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1 年全国优秀学生暑期学校 

学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本科就读学校 专业 

1 陈雨默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 谢玉洁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3 秦楠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 吴带坤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5 李建华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6 徐迪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7 徐泽泰 北京化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8 李旻咛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化学 

9 孙宇宁 大连海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0 高怀宇 大连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11 关琦凡 大连理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12 孙诗婉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3 徐佳宁 大连理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14 王爱乐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5 史辰致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16 贾天丁 大连理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17 张文广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8 赵文瑾 大连理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19 阿的克古 电子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 

20 杜汐然 东北大学 功能材料 

21 施凌壬 东北大学 冶金工程 

22 李文龙 东北林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3 段宇婷 东北林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4 叶仁伟 东北林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5 亢潇婉 东北林业大学 木材科学与工程 

26 张博程 东北林业大学 材料化学 

27 沈佳悦 东华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28 郭司淼 东华大学 复合材料科学与工程 

29 李诗元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 

30 周婴 东华大学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31 曾心怡 东华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32 徐达 东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3 朱梓豪 东华大学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34 申迪迪 东华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35 赵懿 东华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36 王傲 东华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 

37 潘子恒 东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8 杨子睿 东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9 高寒月 福州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0 李秋芸 福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41 丁学敏 福州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42 丁续安 福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43 陈孝徽 福州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44 兰伟灿 福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45 马书艺 广西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46 陈航 广西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47 韩佳乐 贵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48 范可心 贵州大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49 孙鑫 贵州大学 材料物理 

50 陈景春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51 谢洁 哈尔滨工程大学 高分子与复合材料 

52 陈涵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物理 

53 王晓虎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54 任汉仲 海南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55 顾水丹 海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56 刘入荣 海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57 蒋帅威 合肥工业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58 高冬洁 河北工业大学 功能材料 

59 邓芹婷 河北工业大学 功能材料 

60 刘凡 河北工业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61 刘幻 河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62 郭文慧 河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63 潘雯 河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64 何超威 河海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65 席晓雪 河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66 周雅琴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67 邱铁诚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68 龙信驰 湖南大学 土木工程 

69 胡家骏 湖南大学 土木工程 

70 刘姿慧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71 王俊辉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72 黎意杰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73 王家琳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74 杨伍桀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75 高晨曦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76 任志鸿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77 胡声涵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78 吴昶璇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79 范彬彬 华北电力大学 能源化学工程 

80 商海林 华北电力大学 应用化学 

81 朱湛 华东理工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82 吕耀 华东理工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83 刘文韬 华东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84 纵李娜 华南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85 高寒 华南农业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86 骆小莹 吉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87 马玉洁 吉林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88 刘银娜 暨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89 刘闪 南昌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90 鲍思彤 南昌大学 高分子材料科学 

91 孙启航 南昌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92 夏英豪 南昌大学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93 杨永超 南昌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94 陈雅薇 南昌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95 刘彤彤 南昌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96 潘靖怡 南京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97 段敏芝 南京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98 陈珂 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99 刘沛雨 南京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00 刘若楠 南京理工大学 纳米材料与技术 

101 李嘉雯 南京理工大学 纳米材料与技术 

102 沈黄焱 厦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03 任婷婷 厦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04 许鹏飞 厦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05 高霞 厦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06 李琰琼 厦门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07 杨帆 山东大学 材料物理 

108 李靖 山东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09 袁俊晓 山东大学 材料物理 

110 赵慧卿 山东大学 材料物理 

111 杨盖 山东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12 王梦琦 山东大学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113 张修齐 山东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14 马赫贤 山东大学 材料物理 

115 沈鸿飞 山东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16 蔡汶君 山东大学 材料物理 

117 李佳瑞 陕西师范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118 易舒婷 上海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19 陈飞帆 上海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20 汤庆 上海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21 周崎航 上海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122 余期捷 上海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23 刘康 沈阳建筑大学 土木工程 

124 罗茗遥 沈阳建筑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125 卢佳涛 石家庄铁道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126 程文宇 四川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127 顾千禧 苏州大学 化学 

128 沈青云 苏州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29 郭兴 苏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30 刘雄 太原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31 田海憬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32 胡红洁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33 吴艾峰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化学 

134 孟繁懋 天津大学 功能材料 

135 施晶怡 西北工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136 李彦亭 西北工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37 禹俊辰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138 王璐 西南大学 材料物理 

139 李琳 西南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140 邓文君 西南大学 材料与能源 

141 吴凡 西南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142 李静霖 西南交通大学 高分子材料 

143 宋雨萌 西南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 

144 吴雪敏 西南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5 陈洁 西南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6 江欣 西南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7 张云风 长安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8 聂晓双 长安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149 毛嘉熙 浙江大学 土木工程 

150 程瀚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51 杜佳郡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52 朱紫涵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材料科学与工程 

153 柳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材料化学 

154 车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材料科学与工程 

155 叶宇轩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材料科学与工程 

156 曾思涵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材料科学与工程 

157 余雁 中国海洋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58 陈文亮 中国海洋大学 土木工程 

159 张清硕 中国海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0 曲浩 中国海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1 江北 中国海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2 任钰朗 中国海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3 郝怡冉 中国海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4 焦海龙 中国海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5 闫馨凤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6 张盛 中国矿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67 殷诗怡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8 朱丽涛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9 李檬 中国矿业大学 土木工程 

170 娄子晨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71 杨文杰 中国矿业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172 陈宏基 中国矿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73 林业超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74 牛丽君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75 张明成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76 杨峥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77 徐乐敏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应用化学 

178 刘付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材料科学与工程 

179 马文俊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材料科学与工程 

180 刘诗宇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工程与工艺 

181 张栗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 

182 徐涵池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83 张潇淋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84 黄含艳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85 刘若辰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86 熊崇昊 中南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187 胡东阳 中南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188 曾静怡 中南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189 陈琰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190 蒋德宇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91 苏准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192 李域邦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93 霍达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194 程德旭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95 黄欣欣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196 邝君儿 中山大学 材料类 

197 董元浩 重庆大学 建筑材料科学与工程 

198 徐超 重庆大学 建筑材料工程 

199 赵晶鑫 重庆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0 李春锦 重庆大学 建筑材料工程 

201 李文杰 重庆大学 建筑材料科学工程 

202 沈青 重庆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3 龚靖楷 重庆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4 张悦 重庆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5 刘艳 重庆大学 建筑材料工程 

206 曹薛丰 重庆大学 材料科学 

207 龚思婕 重庆大学 冶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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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杨彤彤 重庆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9 张维福 重庆交通大学 材料物理 

210 曹潘磊 重庆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1 罗启程 重庆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2 高肖雨 同济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13 吴健伟 同济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14 魏昊云 同济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15 张怡妮 同济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16 周欣煜 同济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17 祁铭浩 同济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18 范滋民 同济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19 叶晓璐 同济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20 刘芷箬 同济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21 尚泽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2 林伟康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3 潘婷婷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4 李泽磊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5 胡妍妍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6 王洪进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7 郑书怀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8 邱淑文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9 黄睿豪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0 孙晨铠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1 陈晰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2 李文谦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3 谷帅族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4 王向红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5 张正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6 梁馨月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7 童轶轩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8 杨潇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39 王浩杨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40 赵原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