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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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赛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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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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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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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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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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大学 求同醇异队 
王欣、刘雨菲、沈宏卫、戴

健健、汪振强 
黄毅萍、刘久逸、程芹 

安徽工程大学 熬氢守酮 
李静洋、蒋飞鸿、李俊辰、

阮洪历、武龙全 

霍朝飞、李芳、魏学岭、潘

梦、李兴扬 

安徽工业大学 醇醇欲动队 
王傲、毛建江、陶斯泽、任

辉、田嘉琪 

雷昭、谢瑞伦、李占库、颜井

冲、张奎 

安徽建筑大学 异丙醇甄 
廖俊杰、胡荣健、郭语妍、

张源、崔俊明 

李亚茹、吴世彪、葛业君、陈

霞、王亚琴 

安徽理工大学 快乐星球 
马点杰、吴跃旭、孙玉临、

孙晓敏、吴莉莉 
张晔、丰芸、武成利、焦发存 

安徽师范大学 奇光异材 
顾雪薇、吴国訢、周惠敏、

张晨璐、郝乐存 
云瑞瑞、张小璇、罗时忠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葫芦小金刚 
包奥林、靳哲文、孙朋、孙

磊、张浩 

徐文斌、王伟、宣凤琴、汪

武、张进成 

安阳工学院 天赋异丙 
苏科桐、胡杰、赵雪倩、楚

昊旻、侯钰柳 

赵凌、张艳维、王朋、李中

坤、牛永生 

巢湖学院 异想天开 
桂凤、李双、李阳、钱如

如、武飞祥 

谢忠、黑金培、王新运、尹晓

杰 

池州学院 醇醇欲动 
胡章娜、胡杨召、王远远、

丁暄、朱阳 

桂君、盛敏刚、郭绍义、钱立

武、肖新乐 

滁州学院 醇真追梦队 
王颖、蒋玉巧、马宁、王

钰、刘道俊 

马田林、冯建华、周阿洋、王

余杰、陈纲领 

东华理工大学 触手生醇 
严同、罗洋、黄丽萍、潘美

成、王小慧 

欧阳金波、吴勇川、何飞强、

李著尧 

合肥工业大学 异气风发队 
武红常、李思颖、陈婉丽、

杨婉艺、陆欢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范

小明、类超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炉火醇青 

刘凡华、汪泓玉、游泳茹、

胡彦东、吴兴硕 

姚运金、姚鑫、徐超、杨则

恒、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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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合肥师范学院 醇香悠长 
杨森、李磊、陈万彦、黄嘉

