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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获奖名单 

 

“金桥盐化杯”第三届江苏省大学生化学化工实验竞赛 

获奖情况一览表 

化学组一等奖 

序号 参赛学校 学生姓名 选手编号 获奖等级 

1 常熟理工学院 张菲菲 C0101 一等奖 

2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尹智慧 C0601 一等奖 

3 江南大学 徐思伟 C1001 一等奖 

4 江苏大学 王  爽 C1103 一等奖 

5 南京大学 陈可豪 C1901 一等奖 

6 南京大学 徐姝婷 C1903 一等奖 

7 南京工业大学 张韫喆 C2202 一等奖 

8 南京工业大学 杜  珂 C2201 一等奖 

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  斌 C2402 一等奖 

10 南京理工大学 郑介明 C2501 一等奖 

11 南京农业大学 王亚坤 C2803 一等奖 

12 南京师范大学 朱紫钰 C2902 一等奖 

13 苏州大学 夏爱游 C3702 一等奖 

14 扬州大学 丁振杰 C4303 一等奖 

15 中国药科大学 王遣 C4603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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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组一等奖 

序号 参赛学校 学生姓名 选手编号 获奖等级 

1 东南大学 朱恺 E0502 一等奖 

2 淮阴师范学院 陈健 E0901 一等奖 

3 南京大学 盛杰 E1901 一等奖 

4 南京理工大学 刘文杰 E2501 一等奖 

5 南京理工大学 赵晓娟 E2503 一等奖 

6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梁旭光 E2603 一等奖 

7 南京林业大学 李道昱 E2703 一等奖 

8 南京林业大学 刘壮壮 E2702 一等奖 

9 南京师范大学 杜春泽 E2901 一等奖 

10 盐城师范学院 从扬 E4203 一等奖 

11 中国矿业大学 霍慕杰 E4501 一等奖 

 

化学组二等奖 

序号 参赛学校 学生姓名 选手编号 获奖等级 

1 常州大学 李维维 C0203 二等奖 

2 东南大学 崔文俊 C0502 二等奖 

3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盛杰 C0603 二等奖 

4 淮阴工学院 徐洋洋 C0801 二等奖 

5 淮阴师范学院 刘青 C0901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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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南大学 智婉婉 C1003 二等奖 

7 江苏警官学院 陈文俊 C1302 二等奖 

8 江苏理工学院 唐艳华 C1503 二等奖 

9 南京大学 顾佳亮 C1902 二等奖 

10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吴高飞 C2001 二等奖 

11 南京理工大学 胡灿洋 C2502 二等奖 

12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嵇素素 C2602 二等奖 

13 南京林业大学 徐冠锋 C2702 二等奖 

14 南京晓庄学院 蔡颖 C3002 二等奖 

15 南京医科大学 匡雨琼 C3301 二等奖 

16 南京医科大学 刘芸奇 C3303 二等奖 

17 苏州大学 张利明 C3703 二等奖 

18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张成 C3801 二等奖 

19 盐城工学院 程润 C4102 二等奖 

20 盐城师范学院 张丽丽 C4202 二等奖 

21 盐城师范学院 陈晓云 C4201 二等奖 

 

化工组二等奖 

序号 参赛学校 学生姓名 选手编号 获奖等级 

1 常熟理工学院 陈燕红 E0103 二等奖 

2 常州大学 许重九 E0201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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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南大学 王泉高 E0503 二等奖 

4 江苏师范大学 王明园 E1601 二等奖 

5 南京大学 张艺扬 E1902 二等奖 

6 南京大学 阮弋帆 E1903 二等奖 

7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惠嘉诚 E2002 二等奖 

8 南京工业大学 范佳辉 E2203 二等奖 

9 南京理工大学 陈立铎 E2502 二等奖 

10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孟民阳 E2601 二等奖 

11 南京林业大学 曹家瑞 E2701 二等奖 

12 南京师范大学 陈奥天 E2903 二等奖 

13 南通大学 张爱健 E3602 二等奖 

14 徐州工程学院 林云 E4001 二等奖 

15 盐城师范学院 王跃桦 E4202 二等奖 

16 中国矿业大学 潘海花 E4502 二等奖 

17 中国矿业大学 杜静静 E4503 二等奖 

 

