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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设计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确认授奖团队名单（华南赛区）公布通知 

“天正设计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华南赛区拟授奖名单已于

年 8月 30日至年 9月 4日在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网上公示。在公示期间，

竞赛委员会未收到关于华南赛区拟授奖人有违背《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章程》

行为的举报邮件，因此确认拟授奖名单中各团队的受奖资质有效。 

公示期间，有关参赛团队对公示的团队成员和指导教师信息进行了核对、补

充和确认。根据反馈信息补充修订的确认授奖名单见附件，全国竞赛委员会将据

此制作获奖证书并邮寄给获奖学校的竞赛负责教师，由负责教师分发给获奖团队

和指导教师。请各校负责老师收到邮寄的证书后发送确认邮件到全国竞赛委员会

秘书处邮箱（ichezju@foxmail.com）。 

特此公告 

 

中国化工学会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2021年 9月 5日 

 

附件：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确认授奖团队名单公布-华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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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天正设计杯”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确认授奖团队名单公布（华南赛区） 
 

 

贰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北部湾大学 醇之队 
何天昌、郭显栋、李瑞琦、

刘椿梅、岑乙梅 
罗祥生、赖家凤、颜曦明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咚咚羟 

周雁婷、张家杰、叶倩、叶

翠花、陈思婷 

唐小勇、刘洪博、王淑波、李

青云、矫庆泽 

东莞理工学院 纯醇欲动 
梁广宽、谭子轩、柴羽蔚、

李世德、苏飞洋 
何运兵、刘鉴、易莉芝 

福建农林大学 烯气东输 
张榕辉、罗瑶琪、张雅婷、

杨森榆、林佳伟 

卢泽湘、张慧、郑德勇、廖益

强 

福州大学 青春石化人 
熊邵辉、黄嘉雯、周璇、范

蓉蓉、陈琳 
杨臣、黄智贤、王清莲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发际线与我作队 
袁轲杰、毛玲燕、李达临、

陈叶洋、党志浩 
罗祖云、韩淑萃、吕燕根 

广东工业大学 ChemE Master 
郑泽凡、戚锦途、邓明佳、

林晓婷、梁子扬 
叶飞、郑育英、张维刚 

广东海洋大学 妙手生醇队 
陈瑞萍、李琪、李小婷、陈

美燏、陈秋霞 
康信煌、王頔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醇醇欲动 
周淇、冯铭智、郑鸿文、杨

璐、李健龙 
陈辉、黄燕青 

广东药科大学 嘎嘎嘎嘎 
唐琪佳、林钧辘、谭秋云、

陈锐敏 
蒋赣、严明芳、龙春霞 

广西大学 吡啶铕 Br 
陈治宇、孔春霞、邓理龙、

方格、陆文龙 

李晶、李立硕、赵祯霞、赵钟

兴、潘远凤 

广西科技大学 “三带二”战队 
廖汝锋、黄海林、杨明坚、

姚明威、刘涛 

黄承都、洪宇翔、张昆明、曹

艳 

广西民族大学 猫猫虫 
覃志欢、梁纪理、黄玉莹、

梁萍飞、黄兰凤 

蓝平、蓝丽红、薛兴勇、卢彦

越、周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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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零点团队 
周艳艳、吴婷姐、王标、赵

泽伟 
黄莹莹 

广州大学 醇香四异 
叶锦昊、梁湘瑶、王海枫、

师文君、张宇媚 

杨伟、郑文芝、林璟、邹汉

波、陈胜洲 

桂林理工大学 牛气冲天 
何鉴成、吴汶泽、李佳威、

秦富军、凌云 

吕奕菊、李和平、孔翔飞、冯

艳艳、及方华 

河池学院 醇醇到来 
陈睿宇、刘志成、王长相、

黄梦研、蒋卫芳 

廖蓓玲、韦正、李启虔、陆素

芬、邓佑林 

衡阳师范学院 爆炒冰激凌 
李桂茹、曹圣军、唐铭豪、

尹邦文、郭婧 
谭雄文、萧丽芬、黄耿、李薇 

湖南城市学院 WIN 
夏思颖、陈浩云、王瑾蓉、

王紫玥、胡美莲 
王锋、曾永林、尹志芳 

湖南大学 噼里啪啦 
赵林林、王梦婷、张正雨、

罗彤、罗崇炬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工程学院 五颗大菠萝 
彭娟娟、廖康龙、尹瑶、陈

万梅、李姣 

邓人杰、刘华杰、刘小娟、刘

拥军、杨辉琼 

湖南工学院 湖工小新队 
谷城、陈越、李涛鹏、于巍

然、廖宇婷 
唐新德、王津津、伍素云 

湖南工业大学 氢氧画饼 
王婷婷、欧家懿、杨杰、李

昭、户晓妍 

马楠柯、周贵寅、刘四化、陶

炳、杨纯 

湖南科技大学 不酮凡响 
张雅婷、吴美玲、成昊霖、

陈超、王凯龙 

黄念东、刘和秀、李国斌、周

智华、汤建国 

湖南科技学院 “醇”真无邪 
周湘柱、段绍东、杨丽、胡

金玉、徐昇侃 

龚绍峰、王毅、唐海珊、肖新

生、谢建伟 

湖南理工学院 ACE 
王彦泽、徐喆、马攀翔、陈

子杰、谢云峰 
周全、刘岸、武鹄、刘宇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

院 
迎面醇风 

周盈、刘婧斓、刘玉莹、邓

含湘、冯晨 

梁恩湘、阳彩霞、许文苑、王

国祥 

湖南农业大学 炉火醇青 
陈曦铭、雷隆慧、谈美晨、

王炼、陈玉玲 

李本详、蒋红梅、裴虎、桂清

文、王翀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万河入海流队 
张旭海、曾婉娟、刘礼毅、

邓如意、何金秀 
刘鑫、田修营、李克文 

湖南师范大学 旺旺雪丙 
肖张腾、项爽、李睿媌、秦

静怡、王菲 

赵海红、徐琼、孟勇、兰支

利、陈学伟 

湖南文理学院 令人制烯队 
孟大权、石强云、唐明芳、

房涛、李福涛 

万利、庸裕才、李静雅、王菲

菲 

湖南中医药大学 普天酮氢 
程勋龙、解月香、林浩天、

李乐窈、唐智杰 

鲁曼霞、邓兰青、杨岩涛、张

红刚、肖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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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