琦、刘筱璇 

王方阔、唐永强、杨潇、程

华、陈蕾 

合肥学院 二刺螈队 
杨炳麟、刘喜亮、芮梦露、

周龙、詹宏伟 
胡科研、吴云、胡恩柱 

河南城建学院 心醇气和 
戚甜甜、马俊威、孙瑜、李

晓环、刘巧巧 

程相龙、刘丽华、李刚、陈英

赞、张延兵 

河南大学 天赋异丙 
王洁、刘诗龙、王首龙、佘

蕓廷、王冬林 

田亚杰、汤雁婷、程鹏飞、庞

杰、郭泉辉 

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 异往无前 
闫明珠、王琛、赵博、任萱

萱、李英杰 

原超毅、杨河峰、石贤举、肖

传豪、方娜 

河南工业大学 醇深似海 
陈龙、张督兵、韩阔阔、冯

娇、余晗 

党丹、白红娟、陈军航、李冬

光、张巧飞 

河南科技大学 67-63-0 
王赛、崔梦婷、杜艳芳、李

雯璐、吴银娜 

宋亚坤、芦雷鸣、刘振、刘军

辉、勾明雷 

河南理工大学 最是一年醇好处 
蔡士杰、王育哲、段娇娇、

武萌萌、罗非 

贾建波、郭相坤、仪桂云、李

靖如、康伟伟 

河南师范大学 炉火醇清 
杜成龙、韩嘉琦、朱奕菘、

孙逸鑫、刘雯 

郝燕、刘亚光、王元宝、宋世

理、李翔南 

湖北大学 天赋异禀队 
许全凤、刘雪萍、王蕴知、

王凯、谢全禧 
杨世芳、赵道辉、苏倩文 

湖北工业大学 炉火醇氢 
徐子萌、李金源、罗孟琦、

刘杏、周毅 

张运华、闵捷、唐强、孙丹、

胡兵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醇风拂面 

甘育辉、何锦嵘、郑威、周

学龙、谭焕卿 

郭高丽、张婷、万俊、詹堃、

杨鑫 

湖北科技学院 揽月青年 
刘自强、易骞、肖乐、朱

伟、徐艺 

曾志刚、胡国文、刘碧、王军

涛、朱晓明 

湖北理工学院 醇靠运气队 
杨学超、赵希望、包维丽、

黄求慧、何辰阳 

卢小菊、胡燕辉、黄卫东、夏

贤友、汪召豪 

湖北民族大学 大π键 giaogiao 
陈明杰、付中保、袁凯歌、

苗攀、廖宏雨 
程新华、邵宇、谭海燕 

湖北文理学院 懒羊羊队 
周自豪、陈铭、邓娟、蔡翔

宇、徐明贤 
鲁俊、赵坤 

华中科技大学 干点正事吧 
李可行、童桐、黎俊、张

澳、朱天任 
邬勇奇 

淮北师范大学 一醇不杂 
刘思颖、刘龙涛、黄远芬、

庄子辰、邓明凤 

陈惜明、徐蕴、李雨奎、查道

中、陈菲菲 

黄冈师范学院 才华横溢 
彭安艳、曾婷、⻩李理、谭

静、荣宜航 

陈⽂、王鹤⽂、田正芳、任丽

敏、王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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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黄山学院 你相信光么 
程晨、王宁波、吴敏、杨

爽、李凯乐 

李伟伟、徐涵、史建俊、孙银

宇、张娜 

江汉大学 铀 
肖颖、袁杰、程哲、谭秀

杰、林苗 
邹琳玲、晋梅、安良、吴宇琼 

江西理工大学 江河理 
樊瑶建、李云祥、肖玉婷、

刘冰倩、钟采妮 

朱丽华、陈火平、李敏、陈喜

蓉、邹来禧 

荆楚理工学院 冲云破雾 
安芋其、许紫玉、付千慧、

孙小强、陶凯 

祝阳、许维秀、石腊梅、熊泽

云、王洪林 

井冈山大学 如火醇青 
黄龙杰、但彬彬、计湄婕、

姚佳、马梦阳 

刘小兵、韩润林、隋岩、吴

魁、廖文明 

九江学院 醇天然 
李文豪、余飞飞、胡丹洋、

曾罗生宝、翟琳 

刘祥丽、李国朝、乔波、向

程、刘建华 

洛阳师范学院 心醇气和 
魏勇剑、张雨露、徐智超、

张广奇、田贺 

张丽雷、王晔、刘金强、陈海

鹏、袁巍巍 

南昌大学 龙腾 ZWPD 
王逸超、舒永琪、王曦墨、

吴昱东、茅雨洁 

杜军、罗明辉、魏洪春、易玉

俊、公振宇 

南昌航空大学 玛卡巴卡 
蒋勇、陈许琦、李开花、张

先胜、章星宇 
邓春健 

南阳理工学院 五条人 
黄世伟、何陈兵、李雪敏、

梁凤仙、陈园园 

叶红勇、刘玉洁、李焕新、吴

可量、左广玲 

南阳师范学院 涅槃 
祝铭、曹露馨、孙艳敏、席

文思、钟阳 

汤玉峰、王琳、张海礁、于林

涛 

平顶山学院 炉火醇青 
李一凡、戚林森、高捷、李

泽萌、张朋 

曹云丽、胡小明、韩永军、王

莉、田刚 

三峡大学 东拼“烯”凑 
凌昊、杨振坤、张露、祝丰

啸、何燕春 

罗华军、刘呈雄、刘祈星、范

於菟、李春晓 

商丘师范学院 奇迹 
郭冰蕊、卢冰倩、张晓妍、

候云平、武文博 

史展、崔金海、陈稳霞、邵梅

玲、周艳丽 

宿州学院 醇赋异禀（丙） 
肖康康、武起、赵玉蓉、刘

俊凤、王慧 

谢永、张德谨、史洪伟、卓

馨、徐基贵 

皖西学院 Five Girl 
王静、王芷若、董洁雅、周

声露、吴寒 

王小艳、金俊成、李刚、常文

贵、徐光年 

武汉纺织大学 炉火醇青 
杨敬文、林霖、颜亚玉、刘

孜洋、薛强 

程锴、夏明桂、陈飞飞、王伟

明、朱君江 

武汉工程大学 妙手回醇 
丁壮、郑文萱、吴嘉欣、王

新鸿、刘钒 
张林锋、金放、杨犁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Amazing 

杨乾锦、刘杰、陈培橼、唐

志浩、汪芷玉 
向丽、康顺吉、杨犁、宣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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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武汉工商学院 重案五组 
王怡涛、张小宇、李运豪、