化学组三等奖 

序号 参赛学校 学生姓名 选手编号 获奖等级 

1 常熟理工学院 袁志勇 C0102 三等奖 

2 常熟理工学院 赵李洋 C0103 三等奖 

3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戴强 C0302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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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州工学院 李尧 C0402 三等奖 

5 东南大学 王健 C0503 三等奖 

6 淮海工学院 杨晶晶 C0702 三等奖 

7 江苏大学 肖晶晶 C1102 三等奖 

8 江苏大学 朱芳芳 C1101 三等奖 

9 江苏警官学院 蔡呈鑫 C1301 三等奖 

10 江苏科技大学 周伟 C1401 三等奖 

11 江苏理工学院 李顺 C1501 三等奖 

12 江苏师范大学 吴青青 C1601 三等奖 

13 江苏师范大学 曹晓薇 C1603 三等奖 

14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

学院 
林慧 C1701 三等奖 

15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

学院 
孙婉婉 C1703 三等奖 

16 金陵科技学院 庞晓滢 C1801 三等奖 

17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刘伟 C2003 三等奖 

18 南京工程学院 肖扬 C2102 三等奖 

19 南京工业大学 白  磊 C2203 三等奖 

2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志杰 C2401 三等奖 

21 南京理工大学 文晶晶 C2503 三等奖 

22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田蕾 C2603 三等奖 

23 南京林业大学 王成 C2701 三等奖 

24 南京农业大学 张齐 C2802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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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南京师范大学 陈荣静 C2901 三等奖 

26 南京师范大学 朱超泽 C2903 三等奖 

27 南京晓庄学院 邬爽迪 C3001 三等奖 

28 南京晓庄学院 刘睿 C3003 三等奖 

29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聂琳 C3103 三等奖 

30 南京医科大学 胡巧丽 C3302 三等奖 

31 南京邮电大学 林冬青 C3402 三等奖 

32 南京中医药大学 陆梦滢 C3503 三等奖 

33 南通大学 雍婷婷 C3602 三等奖 

34 南通大学 陈琪 C3601 三等奖 

35 南通大学 张国鼎 C3603 三等奖 

36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许明 C3802 三等奖 

37 苏州科技学院 朱威 C3901 三等奖 

38 徐州工程学院 翟文斌 C4003 三等奖 

39 盐城工学院 胡学锋 C4101 三等奖 

40 盐城师范学院 卞朝俊 C4203 三等奖 

41 中国矿业大学 贺信淳 C4502 三等奖 

42 中国药科大学 王爽 C4602 三等奖 

 

化工组三等奖 

序号 参赛学校 学生姓名 选手编号 获奖等级 

1 常熟理工学院 罗凯 E0101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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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州大学 董志帅 E0203 三等奖 

3 常州大学 樊涵怡 E0202 三等奖 

4 东南大学 韩明辰 E0501 三等奖 

5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薛茹 E0602 三等奖 

6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吴伟 E0601 三等奖 

7 淮海工学院 张颖 E0703 三等奖 

8 淮阴工学院 杨清 E0802 三等奖 

9 淮阴工学院 刘传涛 E0801 三等奖 

10 淮阴师范学院 朱永梅 E0902 三等奖 

11 江南大学 陈燕 E1001 三等奖 

12 江苏大学 吴  疆 E1103 三等奖 

13 江苏大学 杨  蕾 E1102 三等奖 

14 江苏科技大学 曹志桄 E1402 三等奖 

15 江苏科技大学 曹春纪 E1401 三等奖 

16 江苏师范大学 王爱芳 E1602 三等奖 

17 江苏师范大学 李宁 E1603 三等奖 

18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

学院 
徐云 E1703 三等奖 

19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杨玲 E2003 三等奖 

20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王彪 E2001 三等奖 

21 南京工业大学 李玮 E2202 三等奖 

22 南京工业大学 李良慧 E2201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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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

学院 
董兴源 E2303 三等奖 

24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

学院 
薛伟 E2302 三等奖 

25 南京师范大学 张丽敏 E2902 三等奖 

26 南京晓庄学院 常盼盼 E3003 三等奖 

27 南京晓庄学院 姚明 E3001 三等奖 

2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于明波 E3103 三等奖 

29 苏州科技学院 赵雪华 E3901 三等奖 

30 盐城工学院 胡亚龙 E4101 三等奖 

31 盐城师范学院 贺奎玲 E4201 三等奖 

32 扬州大学 王宇 E4302 三等奖 

33 中国药科大学 吴月 E4602 三等奖 

 