学院 
异丙乾坤 

张培瑶、肖佩玲、王伶、王

治、李智 

杨岩涛、鲁曼霞、邓兰青、张

红刚、黄莉 

华南师范大学 一研为定 
方杰、罗鑫、麦梓钿、温霓

虹、刘家玮 

李旭凯、吕向红、郭杏妹、曾

丽璇 

华侨大学 爱丙才会赢 
李鹏辉、袁羽佳、刘星阳、

梁晨鹏、王琦涵 

胡鹏程、韩媛媛、肖美添、杨

时颖、杨欣 

怀化学院 异往吾前队 
朱迎臣、于守福、廖敏、廖

尉宏、杜毅 
刘艳 

惠州学院 醇醇欲动 
罗月婷、李陶琳、孙露、钟

濮键、黄洁 
王春花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醇净水 
龙梦君、聂莹、郑立鹏、关

颖贤、张翠霞 
黄文焕、任秀娥 

吉首大学 噗哈哈哈队 
郭小爱、周文艳、袁雅珏、

邹腾龙、邓淳键 
彭清静、易浪波、卓欧、李飞 

岭南师范学院 酮氢达理 
欧彩云、邱颖棋、谭宝仪、

高桐芝、苏颖文 
周中流、林三清 

闽江学院 五喜丸子 
谈浩杰、尹杰、薛凌扬、陈

派锋、王湘君 

叶远松、张燕杰、方润、陈毅

挺、林棋 

闽南师范大学 薪火龙江队 
江乔曼、李煌杰、甘振鸿、

杨情、高菁 
申大志、陈艳梅、徐娟 

南华大学 氢藏高原 
曾超、刘成、汤惠新、汤鹏

宇、蔡美青 
阳鹏飞 

宁德师范学院 醇心醇意 
宋开华、夏文凯、黄圣贤 、

樊龙洋、李明泓 
郑美琴、应少明 

泉州师范学院 IPA 胜利队 
王琪莹、杨茜茜、樊建江、

许鑫源、黄志鹏 

徐文涛、高剑虹、庄华强、魏

东伟 

三明学院 快乐星球队 
张如良、刘涛、林宁、刘晓

含、邓必祥 

邹志明、李鲁闽、林明穗、苏

善杭、崔国星 

厦门大学 闽 D·C3H8O 
闫庆典、雷航彬、林燕如、

张心逸、王钰 

周华、汤培平、曹志凯、朱爱

梅 

汕头大学 five 
叶璧婷、钟元著、方冰洁、

谢洁丹、罗众轩 
谢少雄、方奕文、高金苹 

梧州学院 圣德传说 
李天昊、齐敏妃、苏柳洪、

林美春、庞美君 

陈玉凤、胡榕华、宾月景、喻

航、李强 

五邑大学 醇真制造商 
陈鹏宇、李雅雯、黄榕、关

秀文、谢伟嘉 
李滨、吴智谋、贺拂 

武夷学院 武夷学院艾达佳 
梁余镇、褚公樵、胡逸帆、

戴科伟、李丰廷 

吴方棣、范荣玉、刘俊劭、谢

文菊、赵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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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湘南学院 烯水相逢 
高佩、刘颖霖、李焕勇、黄

巧盈、陈婷 

袁宁辉、张安林、刘鹏、叶丽

娟 

湘潭大学 S.A.Y 
岳洪利、苏卓珺、刘婷、肖

玉婷、王威 
揭嘉、熊伟、易争明、李正科 

长沙理工大学 羟林醇雨 
刘智星、陈辉杰、陈家敏、

刘婷、容乐 

黄朋勉、李丽峰、黄灵芝、张

跃飞 

长沙学院 佛系青年 
尹慧梅、胡城、徐梦婷、邵

铭茵、李彧 
李晋波 

中南大学 乘风破浪队 
李瑞毅、唐宇飞、杨文豪、

梅梅、赵锐瑶 

谢乐、韩凯、李海普、王帅、

金一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丙醇不悖 
陈德明、姚烨林、王季萍、

王颖轩、纪雨泽 

杨国恩、李兆双、王贵武、周

军、旷春桃 

中山大学 HIEI 
曾泓羲、陈玉微、刘亚鑫、

李文锋、林慧君 
陈强、刘胜、俞同文、芮泽宝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小醇大梦 
梁盛海、陈海森、刘明龙、

林汶崇、蔡锶涛 
张步宁、陈循军、朱国典 

 

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醇风得异 

李泽树、陈佳丛、彭碧珊、

谭诗盈、王思昊 

唐小勇、彭琳、周瑜芳、詹世

景、矫庆泽 

东莞理工学院 头号 IP 
许永江、钟宛君、张鑫、吴

俊、林南昭 
黄卫清 

福建农林大学 Victory 
刘宗洋、戴丹玲、戴炜文、

常彩云、王智琳 

张慧、郑德勇、卢泽湘、廖益

强 

福建农林大学 醇甄牛奶 
杨义媛、陈冰彦、刘嘉瑜、

罗萍、王志远 

郑德勇、张慧、廖益强、卢泽

湘 

广东海洋大学 molecule 
陈沛嘉、黎浩琛、冯凯、韦

浩钧、周湖景 
谢翔宇、李宇彬、王頔 

广东海洋大学 醇属享福队 
黄立燊、毛彦洋、吴雨倩、

王滢滢、彭雪清 
谢翔宇、王頔、康信煌 

广东海洋大学 醇在即合理 
韦苗纯、梁龙珠、唐才智、

蓝宇健、郑晓冰 
王頔、康信煌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醇路酯填花 
陈嘉仁、曾明顺、陈子聪、

邵嘉豪、黄昕薇 
陈辉、黄燕青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醇属氢酮队 
李澜梓、陈文韬、肖明添、

何宇超、刘卫东 
陈辉、黄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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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广西科技大学 Nature  
黄家照、张家谦、黄建东、

