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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东华科技-恒逸石化杯”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华中赛区预选赛

赛区奖拟授奖名单

华中赛区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安徽工程大学 格运力行
王博文、程波、项琳琳、王

陈亮、徐杨

霍朝飞、李芳、魏学岭、潘

梦、杨仁春

合肥工业大学 dream catcher
史克年、杨杰、段峄玮、厉

云路、郝悦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

徐超、朱文拿

合肥工业大学 生生步烯
贾树寅、于竞超、朱旭、方

耀、方满娣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

范小明、朱文拿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键酯未来

李云云、吴城瑜、邢腾、刘

耀斌、夏星星

姚运金、徐超、杨则恒、姚

鑫、曹付虎

合肥学院 风雨兼程
胡登成、陈慧雅、井梦梦、

史娇娇、谷轩

胡科研、秦广超、王玉、高

大明、董强

河南大学 烯部大开发
张超、陈慧慧、刘剑、刘贺

芳、李恒博

张予东、郭泉辉、李谦、李

娟、李庆华

江西理工大学 乙燃乙爆炸
赵春蝶、胡泽汇、张潘、范

迎杰、李天余

李敏、邹来禧、欧阳少波、

朱丽华、陈火平

九江学院 永无酯境
刘世锋、周舟、卢摇、方

钰、彭燕

刘祥丽、李国朝、杨涛、曾

湘晖、乔波

武汉工程大学
WIT 队

尹辉、杨琪、曾佳、郑磊

钊、吴佳文

杨犁、金放、张林锋、喻发

全

郑州大学 物以烯为贵
叶晓林、杜伟伟、朱鑫鑫、

赵婧利、郭晓蝶

白净、段锟、张亚涛、侯翠

红

郑州大学 烯酯浪
黄蜜、韦芳芳、王笑、潘禹

彤、张自强

白净、段锟、张亚涛、侯翠

红

郑州轻工业大学 nova 5c
姬续征、贺腾飞、何承浩、

冯昊、袁子茜

杜俊平、张建强、蔡立芳、

李亚坤、韩光鲁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华中赛区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安徽工程大学 柚子皮
刘颖豪、徐瑞、赵永慧、孙

