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学号 姓名 专业 评优类别
药学院 201511018 于世慧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2023 程丽珍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2026 郭宇婷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2029 蒲晨光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2040 盖秀梅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2060 时佳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2099 杜月莹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2118 王玉丹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2121 吴文英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2147 陈娇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2153 闫波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3181 马淑萍 药学（药物分析学）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3187 卓立蒙 药学（药物分析学）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3259 王倩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513260 李宁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1017 周方圆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1018 李金宇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1021 赵汉卿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1022 朱志红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1025 张建青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019杨德功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034 杨阳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053 李金龙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060 李东阳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073 王玉美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088 崔悦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090 谷小婷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093 丁科文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110 张雪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114 王佳月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119 吕明明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126 朱烨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2132 李亦然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3161 温永青 药学（药物分析学）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3168 李朔 药学（药物分析学）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3178 罗利峰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3183 李跃男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3200 李婷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3208 丁思远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3209 卓学志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3216 朱诗萌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3218 吕艺伟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3219 崔梦锁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1047 李刚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1051 胡金星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1057 欧阳敬平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1058 栾升霖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1062 汤迎湛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281 秦本林 化学工艺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284 李云晶 生物化工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293 杨飞 应用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303 朱明月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318 王小强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327 徐航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338 王娇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345 洪泽新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353 李桢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354 范占芳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355 葛琪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358 马天一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2360 杨秀秀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3364 马阳 药学（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3370 刘悦 药学（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3371 王月婷 药学（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523399 李娜 制药工程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1054 李林蔚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2266 沈琪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2270 成高亮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2295 田野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3309 魏鹏 药学（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1064 张丹丹 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1070 王文豹 天然药物产物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1089 贾翠翠 中药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2409 王梦石 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2414 王亚丹 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2416 苏航 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2429 陈少飞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2432 胡旭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2456 梁宏刚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2469 陈盛双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2470 何芮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2485 程烨哲 中药学（中药分析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3503 李峥嵘 中药学（中药制剂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3504 刘佳星 中药学（中药制剂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3508 徐玮蔚 中药学（中药鉴定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3524 赵颖 中药学（中药资源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3537 高乐 药学（天然药物化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533540 吴韶 药学（天然药物化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1070 周地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1074 丁萌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2363 张玉 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2366 苏天琪 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2370 奚宇菲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2411 崔轶达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2427 秦建秀 中药学（中药制剂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2434 韩阳 中药学（中药分析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3452 刘梦祺 中药学（中药制剂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3476 孙英男 药学（天然药物化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3482 徐阳 药学（天然药物化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633490 杨钒 药学（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710054 王雨微 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
中药学院 201710074 齐钰 中药学 优秀研究生
工商管理学院 201541097 袁丽 药事管理学 优秀研究生
工商管理学院 201542547 吴中 会计学 优秀研究生
工商管理学院 201542563 侯悦 药事管理学 优秀研究生
工商管理学院 201542564 段晓敏 药事管理学 优秀研究生
工商管理学院 201542566 曹诗雨 药事管理学 优秀研究生
工商管理学院 201642496 郑义 技术经济及管理 优秀研究生
工商管理学院 201643522 刘欢 药学（药事管理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工商管理学院 201643524 安晨雨 药学（药事管理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11040 王鹏伟 临床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12085 刘嫄 临床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2587 王雪霖 生物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2593 蔡颖 生物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2600 王凯林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2611 赵健超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2646 应珂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2654 蓝毅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2655 葛玉丹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2659 周文龙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2668 崔佳慧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2669 张慧娟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3695 刘美莹 药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1102 李裕鑫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1114 侯颖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1115 柳丹阳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1121 尚琳琳 临床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567 侯少阳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573 吴文涛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577 罗皓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588 张文鹤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599 杨德朋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602 李幸薇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608 刘禹彤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616 杜银环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619 刘派含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623 周雪娇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646 宋林 临床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3685 刘姿 药学（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3689 高美琪 药学（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710092 孙郡阳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710100 沈继伟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511022 杨晓静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511033 王惠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512044 张申武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513160 秦晓童 药学（药物分析方向）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551108 包宇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552623 罗志英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612072 崔维平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613202 刘艳莹 药学（药剂学方向）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632425 暴恬卉 中药学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633448 邓月 中药学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710108 赵东阳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710109 史长智 药物制剂 优秀研究生
无涯学院 201710113 张正瑜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
药学院 201611010 邢昊楠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1023 张倩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2029 李佳琪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2070 刘铭琦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2077 鹿月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2094 王毅帆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2099 程聪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2127 才艺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3180 彭博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3188 何叶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3212 高思琦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3215 魏辰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710020 杜月 药物分析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1055 王淑祥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2256 安然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2257 赵颖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2258 陈少威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2259 周亚南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2261 田良良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3334 陈军宁 药学（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3339 胡红伟 药学（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1063 廖争争 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1077 张薇 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2373 谢闯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2387 佟紫薇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2429 吴桐 中药学（中药制剂学方向）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3449 李平飞 中药学（中药制剂学方向）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3471 孙朋月 中药学（中药生物技术方向）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3488 孙鑫 药学（生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710066 陈雪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工商管理学院 201643516 冯雪飞 药学（药事管理学方向）优秀研究生干部
工商管理学院 201643523 何林健 药学（药事管理学方向）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551098 武英才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1100 刘立成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1101 陈晓堂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541 刘晓濛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554 韩先楚 中西医结合基础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605 侯圣群 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640 郑晨 临床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3686 刘美乔 药学（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3690 王雪楠 药学（药理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无涯学院 201511013 李真宝 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无涯学院 201513258 陶文慧 药学（药剂学方向）优秀研究生干部
无涯学院 201522310 杨爽 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无涯学院 201652568 薛世平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3150 张阳 药学（药物分析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3181 周壮 药学（药剂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2141 怀佳欣 药物分析 优秀研究生干部
药学院 201612122 张会平 药物分析 优秀研究生干部
制药工程学院 201623323 武国东 药学（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2403 杨毅仁 天然药物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3463 张晓婉 中药学（中药分析）优秀研究生干部
中药学院 201633439 李美辰 中药化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3676 高文慧 药学（临床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576 张小溪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3697 唐军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201652590 李娟娟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