彭浩、严康 

龚乃超、柯斌清、杨文婷、乐

薇、夏卿 

武汉科技大学 乘风破浪队 
张明焱、王琪、董庆、覃远

桂、陈道远 

雷杨、罗浩、刘芯妍、程正

载、吴晓琴 

武汉理工大学 IPA 生产队 
赵文琪、黄金莲、高燕婷、

石清、杜先进 
张光旭、夏涛 

武汉轻工大学 十里醇香 
邓锋、汪熙智、吕喜梅、陈

威、叶敏 

胡廷平、游军杰、李云雁、王

明明、张婷婷 

新乡工程学院 醇化秋实 
王子文、李跃、韩靖亚、王

辉强、赵嘉明 

黄世江、袁童、白娟娟、郭中

甲、李睿健 

新乡学院 醇艺小组 
董雯、闫宜芳、闵婉青、王

家乐、祝宇 

郎五可、李伟伟、陈可可、原

平方、王晓钰 

许昌学院 橙子菠萝 
孔德星、尤梦玉、孙慧敏、

韦咏春、李福霞 
孙国富、徐静莉、张羽翔 

长江大学 CE-STAR 
漆炳旭、齐永坤、范正洋、

张叶茜、李元浩 

王齐、郑延成、石东坡、付家

新、朱生华 

郑州大学 亿点纯 
叶虎、董家誉、王娜、刘

哲、刘晓旭 

张婕、张亚涛、陈军航、薛

冰、白净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玖玖归壹 
鲁振伟、陈锴峰、孟砥、王

宁、毛梦情 

王保玉、张峻炜、王少鹏、付

长亮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异军突起 
常超群、于海斌、王婷婷、

胡译尹、邢露 

蔡立芳、韩敬莉、张建强、赵

建波、杨许召 

中南民族大学 T.F. 
叶雨清、余成龙、蒋婉娟、

杨慧、尤瑞男 

肖杨、周继亮、洪景萍、赵福

真、金士威 

周口师范学院 老实醇朴 
丁荣光、程喜慧、冯博凡、

李纪阳、韩佳琪 

王筠、殷留义、薛莹莹、陈光

莹、陈泳兴 

叁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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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光灿烂 
李春光、周灿、蒋曼曼、纪

宇婷、喻经华 

霍朝飞、李芳、唐定兴、潘

梦、张荣莉 

安徽工业大学 卓翼队 
汪博文、芮雅婷、邱浩洋、

高海军、吴玉成 

雷昭、雷智平、何孝军、冀秀

芝、凌强 

合肥工业大学 天赋异丙 
田重华、钟赛男、韩诗沺、

陈辰、庄铭彦 

杨则恒、姚运金、石琨、范小

明、徐超 

合肥工业大学 异丙异醇 
冯泽帆、杨家泰、刘嘉宁、

苏中科、周爽 

姚运金、杨则恒、范小明、张

卫新、魏凤玉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合肥工业大学 异点点厉害 
陈小龙、赵亚玲、李晗溪、