覃小燕、陈梦澜 

黄承都、洪宇翔、张昆明、董

金诗 

广西民族大学 旋转恐恐龙 
陈宏照、谭磊、侯军娜、方

悦、黄金玲 

周泽广、谢涛、卢彦越、蓝

平、薛兴勇 

桂林理工大学 共用电子队 
郭雨婷、朱笑萱、刘雪玲、

罗雨、李荣珍 

吕奕菊、李和平、及方华、王

桂霞、何方 

桂林理工大学 天赋异丙 
邢淋慧、程夏、陈丽萍、胡

志辉 

吕奕菊、李和平、何方、冯艳

艳、滕青湖 

桂林理工大学 五个钯元素 
潘朝宇、黎淼、严传汉、黄

承敏、林伯照 

李世清、张秀清、黎燕、谭海

军、王晓娟 

桂林理工大学 烯望工程 
邱祖文、刘美辰、沈子怡、

陈梦香、傅观娇 

吕奕菊、李和平、杨文、王晓

娟、黄红霞 

桂林理工大学 仙乔化工魂 
余浩文、刘欢、尹贇、岳誉

华、臧家望 

李和平、吕奕菊、何方、唐

群、邹志明 

湖南大学 妙手生醇队 
颜震宇、高昕、陆亭羽、王

广龙、周玉芳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工程学院 五喜丸子 
陈市清、钟坪煊、任润、邓

鹍翔、刘敏 

刘小娟、刘华杰、吴锋景、杨

辉琼、邓人杰 

湖南师范大学 炳炳醇队 
向千、刘慧、何海彦、顾心

睿、段祖铭 
徐琼、赵海红、兰支利、孟勇 

湖南师范大学 醇洁无瑕 
王亚洁、赵青、张国新、张

锋、余大雨 

兰支利、徐琼、赵海红、陈学

伟、孟勇 

湖南师范大学 追梦合伙人 
炊晓雪、赵秋悦、朱芸菲、

邓雨、王文馨 

陈学伟、赵海红、徐琼、孟

勇、兰支利 

华侨大学 Pure Legends 
段昊天、鲍颉之、柳浩楠、

王景、曾丽霞 

胡鹏程、杨时颖、余宗钟、杨

宇成、赵鹏 

华侨大学 醇醇有丙 
张凯鑫、赵泽楷、陈宣衡、

江雨杭、汪晨燕 

杨欣、杨时颖、肖美添、韩媛

媛、余庆杰 

华侨大学 醇香四溢 
刘昊楠、叶儒雅、蔡泽樽、

马睿国、储文君 

杨时颖、韩媛媛、胡鹏程、张

娜、杨欣 

吉首大学 C.M.S 
陈园园、刘家乐、匡勇斌、

刘嘉、彭灵芝 

蒋剑波、李飞、邹晓勇、彭清

静 

吉首大学 醇秋五霸 
彭超、李海生、聂澎、陈妍

祺、李宏笑 
张帆、邹晓勇、曹文秀 

吉首大学 一醇风得意 
胡斯微、蒋卫平、赖素英、

赵钰瑶、吴佳 

张帆、邹晓勇、曹文秀、雷辉

斌 

厦门大学 快乐美女队 
甘津瑜、杨爽、谭艺欣、黄

晶琳、沈怡尘 

周华、曹志凯、汤培平、朱爱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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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南强 five 
石烨昕、王权、张佳敏、李

琪圣、康明敏 

周华、曹志凯、汤培平、朱爱

梅 

湘潭大学 TR—run 
张博科、曾平平、刘博宇、

时钰冰、汪忆憬 
揭嘉、熊伟、吴志民、易争明 

湘潭大学 醇醇欲动 
郝明泽、黄乐、谭婉怡、夏

辉、刘艳玲 

揭嘉、李正科、吴志民、易争

明 

湘潭大学 动机不醇 
杨佳文、钟玉霞、魏俊、孙

荣、哈俊羽 
揭嘉、熊伟、李正科、周业丰 

湘潭大学 孤岛的鲸 
金波、李沛璠、毛宇祥、王

威、贲旭 
揭嘉、易争明、熊伟、吴志民 

湘潭大学 炉火醇氢 
刘阳阳、王兴财、汤芳芳、

曾祥宇、徐梦婷 

揭嘉、易争明、吴志民、李勇

飞 

湘潭大学 五动奇迹 
岳亮宏、程彩雯、刘启、何

洁、刘天姿 

揭嘉、易争明、李正科、吴志

民 

长沙理工大学 MVT 
钟娟、张乐然、邹世东、谭

晶仔、石秋霞 

李丽峰、黄灵芝、黄朋勉、张

跃飞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醇风得意 
李娟、文峰、曾胜男、霍晓

茵、王怡 

张林、唐玉莲、杨焰、旷春

桃、王贵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鸷群 
赵慧、李瑞萍、阳斌、赵紫

华、阳祁斌 

唐玉莲、杨焰、周军、杨国

恩、王贵武 

 

成功参赛证书（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北部湾大学 IPA 起航吧！ 
葛晨晨、甘日芬、谢玉倩、

尚林海、梁添龙 

罗祥生、郝媛媛、晁会霞、张

海燕、梁秋群 

北部湾大学 we are team 
刘向颖、刘永、宾雪洁、涂

绍燕、梁敏丽 

罗祥生、赖家凤、范勐、颜曦

明 

东莞理工学院 醇简拉基次德队 
邓少宏、杨丹洁、钱瑷嫒、

黄一峻、代任 
黄卫清 

广东工业大学 先挣一个异丙醇 
梁振伟、李毓龙、李郑文、

李绪秋、李明文 
张维刚、郑育英、叶飞 

广东药科大学 Isopropanol 
蔡思佳、潘海辉、杜滢、朱

玉婷、陈晓天 
蒋赣、严明芳、龙春霞 

广西民族大学 三月三 
杨芳、覃金丽、杨秀秀、李

雪伟、何山 

李雪萍、江春立、刘绍刚、黄

国焕、卢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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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 不骄不躁 
贾岳航、覃美玲、吴小玲、

