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录取学校 录取专业
1 201541604038 李婷婷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华东理工大学 热能工程

2 201541604058 王梦奇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华东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3 201541604054 宋维月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华东理工大学 材料化学工程

4 201541604003 谭春晓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天津大学

5 201541604030 王凯旋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南开大学 药物化学
6 201541604015 蒋琪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华东理工大学

7 201541604065 欧阳杰 化学工程与工艺 湖南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8 201541604063 张俊杰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东南大学 化学工程
9 201541604042 李雨潇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0 201541604041 许汉文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大连理工大学 精细化工
11 201541604011 葛慧雨 化学工程与工艺 浙江大学

12 201541604050 韩祥凯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大连理工大学 工业催化
13 201541604043 李丹 化学工程与工艺 四川大学 化学工艺
14 201541604004 徐爽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天津大学

15 201541604053 孙兴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16 201541604023 周康洁 化学工程与工艺 深圳大学

17 201541604028 张玉杰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国矿业大学 化学工程
18 201541604012 崔傲腾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北京化工大学

19 201541604002 纪宽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国海洋大学

20 201541604040 王艳美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21 201541604059 张立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南昌大学 工业催化
22 201541604061 邱煜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大学 化学工程
23 201541604009 孙维旭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大学

24 201541604005 李承杰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大学

25 201541604029 朱学颖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大学 药物化学
26 201541604052 刘梦凡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国海洋大学 应用化学
27 201541604048 曹康莹 化学工程与工艺 陕西师范大学 化学工程
28 201541604010 于善玉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29 201541604067 李翔宇 化学工程与工艺 成都理工大学 化学工艺
30 201541604006 战艺伟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大学

31 201541604027 陈仲正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大学 化学工程
32 201541604046 聂忠芬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大学 化学工程
33 201541604031 朱庆娇 化学工程与工艺 宁夏大学 化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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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1541605039 庞雅倩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南京农业大学

35 201541602037 刘晓菲 应用化学 大连理工大学 精细化工

36 201541602009 李兆倩 应用化学 湖南大学 分析化学

37 201541602046 宋梦圆 应用化学 复旦大学 物理化学

38 201541602008 王万英 应用化学 南开大学 物理化学
39 201541602032 李丽华 应用化学 大连理工大学 精细化工

40 201541602019 张浩楠 应用化学 四川大学 应用化学
41 201541602058 杜红 应用化学 大连理工大学 物理化学
42 201541602028 于娇娇 应用化学 大连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43 201541602060 赵文玲 应用化学 山东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44 201541602066 张荣荣 应用化学 厦门大学 物理化学
45 201541602029 徐慧琳 应用化学 天津大学 化学工程

46 201541602068 蒋聪聪 应用化学 吉林大学 物理化学
47 201541602069 许艳婷 应用化学 天津大学 化学工程
48 201541602002 苗昱聪 应用化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
49 201541602063 王金可 应用化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工程与技术
50 201541602030 张健 应用化学 青岛大学 化学

51 201541602042 孙梦婵 应用化学 郑州大学 有机化学

52 201541602039 于静 应用化学 中科院化学所 物理化学

53 201541602038 吴鹏飞 应用化学 中国海洋大学 应用化学

54 201541602011 迟雨晴 应用化学 天津大学 化学工艺
55 201541602052 金新 应用化学 青岛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56 201541602016 张特 应用化学 青岛大学 应用化学
57 201541602059 徐法航 应用化学 中国海洋大学 应用化学
58 201541602071 陈芳倩 应用化学 湖北大学 材料化学
59 201541602061 史丽童 应用化学 辽宁大学 物理化学

60 201541602044 王慧 应用化学 青岛科技大学与中科院过程所 化学工程

61 201541602031 吴光辉 应用化学 福州大学 化学工程

62 201541602007 姜秋红 应用化学 大连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63 201541602025 安彬 应用化学 青岛农业大学 化学工艺

64 201541602013 陈孝祖 应用化学 临沂大学 生化分析
65 201541602005 郭秋莹 应用化学 辽宁师范大学 化学
66 201541602020 程超逸 应用化学 青岛大学 化学工程
67 201541601007 赵西函 化学 湖南大学 分析化学

68 201541601014 段小芳 化学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无机化学



69 201541601003 宋洁琼 化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化学
70 201541601042 吴飞 化学 大连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71 201541601033 于芳 化学 浙江大学 化学
72 201541601046 方伟 化学 浙江大学 化工
73 201541601034 朱礼林 化学 厦门大学 物理化学
74 201541601032 王威 化学 华东理工大学 物理化学
75 201541601006 孙祥玉 化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化学
76 201541601026 钟江斌 化学 吉林大学 有机化学
77 201541601010 戴文莹 化学 上海师范大学 高分子物理化学
78 201541601013 刘宁 化学 吉林大学 物理化学
79 201541601016 李萍 化学 吉林大学 分析化学
80 201541601004 王浩然 化学 南开大学 物理花絮
81 201541601008 孙珂 化学 南京邮电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82 201541601031 黄晓连 化学 福州大学 化学工程
83 201541601035 解玉林 化学 山东大学 物理化学
84 201541601044 韩军 化学 中山大学 化学工程（专硕）
85 201541601037 庄婷婷 化学 青岛大学 分析化学
86 201541601023 周珍丽 化学 青岛大学 化学工程
87 201541601041 杨雪媛 化学 青岛大学 化学工程
88 201540909040 周永豪 化学师范 青岛大学 学科教学（化学）
89 201540909007 葛秋晓 化学师范 青岛大学 学科教学（化学）
90 201540909024 宋佳 化学师范 华东理工大学 物理化学
91 201540909003 代文斐 化学师范 青岛大学 学科教学（化学）
92 201540909026 孙瑞涛 化学师范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物理化学
93 201540909018 李琦 化学师范 青岛大学 学科教学（化学）
94 201540909029 王帆 化学师范 宁夏大学 学科教学（化学）
95 201540909025 孙静 化学师范 贵州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化学）
96 201540909037 张倩 化学师范 华东理工大学 物理化学
97 201540909036 于海蓉 化学师范 青岛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
98 201540909004 丁金娜 化学师范 中国石油大学 化学
99 201540909009 姜帆 化学师范 青岛大学 物理化学
100 201540909035 徐斐 化学师范 青岛大学 无机化学
101 201540909028 孙鑫媛 化学师范 齐鲁工业大学 分析化学
102 201540909002 陈鑫 化学师范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无机化学
103 201540909017 李琪 化学师范 青岛大学  化学



104 201540909022 毛玥 化学师范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物理化学
105 201540909020 林重阳 化学师范 南京工业大学 先进材料
106 201540909006 高娟 化学师范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物理化学

专业名称 专业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率

化学工程与工艺 67 34 50.75%

化学师范 39 19 48.72%

应用化学 71 32 45.07%

化 学 48 21 43.75%

合计 225 106 4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