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院
材化部师资队伍链接:

https://chemistry.suda.edu.cn/szdw/list.htm
1 鲍晓光 材化部 xgbao@suda.edu.cn

2 蔡远利 材化部 ylcai@suda.edu.cn

3 蔡忠建 材化部 zjcai@suda.edu.cn

4 曹雪琴 材化部 xqcao@suda.edu.cn

5 曾润生 材化部 zengrunsheng@suda.edu.cn

6 陈冬赟 材化部 dychen@suda.edu.cn

7 陈红 材化部 chenh@suda.edu.cn

8 陈礼平 材化部 lpchen@suda.edu.cn

9 陈小芳 材化部 xfchen75@suda.edu.cn

10 谌宁 材化部 chenning@suda.edu.cn

11 程振平 材化部 chengzhenping@suda.edu.cn

12 崔超华 材化部 cuichaohua@suda.edu.cn

13 戴洁 材化部 daijie@suda.edu.cn

14 邓安平 材化部 denganping@suda.edu.cn

15 狄俊伟 材化部 djw@suda.edu.cn

16 杜玉扣 材化部 duyk@suda.edu.cn

17 樊建芬 材化部 jffan@suda.edu.cn

18 范丽娟 材化部 ljfan@suda.edu.cn

19 封心建 材化部 xjfeng@suda.edu.cn

20 葛健锋 材化部 gejianfeng@suda.edu.cn

21 郭明雨 材化部 guomingyu@suda.edu.cn

22 国霞 材化部 guoxia@suda.edu.cn

23 何学文 材化部 xheao@suda.edu.cn

24 贺竞辉 材化部 jinghhe@suda.edu.cn

25 胡传江 材化部 cjhu@suda.edu.cn

26 黄志斌 材化部 zbhuang@suda.edu.cn

27 黄智豪 材化部 zhhuang@suda.edu.cn

28 纪顺俊 材化部 shunjun@suda.edu.cn

29 贾定先 材化部 jiadingxian@suda.edu.cn

30 靳健 材化部 jjin@suda.edu.cn

31 郎建平 材化部 jplang@suda.edu.cn

32 李宝龙 材化部 libaolong@suda.edu.cn

33 李宝宗 材化部 libaozong@suda.edu.cn

34 李红坤 材化部 hkli@suda.edu.cn

35 李娜 材化部 chemlina@suda.edu.cn

36 李红喜 材化部 lihx@suda.edu.cn

37 李华 材化部 lihuaw@suda.edu.cn

38 李建国 材化部 lijgsd@suda.edu.cn

39 李杰 材化部 jjackli@suda.edu.cn

40 李娜君 材化部 linajun@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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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淑瑾 材化部 shujinli@suda.edu.cn