韦子鸿、朱喜铭 

冯艳艳、杨文、李光艳、王晓

娟、王永涛 

桂林理工大学 春暖花开 
肖懿、李奉霞、王子实、傅

双双、宋世恒 

李雪明、李世清、郭燕军、王

永涛、黎燕 

桂林理工大学 大侠队 
昌维金、李政运、黄帮睿、

胡艳琴、楼泓灿 

杨文、王晓娟、冯艳艳、滕青

湖、刘光艳 

桂林理工大学 氦氖氩氪氙 
李薇、曾宇、覃雪梅、蓝晓

琪、傅华洋 

刘光艳、王桂霞、侯士立、姚

金环、王晓娟 

桂林理工大学 何某想要小天鹅 
何鲁斌、刘天龙、韦辉源、

杨靖、卢美婷 

杨文、滕青湖、冯艳艳、刘光

艳、李玲 

桂林理工大学 欢乐城堡 
甘贤顺、邱宗胜、黄玉冰、

韦丽婷、蒙思捷 

姚金环、滕青湖、孔翔飞、王

晓娟、唐群 

桂林理工大学 活力四射 
韦琳碧、苏庭辉、何杰梅、

凌燕、黄蒋萍 

李雪明、黄红霞、腾青湖、王

晓娟、王永涛 

桂林理工大学 剑指苍穹 
黎柏松、曾令航、庞荣水、

鲍寒星、吴丽桃 

黎燕、谭海军、张秀清、李雪

明、李世清 

桂林理工大学 亮亮并好认 
叶秀青、唐甜、苏静雪、陆

园园、苏深 

王桂霞、胡振光、孔翔飞、王

晓娟、邹志明 

桂林理工大学 每天都在学习 
杨健、王玉琴、谭尧、邱艺

欣、李彦健 

黎燕、滕青湖、王永涛、谭海

军、李雪明 

桂林理工大学 千百度 
马凯、黄远菲、吴富城、王

燕、夏睿 

何方、吕奕菊、李和平、及方

华、邹志明 

桂林理工大学 五飞小组 
牛元进、曾经宇、牟治颖、

翟以祥、雷斌 

黎燕、郭燕军、谭海军、黄红

霞、张秀清 

桂林理工大学 五阳开泰 
黄兵、黄同瑞、黄息军、唐

伦强、何德钦 

侯士立、姚金环、刘光艳、王

桂霞、谭海军 

桂林理工大学 喜之郎 
李起桂、钟欣怡、马孔华、

黄佳炜、梁颖慧 

李世清、黎燕、黄红霞、张秀

清、谭海军 

桂林理工大学 鲜花小镇 
王敏佳、黄子怡、赵任忠、

周崇兰、曾宁澎 

胡振光、孔翔飞、滕青湖、王

晓娟、王凯 

桂林理工大学 向日葵 
寇杨光、徐婷、李蕊、张京

慧、唐嘉鑫 

何方、王晓娟、吕奕菊、李和

平、蒋光彬 

桂林理工大学 欣欣向荣小葵花 
覃淑萍、邓志琳、杨燕平、

张文娟、黄华斌 

王晓娟、蒋光彬、冯艳艳、杨

文、王永涛 

桂林理工大学 直接起飞 
向玉玉、李华贵、杨松明、

邹鑫、刘维良 

姚金环、王桂霞、滕青湖、王

晓娟、张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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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 专业很团队 
谭洋、黄凤燕、唐星、陈铁

南、唐国旺 

王晓娟、杨文、冯艳艳、王永

涛、滕青湖 

衡阳师范学院 
奥特曼熬夜搞化工

了队 

陈家怡、郭思湘、杨丹丹、

包云龙、杨烨 
谭雄文、萧丽芬、黄耿、李薇 

衡阳师范学院 你说的都队 
陈江霖、彭婧、唐金仁、肖

楚琪、钟雯 
谭雄文、萧丽芬、黄耿、李薇 

湖南大学 醇属意外 
莫小茜、宋美慧、苏凰、刘

彦江、赵清逸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大学 课后喝茶会 
史佳龙、彭佳龙、王敏学、

李重洋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大学 求酮醇异 
舒子睿、祖青、蒋源洁、洪

东晖、狄欣嘉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大学 糖果超甜 
彭正奇、靳一帆、关傲聪、

沈悦、王元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大学 问鼎岳麓 
刘书畅、张雅萱、钟玉秀、

陈鹤、张懿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工业大学 超临界醇氢喃酮 
朱国煜、贺伟涛、刘易、潘

玉静、黎海涛 

周贵寅、刘四化、马楠柯、陶

炳、杨纯 

湖南工业大学 返捞还酮 
陈丽用、熊佳琦、吴浩、张

旭、陈荧荧 

周贵寅、刘四化、马楠柯、陶

炳、杨纯 

湖南科技学院 醇正无邪 
苏伟康、寻奥英、胡燕南、

何明珠、向雯静 

王宗成、阳令明、罗小芳、赵

雄杰 

湖南科技学院 木头人 
黄苗、刘淇、肖巧威、祁克

楠、黄泽智 

王毅、龚绍峰、唐海珊、周

强、刘芳 

湖南科技学院 著手成醇 
陈峰、欧阳超、袁毅、刘湘

涛、杨威 

廖云辉、唐海珊、刘晓霞、覃

佐东、谢建伟 

湖南理工学院 醇酮联盟 
黄喜、杨浩鹏、申国梁、郑

元铭、孙子昱 
王微、曹帆、张岑 

湖南理工学院 炉火醇氢 hnist 
伍佳琪、宋逸帆、夏玉婷、

戈浩伟、周腾 

熊碧权、许卫凤、曹帆、刘

宇、张盼良 

湖南理工学院 烯水合醇队 
童庄、张志鹏、林心蕊、刘

炳蔺、言禧 

曹帆、谢军、熊碧权、许卫

凤、张盼良 

湖南理工学院 扬帆起航队 
邓宇翔、陈宇翔、陈子石、

庞紫雯、刘玉媛 

许卫凤、熊碧权、谢军、曹

帆、周全 

湖南理工学院 周公解梦 
李旋、肖阔、彭俊文、徐

鑫、龚承越 

许俊东、曾乐林、李立军、张

岑、武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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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 青年大学习 
戴佳妮、周慧琳、李翀宇、