艳艳、吴涛

霍朝飞、李芳、潘梦、李兴

扬、唐定兴

安徽工业大学 相乙为酯
王志瑞、马占美、唐传梅、

笪森寅、陈瑞

雷昭、谢瑞伦、万超、凌强、

王知彩

滁州学院 酯环王
孙浩、阮友霞、赵嘉欣、张

若男、胡译文

王余杰、周阿洋、马田林、冯

建华、陈纲领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人齐发车

戚良元、孙大雨、马旭、杜

芮羽、曹操

姚运金、徐超、杨则恒、姚

鑫、胡桂菊

合肥师范学院 今烯何烯
伍思颖、林慧康、陈春敏、

段宏亮、刘军

唐永强、杨潇、程华、陈蕾、

王方阔

河南大学 拿手好烯
付换然、胡彩华、朴微佳、

郭孟飞、王岭岭

郭泉辉、汤雁婷、刘勇、李

杰、李庆华

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 华龙
吕向阳、徐静宇、吕洁、何

碧娇、袁鑫

原超毅、石贤举、杨河峰、郭

立鹏、袁珍珍

湖北工业大学 易燃易爆队
余文卉、陆江锋、鲁佳丽、

严静兰、张枫楷

唐强、孙丹、范明霞、闵捷、

胡兵

湖北民族大学 烯途行者
贺子文、罗云波、付雨、王

嘉璐、孙文涓
程新华、谭海燕、邵宇

湖北文理学院 Greenland
裴斐、李想、徐迎迎、章先

刚
鲁俊、徐想娥、程振锋

江汉大学 中石化江大分厂
潘建敏、赵昌昊、龚柴弘、

张琳、穆昌会

邹琳玲、安良、晋梅、吴宇

琼、胡茂从

南阳理工学院 Lemon Tree
杨腾龙、田承督、田坤、王

鹏、付凯

刘建连、李朝艳、谢英男、叶

红勇、李入林

南阳理工学院 秋名山车队
宋玮、孙利、赵军凯、王浚

溪、周娅兰

李朝艳、刘建连、谢英男、叶

红勇、李入林

平顶山学院 平烯湖畔
李港辉、谢博文、钟雄辉、

张金朋、关义萌

韩永军、罗晓强、田刚、褚松

茂、徐伏

三峡大学
ITCS

贺婷、章雅、马源、荣子

豪、苏开力买
李德莹、胡为民、刘杨

三峡大学 系统警告
李玉杰、周官、季洁、游新

宇、石青

罗华军、刘呈雄、田毅红、胡

为民

武汉工程大学 Innovators
梅天果、黄才双、郑鸣、李

琪、乐会

金放、杨犁、张林锋、徐源

来、喻发全

周口师范学院 Penta Kill
郭军令、田孟娜、聂慧琳、

魏梦茹、宋妮子

李志伟、王筠、陈泳兴、殷留

义、刘芳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华中赛区贰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池州学院 胜利者联盟
梁凯、望正凯、韩梅、孔潇