祝燕青、周健 

姚运金、杨则恒、范小明、张

卫新、类超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醇醇欲动 

刘昱俊、刘成、赖卓至、彭

献涛、贾宇桐 

姚运金、姚鑫、杨则恒、徐

超、曹付虎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六〇〇六 

徐百川、陶若宇、赵欣悦、

孙振轩、潘志秋 

姚运金、徐超、姚鑫、曹付

虎、徐君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专异丙且醇情 

罗珍鹏、林锦枫、马涵璐、

李济江、弓潇 

姚运金、姚鑫、徐超、杨则

恒、曹付虎 

合肥学院 化山论道队 
廖海平、黄诚瀚、韩静茹、

马芊芊、史浩楠 

胡科研、姚蓓蓓、董强、高大

明 

河南大学 酯去醇来 
金子洋、高金莹、朱盼盼、

姬凯辉、范誉隆 

汤雁婷、于欣、田玉平、朱俊

彦、李建通 

河南工业大学 莲湖妙妙屋 
王屹立、王心怡、曹暮林、

张弛、李冬英 

刘广宇、朱春山、龚彦文、李

冬光、刘文举 

河南科技大学 “醇醇”欲动战队 
李大仟、卜令华、钱伦、吴

清江、汤贝贝 

勾明雷、王晓、段永华、宋亚

坤、芦雷鸣 

湖北工业大学 “醇”真少年 
旷晓甜、阮业成、李琦、潘

庆林、汪瑜轩 

闵捷、张运华、庞海霞、孙

丹、胡兵 

湖北工业大学 春分 
曹泽杰、李亚奇、侯锦坤、

吴博、邓蓓 

张运华、闵捷、唐强、孙丹、

胡兵 

江西理工大学 Maldraxxas 
刘俊瑞、戴志海、于明明、

王福林、毛富康 

欧阳少波、邹来禧、李敏、陈

火平、朱丽华 

江西理工大学 与众不酮 
陶博、黄志伟、欧阳泽建、

胡佳乐、杨志宇 
肖燕飞、毛建刚 

九江学院 醇纯欲动 
汪振涛、谢佳明、陈小杰、

王健、柳心海 

刘祥丽、李国朝、向程、刘建

华、江小舵 

九江学院 醇醇欲动 
余荣光、黄国强、林金、朱

书琴、刘洁 

李国朝、刘祥丽、乔波、杨

涛、向程 

九江学院 醇暖花开 
陈祥雨、郭丽、徐章燕、姜

千千、王联群 

刘祥丽、李国朝、刘建华、乔

波、杨涛 

九江学院 醇一不杂 
饶招娣、李利沙、韩仙芳、

黄怡超、肖欣 

向程、李国朝、刘祥丽、杨

涛、刘建华 

九江学院 庐火醇青 
杨艺、周志城、李艳玲、王

升灿、刘子琦 

李国朝、刘祥丽、刘建华、杨

涛、江小舵 

九江学院 生醇之道 
蒋薇、洪根薇、马雪琪、李

佳涵、沈玲珍 

乔波、刘祥丽、李国朝、江小

舵、杨涛 

九江学院 糖果超甜 
杨志伟、余仁、陈俐娜、冯

珊珊、杨子驰 

刘建华、刘祥丽、李国朝、杨

涛、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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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九江学院 五铁烷了 
夏珺珺、汪文明、黄梦情、

邓小辉、令狐光酸 

杨涛、刘祥丽、李国朝、刘建

华、向程 

九江学院 异丙醇不易 
张衡、王星莹、欧阳紫菱、

刘光新、徐雄钰 

李国朝、刘祥丽、杨涛、向

程、江小舵 

平顶山学院 天赋异丙队 
刘明慧、刘欣雨、陈姚明、

张胜杰、杨欢 

罗晓强、曹云丽、韩永军、王

莉、田刚 

平顶山学院 异醇易爆炸 
魏亚飞、庞梦媛、林菲菲、

韩宇梁、韩书慧 

韩永军、曹云丽、田刚、王

莉、李青彬 

三峡大学 “醇”靠自己 
闫鑫磊、成江黎、王雨、徐

朵、吴思婧 

罗华军、刘呈雄、涂志英、田

毅红、胡为民 

三峡大学 极致快乐 
赵昌杰、张烨、任佳佳、郭

朵颖、谢文浩 

刘杨、陈卫丰、胡为民、李德

莹、晏佳莹 

武汉纺织大学 醇滴很 
崔子洋、姜帅、王强、吕

佳、吴雅芳 

王伟明、丁朝建、陈飞飞、李

明、夏明桂 

武汉工程大学 IPA-5S 
吴永盛、任佳文、谭柳青、

王一峰、唐科 
金放、杨犁、张林锋 

武汉工程大学 多余的硫酸 
刘英子、于依扬、张宇炜、

黄明梅、刘嘉琪 
何禄英、王建芝、李辉、蔡宁 

武汉工程大学 共轭酸碱 
毕小刚、陈佳雯、鄂明洋、

刘泓吟、周子睿 
杨犁、张林锋、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一个 
谭蕊、李梦威、雷玉琪、周