彭丽佳、彭阳 

李本祥、蒋红梅、何恩祺、冯

光富、屠小菊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醇满人间 
夏子童、伍文杰、马聆淙、

林琳、杜星月 
刘鑫、田修营、李克文 

湖南文理学院 敢跟我作队 
黄欣、张天翼、陈玉婷、谭

晓宇、黄欣 

万利、庸裕才、李静雅、王菲

菲 

湖南中医药大学 斑马村隔壁之光 
杨婷、刘怡君、廖嘉玮、付

雪君、王红雷 

张红刚、黄莉、鲁曼霞、邓兰

青、杨岩涛 

湖南中医药大学 烯烯嘻嘻 
周雨星、欧阳博、龙雅婷、

伍斌、阳俊杰 

邓兰青、鲁曼霞、肖梦武、杨

岩涛、张红刚 

华侨大学 ‘醇’粹靠自己 
万洣伲、李博、朱浩欣、罗

璇、綦俊超 
杨欣 

华侨大学 KOI 
郭先鑫、刘珊珊、武钺、文

悦、解雪 
黄昀昉、杨欣 

华侨大学 醇了家人们 
潘至洋、杨睿、张嘉豪、张

骞月、张晓毓 

胡鹏程、黄昀昉、杨时颖、王

明元 

华侨大学 醇造营 2021 
李明桃、陈思思、莫婷婷、

朱伊鹏、郑连凯 
胡鹏程 

华侨大学 醇臻 
许涵、马玉兰、吝瑞英、陈

江炜、卢云涛 
杨欣 

华侨大学 返醇返朴 
李小强、陈旭宇、马昊天、

邱雨翔、孙宁 
胡鹏程 

华侨大学 尽力而为 
肖灵帆、王者、雷发文、郑

夏、香含 
杨时颖 

华侨大学 某科学的超异丙醇 
陈淑丽、柯彬杰、王浩冲、

郑佩芝、庄蓬 

张娜、杨时颖、胡鹏程、杨

欣、肖美添 

怀化学院 我爱制药队 
雷佳宸、莫琪、刘丹、范芷

欣、李玲洁 
刘艳、连琰、李元祥 

惠州学院 天赋异丙 
彭华清、严汉铭、李丹婷、

杜鹏源、张静 
王春花 

吉首大学 S.A.Y 
杨亿、卢运瑶、粟颖、陈

莉、代雅浩 

蒋剑波、李飞、邹晓勇、彭清

静 

吉首大学 炉火醇氢 
唐春来、钟成芳、石磊、吴

思琦、刘洪文 

张帆、邹晓勇、雷辉斌、曹文

秀 

吉首大学 什么都队 
缪蓉、刘甘、郑佳缘、张

滔、梅亚珺 
卓欧、彭清静、邹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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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 万花丛中一点绿 
黄湘宇、欧阳丹、谭琰俐、

陶晓彦、押莉飒 
李飞、卓欧、邹晓勇、彭清静 

吉首大学 烯阳红醇玩团 
汪丽敏、王茜苑、吴润佳、

田森、周宇轩 
彭清静 

岭南师范学院 醇酯相依 
张毅航、张梦桐、赖金婵、

许婵、张灿龙 
周中流、林三清 

岭南师范学院 水合醇 
杨双茹、邱旋、余慧灵、曹

传彪、罗丹敏 
周中流、林三清 

岭南师范学院 酯日可待 
罗青、黄嘉燕、严莹莹 、姚

泳怡、林秋霞 
黄丽平、林三清、周中流 

闽江学院 MOV 
冯琳皓、张峻旗、林伟洁、

林梦丹、翁梓欣 

张燕杰、叶远松、陈毅挺、林

曦、林棋 

闽江学院 化工五巨头 
陈婷婷、林敏靖、王慧煊、

宋龙祥、齐羿 

张燕杰、叶远松、陈毅挺、林

曦、林棋 

闽江学院 酮墙铁壁 
苏国志、黄力文、谭宗翠、

严其烁、李文园 
叶远松、张燕杰 

闽南师范大学 风启圆山队 
张文琼、陆湘文、姚碧滢、

张智琴、康荣濠 

徐娟、申大志、陈艳梅、聂玉

静、许潮发 

南华大学 金木水火土 
田培、许美雪、郑洋洋、吴

栋杰、李春杨 
刘慧君 

泉州师范学院 CIC 共轭酸碱队 
王青、尹欣瑜、林海连、李

佩佩、王星竹 
徐文涛、高剑虹、魏东伟 

泉州师范学院 异醇到底 
王辉、赵子龙、冼恒森、肖

冰柔、何文静 

徐文涛、高剑虹、庄华强、魏

东伟 

汕头大学 三分之五 
杜凯琦、雷洪亮、安勇学、

苗祺雨、李玮佳 
方奕文、谢少雄、高金苹 

湘南学院 氢酮炁 
胡澳门、黄金渝、李澜、郭

立荣、廖晶 

袁宁辉、邓斌、余丽梅、叶丽

娟 

湘潭大学 Amazing 
奚俸操、马雨珊、胡青、彭

亚娟、唐国雄 
揭嘉、易争明、熊伟、李正科 

湘潭大学 D.H 
瞿念、陈格格、高梓奥、魏

天祥、谢艳艳 

揭嘉、易争明、李正科、吴志

民 

湘潭大学 五 C 糖 
伍佳婷、王捷、朱蓉、孙佳

文、王静 
揭嘉、易争明、熊伟、吴志民 

长沙理工大学 isopro&5 
田博、何沐林、朱昊、卓超

越、黄灵芝 
李丽峰、黄朋勉、张跃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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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理工大学 天赋异丙 
高海、曹俊、尹鑫、谭璐、

王浩 

李丽峰、黄朋勉、黄灵芝、张

跃飞 

长沙学院 YYDS 
孙双、刘好、寻冰冰、袁梦

玲、罗翠 
李晋波 

长沙学院 醇醇欲动队 
黄洋、刘慧彬、尹碧霞、杨

帆、高宁 
李晋波 

长沙学院 好评如潮队 
朱荣华、陈帅、李烨霓、李

书荣、郑婷 
李晋波 

长沙学院 山依旧队 
龙德顺、姜震南、黎政、唐

昕、肖航 
李晋波 

中南大学 醇一不杂队 
谭肇泓、邢博钧、周柯鑫、

谌佳蓉、宁彤 

谢乐、韩凯、李海普、王帅、

金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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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区奖确认授奖名单 
 