绮

盛敏刚、王丽丽、桂君、钱立

武、王瑞侠

滁州学院 一“醋”而就
宋丹慧、石阳、陈瑞瑞、常

学仁、虞泽耀

王余杰、周阿洋、马田林、冯

建华、陈纲领

合肥工业大学 酯短情长
郝红超、李瑞瑞、袁霖之、

房高宏、卢昊鹏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徐

超、朱文拿

合肥工业大学 酯问东烯
李麒泽、李晟辉、杨成果、

陈浦、何涛

姚运金、杨则恒、范小明、朱

文拿、徐超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Glimmers

仲国瑞、何景楠、周豪、王

宇阳、刘盼丽
姚鑫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工子设计

党兆晖、张霄虎、吴懿达、

张金亮、欧玉蝶

杨则恒、姚鑫、姚运金、徐

超、曹付虎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酯点江山

胡根银、叶名玮、江昊天、

罗瑞琦、吴谨妤

杨则恒、姚鑫、姚运金、徐

超、胡桂菊

河南大学 醋烯长谈
耿雪、崔露露、刘鑫、俞

菲、王志豪

郭泉辉、汤雁婷、刘勇、常志

显、李庆华

湖北文理学院 柠檬队
王傲宇、张俊文、冯兴刚、

唐雪婷、丁佳倩

程振锋、程华、黄琳、汪万

强、徐想娥

九江学院 风启
黄鑫、汪萍、蔡子薇、杨监

辉、李东兴

刘祥丽、李国朝、杨涛、曾湘

辉、乔波

南阳理工学院 V 字队
曹晓草、姚婷、舒紫景、肖

高洁、牛露奇

李朝艳、刘建连、谢英男、叶

红勇、李入林

南阳师范学院 MCR
乔东玉、刘双艳、李艳华、

刘聪聪、徐澳
王琳

平顶山学院
烯瓜要加冰

李科瑶、陈奎杰、崔萍萍、

张旭、张浩花

韩永军、罗晓强、曹云丽、王

莉、李青彬

三峡大学 SSS
张祖源、邹震、曹凤书、周

笑寒、左姗
胡为民、刘杨、李德莹

三峡大学 三大烯望
张银、颜华玲、王娟、沈癸

寅、雷晶鹏

罗华军、刘呈雄、陈永盛、田

毅红

武汉工程大学
Green-Chem-

2025

万仁、周良、高晓彬、刘文

哲、杜懿霖
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镁梦成真
秦佳欣、王兔、陈志超、谢

欣蓉、石庭芳
杨犁、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烃说
蒲帅、田世林、刘发发、欧

佳龙、王叶

喻发全、田世林、殷霞、王建

芝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武汉工程大学 卓稀队
夏开星、欧阳坤、侯路遥、

徐见、刘雨格
金放、殷霞、王建芝、李辉

武汉科技大学 三弓路 947 号
揭超俊、刘昶、朱道云、李

梦媛、赵虎

欧阳曙光、吴晓琴、雷杨、程

正载、刘丽霞

郑州大学 雏鹰联盟
李俊锋、岑振凯、黄梦雪、

郭碧莹、刘相廷
白净、段锟、张亚涛、侯翠红

郑州大学 碳为冠酯
李厦厦、李笑艳、孙楠、李

卫卫、李昀航
白净、李奕帆、张亚涛、李涛

郑州大学 众酯成城
张志普、张萌胧、申晓影、

马武举、李文磊
白净

郑州轻工业大学 酯得烯盈
李浩杰、杨淇越、廉中义、

李贤坤、杨玉卓

蔡立芳、孙雨安、李皓、尹志

刚、李卓谦

华中赛区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安徽大学 砥砺前行
李田田、年思宇、杨玉婷、

叶阳阳、吴展成

项东、刘久逸、李芳、徐畅、

黄毅萍

安阳工学院 制酯而论
李元润、刘佳奇、胡雅靓、

姬为龙、李博文

张艳维、刘森、赵凌、黄建

平、张允

池州学院 秋浦战队
丁瑞龙、凌梦瑶、余木兰、

魏美佳、刘宇

王丽丽、盛敏刚、钱立武、肖

新乐、王瑞侠

合肥工业大学 VAC-Makers
孙银波、伍廉升、印体健、

魏腾龙、石磊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徐

超、朱文拿

合肥工业大学 乙往酯前
程修龙、王强、龚瑞杰、李

俊达、池梓维

姚运金、杨则恒、范小明、徐

超、朱文拿

合肥工业大学 酯怕有心人
彭峥利、石志伟、黄杨、张

航、王治学

姚运金、杨则恒、张卫新、范

小明、朱文拿

河南城建学院 进击的醋酸君
张士林、王海洋、路腾、姚

亚楠、梁秀凤

李刚、刘丽华、王要令、陈英

赞、张延兵

湖北大学 CHO 队
阙水晶、张袭南、许文佳、

龚健康、秦婉筠

龙华丽、杨世芳、刘晓光、赵

道辉、江叔芳

湖北工业大学 道尔顿队
胡志超、顾嘉凯、刘润群、

肖金涛、陈诺

范明霞、袁颂东、汪国栋、范

宜艳

湖北工业大学 五仁月饼
李德源、蓝莹莹、曾家鑫、

杨姿、晏文俊

谭军军、唐强、孙丹、胡兵、

聂龙辉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C 森林

熊春勇、尹立奋、胡学武、

李深、郑海松
郭高丽、张婷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Unveil the C-D

胡艳玲、向文康、雷诗涵、

张文婧、徐小芳
郭高丽、张婷

湖北民族大学 硒都锦鲤
蔡文青、陈奇、皮佳欣、苏

霞、刘丽

石新雨、周红艳、杨小洪、胡

盛、冯附

江汉大学
氦氖氩氪氙氡

吴成汉、付祥南、王嘉欣、

秦雨昕、陆燕梅

邹琳玲、吴宇琼、安良、姚振

华、晋梅

九江学院 核反应堆
郑苏霞、崔雪、刘思含、刘

飞鸿、王葛

刘祥丽、李国朝、杨涛、曾湘

晖、乔波

九江学院 举个栗子
吴振宇、谢军、刘航、刘天

雄、刘章珍

刘祥丽、李国朝、杨涛、曾湘

晖、乔波

九江学院 破冰
徐海泉、沙浩、邱浩东、金

小芳、李霞灵

刘祥丽、李国朝、杨涛、曾湘

晖、乔波

武汉理工大学 盟盟说的都队
陈代表、周汛、郭盟亚、王

坤、杨玳雯
张光旭、常刚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