名杰、万子豪 
王建芝、金放、李辉 

武汉工程大学 异彩酚醇 
李帆、陶亮、阮豪、郭骐

瑞、侯学武 
金放、杨犁、张林锋 

武汉工程大学 酯日可待 
任倩、曲瑶、黄鹏、李彬

彬、张友竺 
杨小俊、殷霞、杜治平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求酮存异 

钟圳锋、叶知益、苏昭宇、

郭杰丽、张婷 
康顺吉、向丽、宣爱国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五虎上将队 

宋元页、王珠罕、郑新建、

罗滔、杨尚 

朱薇、陶梅平、童晓青、程玉

洁、宣爱国 

武汉科技大学 “秉纯”之星 
瞿恒、饶子轩、黄可欣、杨

劲文、高京子 

雷杨、罗浩、刘芯妍、王晴

东、吴晓琴 

郑州大学 炉火醇青 
李俊杰、彭洁、王星妹、姚

宏、蒋泽宇 
李奕帆、白净、曹春梅、王瑞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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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工学院 less is more 
王杭愉、杨文博、常明朔、

张楠、蔡青旋 

张艳维、赵凌、李中坤、王

朋、张楠 

安阳工学院 醇醇欲动 
徐媛媛、刘航航、赵艳东、

贾娟、杨生 

王朋、赵凌、张艳维、李中

坤、牛永生 

安阳工学院 尚在设计 
魏盈盈、熊学成、张亚辉、

柴丽丽、李攀峰 

王朋、赵凌、张艳维、李中

坤、牛永生 

合肥学院 绿色干饭队 
潘犇、梁婷、王培、陈辉、

王学智 
胡科研、童惠娟、赵娣芳 

湖北大学 一并拿下队 
任玉、谢咏婷、刘倩、章

⾬、⻩储 
赵道辉、杨世芳、⻰华丽 

湖北工业大学 醇醇欲动 
屈静文、吴文卓、吴桐、黄

源、方彩虹 

庞海霞、唐强、闵捷、张运

华、胡兵 

湖北工业大学 与发际线作队 
李敬宇、王疆、栗懿旸、祝

启翔、杨江玮 

范明霞、胡兵、熊剑、江国

栋、赵春玲 

淮北师范大学 炉火“醇”青 
王宇航、梁龙、钟慧、李

璇、程英岚 

陈惜明、査道中、徐蕴、朱秋

实、陈菲菲 

淮北师范大学 酯日可待队 
曾雅珍、李悦、徐凤凤、刘

梦婷 

陈惜明、徐蕴、朱秋实、陈菲

菲 

井冈山大学 化工大师 
周伟、朱建明、曾仪东、袁

华强、谭金龙 

刘小兵、韩润林、隋岩、吴

魁、廖文明 

井冈山大学 井大化工 H5 
彭昕康、罗昌俊、占丰盛、

曾涌、高丽川 

刘小兵、韩润林、隋岩、吴

魁、廖文明 

井冈山大学 勤思敏行 
占镇键、齐龙钦、邱国鹏、

张鑫、肖志灵 

刘小兵、韩润林、隋岩、吴

魁、廖文明 

三峡大学 SMG 梦之队 
蒋帅、彭正宇、杨望炜、刘

力、张永奇 
胡为民、陈卫丰 

三峡大学 一切顺利队 
田启翔、张焱昭、陈彤莎、

李婧雯、兰亚宁 

胡为民、李德莹、晏佳莹、汪

磊、刘杨 

武汉纺织大学 TNT 
李庭昊、王一驰、李海林、

张虎、郭洪扬 

王伟明、李明、丁朝建、陈飞

飞、刘仰硕 

武汉纺织大学 无毛羔羊 
杨茹雨、杨飞、吴博、毛

黎、高杷羽 

王伟明、李明、丁朝建、陈飞

飞、张艳波 

武汉工程大学 都可以队 
胡小龙、吕明阳、王康、张

琦、杨笑宁 
杨犁、张林锋、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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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武汉工程大学 老食苯酚 
李康政、吴妍、程良浩、罗

婧萌、袁焕 
杨犁、张林锋、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青山客 
米海博、田阳、马超、朱思

