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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551105223001 薄轶文 材料物理与化学 马儒军 材料物理与化学 马儒军 90

2 100551105223002 李艳婷 材料物理与化学 胡同亮 材料物理与化学 胡同亮 95

3 100551105223003 李孜莹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伟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伟 95

4 100551105223004 杨振东 材料物理与化学 周震 材料物理与化学 周震 95

5 100551105223005 党健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兰冬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兰冬 93

6 100551105223006 郭玉亮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兰冬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兰冬 92

7 100551105223007 王畅 材料物理与化学 戴卫理 材料物理与化学 戴卫理 92

8 100551105223008 冯昊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杨化滨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杨化滨 91

9 100551105223009 徐毓贺 材料物理与化学 孙忠明 材料物理与化学 孙忠明 90

10 100551105223010 马素萍 材料物理与化学 黄毅 材料物理与化学 黄毅 93

11 100551105223011 乔洋 材料物理与化学
吴金雄（代

罗锋）
材料物理与化学 罗锋 90 代罗锋

12 100551105223012 付恩德 材料学 高学平 材料学 高学平 90

13 100551105223013 张灵聪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灿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灿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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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0551105223014 郭金秋 材料物理与化学 张洪波 材料物理与化学 张洪波 95

15 100551105223015 王浩宇 材料物理与化学 袁忠勇 材料物理与化学 袁忠勇 95

16 100551105223016 易茂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柏延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柏延 90

17 100551105281001 刘利利 材料物理与化学 马儒军 材料物理与化学 马儒军 90

18 100551105281002 李晨阳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兰冬（代
陈闪山）

材料物理与化学 陈闪山 80 代陈闪山

19 100551105281005 李灿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兰冬（代
章福祥）

材料物理与化学 章福祥 88 代章福祥

20 100551105281003 王宁宁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兰冬（代
章福祥）

材料物理与化学 章福祥 85 代章福祥

21 100551105281006 张馨艺 材料物理与化学 孙甲明 材料物理与化学 孙甲明 91

22 100551105281007 程明仁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卜显和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卜显和 90

23 100551105281008 信明阳 材料物理与化学 徐加良 材料物理与化学 徐加良 89

24 100551105281009 段英男 材料物理与化学 沈铸睿 材料物理与化学 沈铸睿 90

25 100551105281010 张允鑫 材料物理与化学
黄毅（代龙

官奎）
材料物理与化学 黄毅 92 代龙官奎

26 100551105281012 史广月 材料物理与化学 吴金雄 材料物理与化学 吴金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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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0551105281015 马翼飞 材料物理与化学
吴金雄（代

罗锋）
材料物理与化学 罗锋 98 代罗锋

28 100551105281014 管乐 材料物理与化学
吴金雄（代

罗锋）
材料物理与化学 罗锋 96 代罗锋

29 100551105281017 肖振雪 材料学 李国然 材料学 李国然 91

30 100551105281018 谷建锋 材料学 梁嘉杰 材料学 梁嘉杰 95

31 100551105281025 尹雷雷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杜亚平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杜亚平 90

32 100551105281027 杨振华 材料物理与化学 朱剑 材料物理与化学 朱剑 90

33 100551100558045 陈家彪 材料物理与化学 吴金雄 材料物理与化学 吴金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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