42 李晓虹 材化部 Lxh83@suda.edu.cn

43 李新明 材化部 xinmingli@suda.edu.cn

44 李亚红 材化部 liyahong@suda.edu.cn

45 李耀文 材化部 ywli@suda.edu.cn

46 李永舫 材化部 liyongfang@suda.edu.cn

47 林韶晖 材化部 linshaohui@suda.edu.cn

48 刘玮 材化部 weiliu@suda.edu.cn

49 刘小莉 材化部 xlliu@suda.edu.cn

50 龙玉梅 材化部 yumeilong@suda.edu.cn

51 路建美 材化部 lujm@suda.edu.cn

52 孟凤华 材化部 fhmeng@suda.edu.cn

53 牛政 材化部 zhengniu@suda.edu.cn

54 潘向强 材化部 panxq@suda.edu.cn

55 任志刚 材化部 renzhigang@suda.edu.cn

56 邵琪 材化部 qshao@suda.edu.cn

57 盛夏 材化部 shengxia@suda.edu.cn

58 苏远停 材化部 ytsu@suda.edu.cn

59 孙宏枚 材化部 sunhm@suda.edu.cn

60 孙欢利 材化部 sunhuanli@suda.edu.cn

61 孙启明 材化部 sunqiming@suda.edu.cn

62 孙如 材化部 sunru924@suda.edu.cn

63 谭庚文 材化部 gwtan@suda.edu.cn

64 唐康健 材化部 kjtang@suda.edu.cn

65 屠一锋 材化部 tuyf@suda.edu.cn

66 屠迎锋 材化部 tuyingfeng@suda.edu.cn

67 万小兵 材化部 wanxb@suda.edu.cn

68 汪顺义 材化部 shunyi@suda.edu.cn

69 王兴旺 材化部 wangxw@suda.edu.cn

70 王勇 材化部 yowang@suda.edu.cn

71 王召 材化部 wangzhao@suda.edu.cn

72 吴新鑫 材化部 xxwu99@suda.edu.cn

73 吴张雄 材化部 zhangwu@suda.edu.cn

74 武照强 材化部 wzqwhu@suda.edu.cn

75 徐凡 材化部 xufan@suda.edu.cn

76 徐敏敏 材化部 xumm@suda.edu.cn

77 徐庆锋 材化部 xuqingfeng@suda.edu.cn

78 徐小平 材化部 xuxp@suda.edu.cn

79 徐信 材化部 xinxu@suda.edu.cn

80 宣孙婷 材化部 stxuan@suda.edu.cn

81 严锋 材化部 fyan@suda.edu.cn

82 严吉林 材化部 yanjl@suda.edu.cn

83 杨甫 材化部 fuyang@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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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杨永刚 材化部 ygyang@suda.edu.cn

85 姚建林 材化部 jlyao@suda.edu.cn

86 姚英明 材化部 yaoym@suda.edu.cn

87 于吉红 材化部 yujihong@suda.edu.cn

88 于谦 材化部 yuqian@suda.edu.cn

89 袁丹 材化部 yuandan@suda.edu.cn

90 袁莉 材化部 yuanli@suda.edu.cn

91 袁琳 材化部 yuanl@suda.edu.cn

92 袁亚仙 材化部 yuanyaxian@suda.edu.cn

93 张丽芬 材化部 zhanglifen@suda.edu.cn

94 张茂杰 材化部 mjzhang@suda.edu.cn

95 张松林 材化部 zhangsl@suda.edu.cn

96 张伟 材化部 weizhang@suda.edu.cn

97 张文华 材化部 whzhang@suda.edu.cn

98 张泽新 材化部 zhangzx@suda.edu.cn

99 张正彪 材化部 zhangzhengbiao@suda.edu.cn

100 赵蓓 材化部 zhaobei@suda.edu.cn

101 赵应声 材化部 yszhao@suda.edu.cn

102 赵优良 材化部 ylzhao@suda.edu.cn

103 郑军伟 材化部 jwzheng@suda.edu.cn

104 周群 材化部 zhq@suda.edu.cn

105 朱晨 材化部 chzhu@suda.edu.cn

106 朱健 材化部 t_zhuj@suda.edu.cn

107 朱琴玉 材化部 zhuqinyu@suda.edu.cn

108 邹建平 材化部 jpzou@suda.edu.cn

109 第五娟 放医
http://fyxy.suda.edu.cn/4c/9a/c9127a216218/page.htm，

diwujuan@suda.edu.cn

110 高明远 放医
http://fyxy.suda.edu.cn/4c/97/c9127a216215/page.htm，

gaomy@suda.edu.cn

111 葛翠翠 放医
http://fyxy.suda.edu.cn/4c/c4/c9127a216260/page.htm，

ccge@suda.edu.cn

112 华道本 放医
http://fyxy.suda.edu.cn/4c/94/c9127a216212/page.htm，

dbhua_lab@suda.edu.cn

113 李瑞宾 放医
http://fyxy.suda.edu.cn/4c/93/c9127a216211/page.htm，

liruibin@suda.edu.cn

114 孙巧 放医
http://fyxy.suda.edu.cn/4c/88/c9127a216200/page.htm，

sunqiao@suda.edu.cn

115 王殳凹 放医
http://fyxy.suda.edu.cn/4c/7b/c9127a216187/page.htm，

shuaowang@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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