华南赛区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广东工业大学 炉火醇清 
谢子鑫、黄文治、黎嘉仪、

杜柏龙、陈用基 

叶飞、王铁军、郑育英、张维

刚、朱东雨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头脑单醇 
杜销倩、肖仕辉、赖频、游

泽新 
陈辉、黄燕青 

湖南大学 志虑仲醇 
姚冀龙、覃家龙、钟傲生、

刘东延、王珊珊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工程学院 青春有你 
邓兴红、周雅岚、盛恺航、

高智、周昀 

刘华杰、杨辉琼、颜炜伟、邓

人杰、张帆 

湖南科技大学 不酮凡响 
张雅婷、吴美玲、成昊霖、

陈超、王凯龙 

黄念东、刘和秀、李国斌、周

智华、汤建国 

华侨大学 Innocence 
董天昊、何欣宇、林子祯、

罗琦、闫瑞达 

肖美添、杨时颖、胡鹏程、杨

欣、韩媛媛 

惠州学院 醇醇欲动 
罗月婷、李陶琳、孙露、钟

濮键、黄洁 
王春花 

厦门大学 天赋异丙 
王子钺、吴越新、邓洪欣、

张贝、林婷 

周华、汤培平、曹志凯、朱爱

梅、李薇 

湘潭大学 ichampion 
周琪、王凯、陈碧琪、韩

冰、李琪 

揭嘉、易争明、熊伟、李正

科、周业丰 

中南大学 醇正无邪队 
钟华、余博伦、夏燕喃、谭

澳利、吴芳琴 

谢乐、韩凯、李海普、王帅、

金一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林封 
陈伟波、廖璟、刘勇、刘胜

军、刘圆健 

旷春桃、杨国恩、王贵武、周

军、张林 

中山大学 MIHI 
甘志国、沈金龙、窦仁榉、

刘采薇、吕水兰 

杨祖金、何畅、周贤太、纪红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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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赛区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北部湾大学 醇之队 
何天昌、郭显栋、李瑞琦、

刘椿梅、岑乙梅 
罗祥生、赖家凤、颜曦明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咚咚羟 

周雁婷、张家杰、叶倩、叶

翠花、陈思婷 

唐小勇、刘洪博、王淑波、李

青云、矫庆泽 

东莞理工学院 纯醇欲动 
梁广宽、谭子轩、柴羽蔚、

李世德、苏飞洋 
何运兵、刘鉴、易莉芝 

福建农林大学 烯气东输 
张榕辉、罗瑶琪、张雅婷、

杨森榆、林佳伟 

卢泽湘、张慧、郑德勇、廖益

强 

福州大学 青春石化人 
熊邵辉、黄嘉雯、周璇、范

蓉蓉、陈琳 
杨臣、黄智贤、王清莲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发际线与我作队 
袁轲杰、毛玲燕、李达临、

陈叶洋、党志浩 
罗祖云、韩淑萃、吕燕根 

广东海洋大学 妙手生醇队 
陈瑞萍、李琪、李小婷、陈

美燏、陈秋霞 
康信煌、王頔 

广东药科大学 嘎嘎嘎嘎 
唐琪佳、林钧辘、谭秋云、

陈锐敏 
蒋赣、严明芳、龙春霞 

广西大学 吡啶铕 Br 
陈治宇、孔春霞、邓理龙、

方格、陆文龙 

李晶、李立硕、赵祯霞、赵钟

兴、潘远凤 

广西科技大学 “三带二”战队 
廖汝锋、黄海林、杨明坚、

姚明威、刘涛 

黄承都、洪宇翔、张昆明、曹

艳 

广西民族大学 猫猫虫 
覃志欢、梁纪理、黄玉莹、

梁萍飞、黄兰凤 

蓝平、蓝丽红、薛兴勇、卢彦

越、周泽广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零点团队 
周艳艳、吴婷姐、王标、赵

泽伟 
黄莹莹 

广州大学 醇香四异 
叶锦昊、梁湘瑶、王海枫、

师文君、张宇媚 

杨伟、郑文芝、林璟、邹汉

波、陈胜洲 

桂林理工大学 牛气冲天 
何鉴成、吴汶泽、李佳威、

秦富军、凌云 

吕奕菊、李和平、孔翔飞、冯

艳艳、及方华 

河池学院 醇醇到来 
陈睿宇、刘志成、王长相、

黄梦研、蒋卫芳 

廖蓓玲、韦正、李启虔、陆素

芬、邓佑林 

衡阳师范学院 爆炒冰激凌 
李桂茹、曹圣军、唐铭豪、

尹邦文、郭婧 
谭雄文、萧丽芬、黄耿、李薇 

湖南城市学院 WIN 
夏思颖、陈浩云、王瑾蓉、

王紫玥、胡美莲 
王锋、曾永林、尹志芳 

湖南工学院 湖工小新队 
谷城、陈越、李涛鹏、于巍

然、廖宇婷 
唐新德、王津津、伍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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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湖南工业大学 氢氧画饼 
王婷婷、欧家懿、杨杰、李

