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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01 丁一峰 男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微生物学 王小红 食品科学 王小红 提前攻博

2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26 孟晨晨 女 学硕 临沂大学 食品科学 陈福生 食品科学 陈福生 提前攻博

3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7309110018 孙格格 女 学硕 河南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 李艳 食品科学 李斌 提前攻博

5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23 罗小迎 女 学硕 河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 熊善柏 食品科学 熊善柏 提前攻博

7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66 张新帅 男 学硕 河南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 郭爱玲 食品科学 郭爱玲 提前攻博

4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67 张亚杰 女 学硕 天津商业大学 食品科学 李春美 食品科学 李春美 提前攻博

6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49 徐阳 男 学硕 武汉轻工大学 食品科学 潘思轶 食品科学 潘思轶 提前攻博

8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27 牛慧芳 女 学硕 内蒙古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 徐晓云 食品科学 徐晓云 提前攻博

14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44 吴逸岚 女 学硕 山西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 刘石林 食品科学 刘石林 提前攻博

16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74 朱琳 女 学硕 河南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 李春美 食品科学 李春美 提前攻博

15 理学院 2018310110035 刘昊天 男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农药学 陈浩 食品科学 陈浩 提前攻博

11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43 魏露雨 女 学硕 陕西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 陈翊平 食品科学 陈翊平 提前攻博

12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45 武润琳 女 学硕 河南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 刘茹 食品科学 刘茹 提前攻博

10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09 閤春梅 女 学硕 长江大学 食品科学 孙智达 食品科学 孙智达 提前攻博

9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63 岳帅 女 学硕 集美大学 食品科学 何慧 食品科学 黄文 提前攻博

13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34 石凯欣 女 学硕 内蒙古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 潘思轶 食品科学 潘思轶 提前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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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03 陈园园 女 学硕 河南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 李斌 食品科学 李斌 提前攻博

17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76 庞丽丽 女 学硕 安徽农业大学
农产品加工

及贮藏工程
刘睿 食品科学 刘睿 提前攻博

20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16 季安营 男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 魏雪团 食品科学 马爱民 提前攻博

19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35 唐舒鑫 女 学硕 长沙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 徐晓云 食品科学 徐晓云 提前攻博

22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64 张娜威 女 学硕 河南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 李二虎 食品科学 范刚 提前攻博

21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2018309110062 袁婷婷 女 学硕 河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 牛猛 食品科学 赵思明 提前攻博

23 理学院 2018310110036 路莹莹 女 学硕 青岛农业大学 农药学 廖水姣
食品营养与

安全
王承明 提前攻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