2019年9月
5 孟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科 0121918380535 女 汉族 2019年9月
6 曾祥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科 0121901100116 男 汉族 2019年9月
7 梁晓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科 0121908880105 男 汉族 2019年9月
8 钱文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1901080117 男 汉族 2019年9月
9 刘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1901080130 男 满族 2019年9月
10 张幸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1901080344 女 汉族 2019年9月
11 杨智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1901080345 女 汉族 2019年9月
12 徐靖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0121908910517 男 汉族 2019年9月
13 银栖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 0121901101317 男 汉族 2019年9月
14 罗英英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成型卓越工程师 0121901080245 女 汉族 2019年9月
15 闫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成型卓越工程师 0121901080339 女 汉族 2019年9月
16 盛诗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复合材料 0121901100234 女 汉族 2019年9月
17 夏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复合材料 0121901100235 女 汉族 2019年9月
18 潘佳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复合材料 0121901100327 男 汉族 2019年9月
19 王小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 0121901100732 女 汉族 2019年9月
20 邓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 0121901100734 女 汉族 2019年9月
21 蔡晓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 0121901101331 女 汉族 2019年9月
22 李佳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 0121901100636 女 汉族 2019年9月
23 石子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 0121901100808 男 汉族 2019年9月
24 刘亦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122001101011 男 汉族 2020年9月
25 冯啟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0122001101004 男 汉族 2020年9月
26 李阿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0122001100235 女 汉族 2020年9月
27 赵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0122001101023 男 汉族 2020年9月
28 王恩赐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0122006290907 男 汉族 2020年9月
29 李国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0122003920310 男 汉族 2020年9月
30 方字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0122001100419 男 汉族 2020年9月
31 郭亚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001080235 男 汉族 2020年9月
32 牛军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001080325 男 汉族 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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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张柏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122001101133 女 汉族 2020年9月
34 龚斯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001080323 男 汉族 2020年9月
35 周鹏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成型卓越工程师 0122001080228 男 汉族 2020年9月
36 赵玉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成型卓越工程师 0122001080342 女 汉族 2020年9月
37 张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复合材料与工程 0122001100406 男 汉族 2020年9月
38 肖涵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复合材料与工程 0122001101336 女 汉族 2020年9月
39 于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122001100435 女 汉族 2020年9月
40 曹文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122001101434 女 汉族 2020年9月
41 吴佳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122001101414 男 汉族 2020年9月
42 史春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0122001100934 女 汉族 2020年9月
43 吕福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0122001100503 男 汉族 2020年9月
44 李帅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0121801100827 男 汉族 2020年9月
45 林家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0122001101523 男 汉族 2020年9月
46 周汝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0122001101532 女 汉族 2020年9月
47 朱世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0122001100231 女 汉族 2020年9月
48 方旭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0122001101221 男 汉族 2020年9月
49 琚秋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001080137 女 汉族 2020年9月
50 刘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1131 女 土家族 2021年10月
51 裴寒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0432 女 汉族 2021年10月
52 杨玉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101080427 女 汉族 2021年10月
53 张傲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101080408 男 汉族 2021年10月
54 李照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101080405 男 汉族 2021年10月
55 金向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101080314 男 汉族 2021年10月
56 韩雅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0235 女 汉族 2021年10月
57 赵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1018 男 汉族 2021年10月
58 张金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0727 男 汉族 2021年10月
59 艾乐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0633 女 汉族 2021年10月
60 薛煜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0336 女 汉族 2021年10月
61 张新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101080129 女 汉族 2021年10月
62 杨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1233 女 汉族 2021年10月
63 李建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1508 男 汉族 2021年10月
64 魏源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0128 男 汉族 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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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刘一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0401 男 汉族 2021年10月
66 吴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0931 女 侗族 2021年10月
67 张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101080306 男 汉族 2021年10月
68 贾瑞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122101080132 女 汉族 2021年10月
69 姬亦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1308 男 汉族 2021年10月
70 乔薪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0136 女 汉族 2021年10月
71 杨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0122101101331 女 汉族 202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