昭、户晓妍 

马楠柯、周贵寅、刘四化、陶

炳、杨纯 

湖南科技学院 “醇”真无邪 
周湘柱、段绍东、杨丽、胡

金玉、徐昇侃 

龚绍峰、王毅、唐海珊、肖新

生、谢建伟 

湖南理工学院 ACE 
王彦泽、徐喆、马攀翔、陈

子杰、谢云峰 
周全、刘岸、武鹄、刘宇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

院 
迎面醇风 

周盈、刘婧斓、刘玉莹、邓

含湘、冯晨 

梁恩湘、阳彩霞、许文苑、王

国祥 

湖南农业大学 炉火醇青 
陈曦铭、雷隆慧、谈美晨、

王炼、陈玉玲 

李本详、蒋红梅、裴虎、桂清

文、王翀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万河入海流队 
张旭海、曾婉娟、刘礼毅、

邓如意、何金秀 
刘鑫、田修营、李克文 

湖南师范大学 旺旺雪丙 
肖张腾、项爽、李睿媌、秦

静怡、王菲 

赵海红、徐琼、孟勇、兰支

利、陈学伟 

湖南文理学院 令人制烯队 
孟大权、石强云、唐明芳、

房涛、李福涛 

万利、庸裕才、李静雅、王菲

菲 

湖南中医药大学 普天酮氢 
程勋龙、解月香、林浩天、

李乐窈、唐智杰 

鲁曼霞、邓兰青、杨岩涛、张

红刚、肖梦武 

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

学院 
异丙乾坤 

张培瑶、肖佩玲、王伶、王

治、李智 

杨岩涛、鲁曼霞、邓兰青、张

红刚、黄莉 

华南师范大学 一研为定 
方杰、罗鑫、麦梓钿、温霓

虹、刘家玮 

李旭凯、吕向红、郭杏妹、曾

丽璇 

怀化学院 异往吾前队 
朱迎臣、于守福、廖敏、廖

尉宏、杜毅 
刘艳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醇净水 
龙梦君、聂莹、郑立鹏、关

颖贤、张翠霞 
黄文焕、任秀娥 

吉首大学 噗哈哈哈队 
郭小爱、周文艳、袁雅珏、

邹腾龙、邓淳键 
彭清静、易浪波、卓欧、李飞 

岭南师范学院 酮氢达理 
欧彩云、邱颖棋、谭宝仪、

高桐芝、苏颖文 
周中流、林三清 

闽江学院 五喜丸子 
谈浩杰、尹杰、薛凌扬、陈

派锋、王湘君 

叶远松、张燕杰、方润、陈毅

挺、林棋 

闽南师范大学 薪火龙江队 
江乔曼、李煌杰、甘振鸿、

杨情、高菁 
申大志、陈艳梅、徐娟 

南华大学 氢藏高原 
曾超、刘成、汤惠新、汤鹏

宇、蔡美青 
阳鹏飞 

宁德师范学院 醇心醇意 
宋开华、夏文凯、黄圣贤 、

樊龙洋、李明泓 
郑美琴、应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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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泉州师范学院 IPA 胜利队 
王琪莹、杨茜茜、樊建江、

许鑫源、黄志鹏 

徐文涛、高剑虹、庄华强、魏

东伟 

三明学院 快乐星球队 
张如良、刘涛、林宁、刘晓

含、邓必祥 

邹志明、李鲁闽、林明穗、苏

善杭、崔国星 

汕头大学 five 
叶璧婷、钟元著、方冰洁、

谢洁丹、罗众轩 
谢少雄、方奕文、高金苹 

梧州学院 圣德传说 
李天昊、齐敏妃、苏柳洪、

林美春、庞美君 

陈玉凤、胡榕华、宾月景、喻

航、李强 

五邑大学 醇真制造商 
陈鹏宇、李雅雯、黄榕、关

秀文、谢伟嘉 
李滨、吴智谋、贺拂 

武夷学院 武夷学院艾达佳 
梁余镇、褚公樵、胡逸帆、

戴科伟、李丰廷 

吴方棣、范荣玉、刘俊劭、谢

文菊、赵升云 

湘南学院 烯水相逢 
高佩、刘颖霖、李焕勇、黄

巧盈、陈婷 

袁宁辉、张安林、刘鹏、叶丽

娟 

湘潭大学 S.A.Y 
岳洪利、苏卓珺、刘婷、肖

玉婷、王威 
揭嘉、熊伟、易争明、李正科 

长沙理工大学 羟林醇雨 
刘智星、陈辉杰、陈家敏、

刘婷、容乐 

黄朋勉、李丽峰、黄灵芝、张

跃飞 

长沙学院 佛系青年 
尹慧梅、胡城、徐梦婷、邵

铭茵、李彧 
李晋波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小醇大梦 
梁盛海、陈海森、刘明龙、

林汶崇、蔡锶涛 
张步宁、陈循军、朱国典 

华南赛区贰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醇风得异 

李泽树、陈佳丛、彭碧珊、

谭诗盈、王思昊 

唐小勇、彭琳、周瑜芳、詹世

景、矫庆泽 

福建农林大学 Victory 
刘宗洋、戴丹玲、戴炜文、

常彩云、王智琳 

张慧、郑德勇、卢泽湘、廖益

强 

福建农林大学 醇甄牛奶 
杨义媛、陈冰彦、刘嘉瑜、

罗萍、王志远 

郑德勇、张慧、廖益强、卢泽

湘 

广东海洋大学 醇在即合理 
韦苗纯、梁龙珠、唐才智、

蓝宇健、郑晓冰 
王頔、康信煌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醇醇欲动 
周淇、冯铭智、郑鸿文、杨

璐、李健龙 
陈辉、黄燕青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醇属氢酮队 
李澜梓、陈文韬、肖明添、

何宇超、刘卫东 
陈辉、黄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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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广西民族大学 旋转恐恐龙 
陈宏照、谭磊、侯军娜、方

悦、黄金玲 

周泽广、谢涛、卢彦越、蓝

平、薛兴勇 

桂林理工大学 天赋异丙 
邢淋慧、程夏、陈丽萍、胡

志辉 

吕奕菊、李和平、何方、冯艳

艳、滕青湖 

桂林理工大学 五个钯元素 
潘朝宇、黎淼、严传汉、黄

承敏、林伯照 

李世清、张秀清、黎燕、谭海

军、王晓娟 

桂林理工大学 烯望工程 
邱祖文、刘美辰、沈子怡、

陈梦香、傅观娇 

吕奕菊、李和平、杨文、王晓

娟、黄红霞 

桂林理工大学 仙乔化工魂 
余浩文、刘欢、尹贇、岳誉

华、臧家望 

李和平、吕奕菊、何方、唐

群、邹志明 

湖南大学 噼里啪啦 
赵林林、王梦婷、张正雨、

罗彤、罗崇炬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工程学院 五颗大菠萝 
彭娟娟、廖康龙、尹瑶、陈

