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022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022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类型 序号 姓名 类型 序号 姓名 类型 

1 赵质文 直博生 46 马小龙 直博生 91 侯祥云 学硕 

2 王思文 直博生 47 宋鹏飞 直博生 92 康馨瑶 学硕 

3 李丽君 直博生 48 蔡晓佳 直博生 93 陈锶寒 学硕 

4 周峰 直博生 49 孟子博 直博生 94 欧慧婷 学硕 

5 高铎 直博生 50 汪进林 直博生 95 黎维强 学硕 

6 罗燕丽 直博生 51 王诗芬 直博生 96 施咨含 学硕 

7 陈洛怡 直博生 52 陈文韬 直博生 97 巩凤蓓 学硕 

8 李文卓 直博生 53 何健 直博生 98 张正晗 学硕 

9 曹明浩 直博生 54 范哲欢 直博生 99 喻婷 学硕 

10 王睿祺 直博生 55 刘潇 直博生 100 冷广童 学硕 

11 经鸿雁 直博生 56 饶晶鑫 直博生 101 王先城 学硕 

12 陈飞鸿 直博生 57 吴昊哲 直博生 102 林俊臻 学硕 

13 杨舒婷 直博生 58 江欣雨 直博生 103 殷光亮 学硕 

14 潘佳怡 直博生 59 韩子涧 直博生 104 刘仁洁 学硕 

15 陈怡敏 直博生 60 张乐晗 直博生 105 张易炜 学硕 

16 王顺 直博生 61 汪雅莹 学硕 106 张清博 学硕 

17 杨媛杰 直博生 62 刘含 学硕 107 李鸿渊 学硕 

18 沈天颐 直博生 63 袁文慧 学硕 108 晏梦锟 学硕 

19 叶云飞 直博生 64 韩红伯 学硕 109 杨紫薇 学硕 

20 张笑凡 直博生 65 王逸昂 学硕 110 陈菲 学硕 

21 韩旭腾 直博生 66 康凯歌 学硕 111 李惠雯 学硕 

22 张雨 直博生 67 肖福凌 学硕 112 徐颖欢 学硕 

23 何澎莹 直博生 68 魏远 学硕 113 孙国栋 学硕 

24 黄依丹 直博生 69 卢宇豪 学硕 114 兰羽秋 学硕 

25 朱映蓉 直博生 70 王舒婷 学硕 115 杭佳颖 学硕 

26 沈诗怡 直博生 71 顾奕敏 学硕 116 诸佳民 学硕 

27 柯文军 直博生 72 王子涵 学硕 117 许可 学硕 

28 郇歆宇 直博生 73 孟雪 学硕 118 王照坤 学硕 



29 朱忠慧 直博生 74 蒋袁鹏 学硕 119 李赟 学硕 

30 张钰 直博生 75 徐亦阳 学硕 120 毛梦菲 学硕 

31 伍丽燕 直博生 76 李彦辰 学硕 121 邵亚楠 学硕 

32 乔雅君 直博生 77 杨丽雅 学硕 122 徐奕轩 学硕 

33 季宇泽 直博生 78 周婷 学硕 123 江秀贤 学硕 

34 梅雨 直博生 79 郭景丽 学硕 124 沈莉玲 学硕 

35 何宁 直博生 80 马楚瑶 学硕 125 刘椿香 学硕 

36 王汇隆 直博生 81 顾龙华 学硕 126 李文鲜 专硕 

37 王洋 直博生 82 卢珊 学硕 127 杨冰洁 专硕 

38 安宇翔 直博生 83 宰秋红 学硕 128 胡子怡 专硕 

39 李欣兴 直博生 84 池亿佳 学硕 129 李婉 专硕 

40 张一弛 直博生 85 张咏馨 学硕 130 王旻 专硕 

41 徐漫 直博生 86 岑心一 学硕 131 成嘉欣 专硕 

42 李雯静 直博生 87 王嘉月 学硕    

43 何秋瑾 直博生 88 王诗彤 学硕    

44 陈莹 直博生 89 周海玲 学硕    

45 沈鑫龙 直博生 90 张玉香 学硕    

说明：直博生不占硕士招生计划 

 

公示时间：2021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1 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者请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生教育处联系。  

联系电话：021-50805910 

联系人：胡仲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