杰、向栩良 
杨犁、张林锋 

武汉工程大学 异军突起 
李知学、付梦卓、邱世潮、

俸速、廖绍滢 
金放、李辉 

武汉科技大学 化工原理 
杨昊杰、占子云、张林春、

梅雪、方晶 
朱辉 

武汉科技大学 五个臭皮匠 
汪禹、金瑞风、胡哲玮、杨

天怡、应宇强 
吴玲、程正载 

武汉科技大学 越岭队 
廖湘琳、谢照、黄家伟、尚

轶华、蒋凯强 

田永胜、吴晓琴、雷杨、程正

载、方红明 

武汉理工大学 醇异不杂 
廖文博、高嘉诚、吴炜晗、

徐正平、廖胤翔 
车圆圆 

武汉理工大学 风灵月影 
张迈、翁浩诚、陈冠文、冯

定强、杨易鑫 
车圆圆、史彬、杨淼、吴选军 

武汉轻工大学 红红火火 
张慧甜、饶露露、李佩佩、

杨清、彭玉叶 

王明明、胡延平、李云雁、游

军杰、张婷婷 

武汉轻工大学 科目二考五次 
王兆成、李楠、周毅杰、詹

怡平、申姗姗 

胡廷平、张婷婷、李云雁、游

军杰、王明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海底小纵队 
马圆圆、杨炯鹏、范存颖、

金娜、段艳芳 

郭林、曹瑞娟、付长亮、王玉

玲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真爱无敌 
张宇、柯明、汪显洋、裴

涛、杨柳 

李靖靖、谢光辉、孙浩冉、郭

林、王玉玲 

中南民族大学 三氯化二镧 
王倩雯、蒋洧、谭琳、邬浩

然、陈蕾 
刘冰、肖少华 

中南民族大学 学秃了 
齐原、何世坤、汪建民、沙

孝霖、马小霞 
洪景萍、刘成超 

中南民族大学 专业团队 
柴晓龙、杜毛湛、张晨阳、

付浚榕、陆春玲 

金士威、贺捷、肖扬、洪景

萍、周继亮 

周口师范学院 醇醇欲动 
郑佳琳、张笑怡、张璐娟、

张雨菲、胡孟启 

王筠、殷留义、薛莹莹、陈光

莹、陈泳兴 

周口师范学院 一枝独秀 
张鑫、徐子衿、陈祥慈、王

浩冉、蔡文然 

王筠、殷留义、薛莹莹、陈光

莹、陈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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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区奖确认授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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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氢守酮 
李静洋、蒋飞鸿、李俊辰、

阮洪历、武龙全 

霍朝飞、李芳、魏学岭、潘

梦、李兴扬 

安徽工业大学 醇醇欲动队 
王傲、毛建江、陶斯泽、任

辉、田嘉琪 

雷昭、谢瑞伦、李占库、颜井

冲、张奎 

安阳工学院 天赋异丙 
苏科桐、胡杰、赵雪倩、楚

昊旻、侯钰柳 

赵凌、张艳维、王朋、李中

坤、牛永生 

合肥工业大学 纯醇一吨值千金 
周涛、赵雨龙、宋茹、孙

琪、梅凯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魏

凤玉、范小明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天赐良醇 

黄思博、黄喜硕、周鹏飞、

张卿瑜、闫子龙 

姚运金、徐超、姚鑫、杨则

恒、曹付虎 

河南大学 醇酯相依 
王泰基、单俊威、韩如霞、

王志博、王甜 

郭泉辉、刘学军、刘勇、房晓

敏、李庆华 

河南科技大学 
“有志，竟成”团

队 

金丰明、赵光明、王世杰、

逯洪利、吕明辉 

芦雷鸣、任云利、宋亚坤、李

军波、勾明雷 

河南理工大学 最是一年醇好处 
蔡士杰、王育哲、段娇娇、

武萌萌、罗非 

贾建波、郭相坤、仪桂云、李

靖如、康伟伟 

华中科技大学 十醛十镁团队 
马恩辉、张博源、覃天、杨

颖、刘鑫璐 
邬勇奇 

江西理工大学 醇度 
钟颖、朱楚露、高源、陈文

琦、朱林 

李敏、欧阳少波、邹来禧、陈

喜蓉、陈火平 

九江学院 醇天然 
李文豪、余飞飞、胡丹洋、

曾罗生宝、翟琳 

刘祥丽、李国朝、乔波、向

程、刘建华 

南昌大学 龙腾 ZWPD 
王逸超、舒永琪、王曦墨、

吴昱东、茅雨洁 

杜军、罗明辉、魏洪春、易玉

俊、公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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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平顶山学院 炉火醇青 
李一凡、戚林森、高捷、李