万梅、李姣 

邓人杰、刘华杰、刘小娟、刘

拥军、杨辉琼 

湖南工程学院 五喜丸子 
陈市清、钟坪煊、任润、邓

鹍翔、刘敏 

刘小娟、刘华杰、吴锋景、杨

辉琼、邓人杰 

湖南师范大学 炳炳醇队 
向千、刘慧、何海彦、顾心

睿、段祖铭 
徐琼、赵海红、兰支利、孟勇 

湖南师范大学 追梦合伙人 
炊晓雪、赵秋悦、朱芸菲、

邓雨、王文馨 

陈学伟、赵海红、徐琼、孟

勇、兰支利 

华侨大学 Pure Legends 
段昊天、鲍颉之、柳浩楠、

王景、曾丽霞 

胡鹏程、杨时颖、余宗钟、杨

宇成、赵鹏 

华侨大学 爱丙才会赢 
李鹏辉、袁羽佳、刘星阳、

梁晨鹏、王琦涵 

胡鹏程、韩媛媛、肖美添、杨

时颖、杨欣 

厦门大学 闽 D·C3H8O 
闫庆典、雷航彬、林燕如、

张心逸、王钰 

周华、汤培平、曹志凯、朱爱

梅 

湘潭大学 醇醇欲动 
郝明泽、黄乐、谭婉怡、夏

辉、刘艳玲 

揭嘉、李正科、吴志民、易争

明 

湘潭大学 动机不醇 
杨佳文、钟玉霞、魏俊、孙

荣、哈俊羽 
揭嘉、熊伟、李正科、周业丰 

湘潭大学 炉火醇氢 
刘阳阳、王兴财、汤芳芳、

曾祥宇、徐梦婷 

揭嘉、易争明、吴志民、李勇

飞 

中南大学 乘风破浪队 
李瑞毅、唐宇飞、杨文豪、

梅梅、赵锐瑶 

谢乐、韩凯、李海普、王帅、

金一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丙醇不悖 
陈德明、姚烨林、王季萍、

王颖轩、纪雨泽 

杨国恩、李兆双、王贵武、周

军、旷春桃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鸷群 
赵慧、李瑞萍、阳斌、赵紫

华、阳祁斌 

唐玉莲、杨焰、周军、杨国

恩、王贵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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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赛区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广东工业大学 先挣一个异丙醇 
梁振伟、李毓龙、李郑文、

李绪秋、李明文 
张维刚、郑育英、叶飞 

桂林理工大学 剑指苍穹 
黎柏松、曾令航、庞荣水、

鲍寒星、吴丽桃 

黎燕、谭海军、张秀清、李雪

明、李世清 

桂林理工大学 千百度 
马凯、黄远菲、吴富城、王

燕、夏睿 

何方、吕奕菊、李和平、及方

华、邹志明 

桂林理工大学 五飞小组 
牛元进、曾经宇、牟治颖、

翟以祥、雷斌 

黎燕、郭燕军、谭海军、黄红

霞、张秀清 

桂林理工大学 向日葵 
寇杨光、徐婷、李蕊、张京

慧、唐嘉鑫 

何方、王晓娟、吕奕菊、李和

平、蒋光彬 

桂林理工大学 欣欣向荣小葵花 
覃淑萍、邓志琳、杨燕平、

张文娟、黄华斌 

王晓娟、蒋光彬、冯艳艳、杨

文、王永涛 

湖南大学 醇属意外 
莫小茜、宋美慧、苏凰、刘

彦江、赵清逸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大学 问鼎岳麓 
刘书畅、张雅萱、钟玉秀、

陈鹤、张懿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

波、梁志武 

湖南理工学院 醇酮联盟 
黄喜、杨浩鹏、申国梁、郑

元铭、孙子昱 
王微、曹帆、张岑 

湖南中医药大学 斑马村隔壁之光 
杨婷、刘怡君、廖嘉玮、付

雪君、王红雷 

张红刚、黄莉、鲁曼霞、邓兰

青、杨岩涛 

华侨大学 醇造营 2021 
李明桃、陈思思、莫婷婷、

朱伊鹏、郑连凯 
胡鹏程 

华侨大学 某科学的超异丙醇 
陈淑丽、柯彬杰、王浩冲、

郑佩芝、庄蓬 

张娜、杨时颖、胡鹏程、杨

欣、肖美添 

惠州学院 天赋异丙 
彭华清、严汉铭、李丹婷、

杜鹏源、张静 
王春花 

吉首大学 炉火醇氢 
唐春来、钟成芳、石磊、吴

思琦、刘洪文 

张帆、邹晓勇、雷辉斌、曹文

秀 

吉首大学 什么都队 
缪蓉、刘甘、郑佳缘、张

滔、梅亚珺 
卓欧、彭清静、邹晓勇 

岭南师范学院 醇酯相依 
张毅航、张梦桐、赖金婵、

许婵、张灿龙 
周中流、林三清 

闽江学院 MOV 
冯琳皓、张峻旗、林伟洁、

林梦丹、翁梓欣 

张燕杰、叶远松、陈毅挺、林

曦、林棋 

闽南师范大学 风启圆山队 
张文琼、陆湘文、姚碧滢、

张智琴、康荣濠 

徐娟、申大志、陈艳梅、聂玉

静、许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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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汕头大学 三分之五 
杜凯琦、雷洪亮、安勇学、

苗祺雨、李玮佳 
方奕文、谢少雄、高金苹 

湘南学院 氢酮炁 
胡澳门、黄金渝、李澜、郭

立荣、廖晶 

袁宁辉、邓斌、余丽梅、叶丽

娟 

湘潭大学 D.H 
瞿念、陈格格、高梓奥、魏

天祥、谢艳艳 

揭嘉、易争明、李正科、吴志

民 

长沙学院 YYDS 
孙双、刘好、寻冰冰、袁梦

玲、罗翠 
李晋波 

长沙学院 醇醇欲动队 
黄洋、刘慧彬、尹碧霞、杨

帆、高宁 
李晋波 

长沙学院 好评如潮队 
朱荣华、陈帅、李烨霓、李

书荣、郑婷 
李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