化学组竞赛奖 

序号 参赛学校 学生姓名 选手编号 获奖等级 

1 常州大学 张维 C0202 竞赛奖 

2 常州大学 盛绕 C0201 竞赛奖 

3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刘茹 C0303 竞赛奖 

4 常州工学院 甘心雨 C0401 竞赛奖 

5 常州工学院 叶文玲 C0403 竞赛奖 

6 东南大学 夏彭仁 C0501 竞赛奖 

7 淮海工学院 程法凯 C0703 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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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淮阴工学院 曹海敬 C0802 竞赛奖 

9 淮阴师范学院 王卿 C0903 竞赛奖 

10 江南大学 刘亚芝 C1002 竞赛奖 

11 江苏警官学院 王鼎立 C1303 竞赛奖 

12 江苏科技大学 刘贵峰 C1402 竞赛奖 

13 江苏理工学院 储琳香 C1502 竞赛奖 

14 江苏师范大学 冯潇妍 C1602 竞赛奖 

15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

学院 
史颖 C1702 竞赛奖 

16 金陵科技学院 夏国祥 C1802 竞赛奖 

17 南京工程学院 刘灿灿 C2103 竞赛奖 

18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

学院 
奚丹 C2302 竞赛奖 

19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

学院 
高娟 C2301 竞赛奖 

20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

学院 
何雪梅 C2303 竞赛奖 

2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雷涛 C2403 竞赛奖 

22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黄程 C2601 竞赛奖 

23 南京农业大学 谢菲 C2801 竞赛奖 

2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滨江学院 
费乾峰 C3203 竞赛奖 

25 南京邮电大学 杨涛 C3403 竞赛奖 

26 苏州大学 赵莹莹 C3701 竞赛奖 

27 苏州科技学院 陆丹怡 C3902 竞赛奖 

28 徐州工程学院 马纯 C4002 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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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徐州工程学院 陈巧悦 C4001 竞赛奖 

30 盐城工学院 武美 C4103 竞赛奖 

31 扬州大学 秦飞 C4302 竞赛奖 

32 扬州大学 郑朝霞 C4301 竞赛奖 

33 中国矿业大学 徐洲 C4501 竞赛奖 

34 中国药科大学 陶敏 C4601 竞赛奖 

 

化工组竞赛奖 

序号 参赛学校 学生姓名 选手编号 获奖等级 

1 常熟理工学院 申静静 E0102 竞赛奖 

2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潘庭婷 E0603 竞赛奖 

3 淮海工学院 石锐 E0701 竞赛奖 

4 淮海工学院 郑文圣 E0702 竞赛奖 

5 淮阴工学院 卜淼淼 E0803 竞赛奖 

6 淮阴师范学院 张春艳 E0903 竞赛奖 

7 江南大学 程晓杰 E1002 竞赛奖 

8 江苏大学 王  鹏 E1101 竞赛奖 

9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吴康 E1203 竞赛奖 

10 江苏科技大学 宋春森 E1403 竞赛奖 

11 江苏理工学院 唐俊杰 E1503 竞赛奖 

12 江苏理工学院 毛丽 E1502 竞赛奖 

13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 希姗姗 E1702 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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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14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

学院 
缪维青 E1701 竞赛奖 

15 金陵科技学院 吴春艳 E1803 竞赛奖 

16 金陵科技学院 顾钰 E1801 竞赛奖 

17 南京工程学院 王磊 E2101 竞赛奖 

18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

学院 
周德洋 E2301 竞赛奖 

19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吴飞 E2602 竞赛奖 

20 南京晓庄学院 陆飞燕 E3002 竞赛奖 

21 南通大学 翟侃侃 E3603 竞赛奖 

22 苏州大学 冯婷 E3702 竞赛奖 

23 苏州科技学院 吴怡 E3902 竞赛奖 

24 徐州工程学院 王涵博 E4003 竞赛奖 

25 盐城工学院 成瑞 E4102 竞赛奖 

26 盐城工学院 秦佳雯 E4103 竞赛奖 

27 扬州大学 吴涛 E4303 竞赛奖 

28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倪小琴 E4401 竞赛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