泽萌、张朋 

曹云丽、胡小明、韩永军、王

莉、田刚 

三峡大学 至臻至醇 
陈茜、孙傲杰、苟正阳、任

海燕、吕智东 

刘杨、陈卫丰、胡为民、李德

莹、晏佳莹 

武汉工程大学 妙手回醇 
丁壮、郑文萱、吴嘉欣、王

新鸿、刘钒 
张林锋、金放、杨犁 

武汉工程大学 天赋异丙 
余轲涵、庞琪、余朵、莫艳

葵、卢智勇 
杨犁、金放、张林锋 

武汉理工大学 醇醇教诲 
吴俊博、刘泽同、张秉睿、

冯浩宇、杨惠 
夏涛、刘晓芳、李单、张光旭 

郑州大学 醇一不杂 
张超、杨璐鹏、姜润源、陈

天祥、杨晨龙 

白净、张明、张永胜、张亚

涛、张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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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建筑大学 异丙醇甄 
廖俊杰、胡荣健、郭语妍、

张源、崔俊明 

李亚茹、吴世彪、葛业君、陈

霞、王亚琴 

合肥工业大学 异气风发队 
武红常、李思颖、陈婉丽、

杨婉艺、陆欢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范

小明、类超 

河南城建学院 心醇气和 
戚甜甜、马俊威、孙瑜、李

晓环、刘巧巧 

程相龙、刘丽华、李刚、陈英

赞、张延兵 

河南大学 天赋异丙 
王洁、刘诗龙、王首龙、佘

蕓廷、王冬林 

田亚杰、汤雁婷、程鹏飞、庞

杰、郭泉辉 

河南工业大学 醇深似海 
陈龙、张督兵、韩阔阔、冯

娇、余晗 

党丹、白红娟、陈军航、李冬

光、张巧飞 

湖北工业大学 炉火醇氢 
徐子萌、李金源、罗孟琦、

刘杏、周毅 

张运华、闵捷、唐强、孙丹、

胡兵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醇风拂面 

甘育辉、何锦嵘、郑威、周

学龙、谭焕卿 

郭高丽、张婷、万俊、詹堃、

杨鑫 

江汉大学 铀 
肖颖、袁杰、程哲、谭秀

杰、林苗 
邹琳玲、晋梅、安良、吴宇琼 

九江学院 庐火醇青 
杨艺、周志城、李艳玲、王

升灿、刘子琦 

李国朝、刘祥丽、刘建华、杨

涛、江小舵 

南阳理工学院 五条人 
黄世伟、何陈兵、李雪敏、

梁凤仙、陈园园 

叶红勇、刘玉洁、李焕新、吴

可量、左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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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三峡大学 东拼“烯”凑 
凌昊、杨振坤、张露、祝丰

啸、何燕春 

罗华军、刘呈雄、刘祈星、范

於菟、李春晓 

皖西学院 Five Girl 
王静、王芷若、董洁雅、周

声露、吴寒 

王小艳、金俊成、李刚、常文

贵、徐光年 

武汉纺织大学 炉火醇青 
杨敬文、林霖、颜亚玉、刘

孜洋、薛强 

程锴、夏明桂、陈飞飞、王伟

明、朱君江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Amazing 

杨乾锦、刘杰、陈培橼、唐

志浩、汪芷玉 
向丽、康顺吉、杨犁、宣爱国 

武汉科技大学 “秉纯”之星 
瞿恒、饶子轩、黄可欣、杨

劲文、高京子 

雷杨、罗浩、刘芯妍、王晴

东、吴晓琴 

武汉科技大学 乘风破浪队 
张明焱、王琪、董庆、覃远

桂、陈道远 

雷杨、罗浩、刘芯妍、程正

载、吴晓琴 

郑州大学 亿点纯 
叶虎、董家誉、王娜、刘

哲、刘晓旭 

张婕、张亚涛、陈军航、薛

冰、白净 

中南民族大学 T.F. 
叶雨清、余成龙、蒋婉娟、

杨慧、尤瑞男 

肖杨、周继亮、洪景萍、赵福

真、金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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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工业大学 GW 战队 
焦思宇、修奥瑞、刘海龙、

赵海越、凌纪星 
雷昭 

安徽工业大学 醇正无邪 
董远洋、易伟、夏晓龙、陈

娅昕、张路标 

雷昭、谢瑞伦、颜井冲、李占

库 

安徽工业大学 炉火淳青 
刘丽丽、尚恒帅、邵亚东、

王长彬、刘乔风 

雷昭、谢瑞伦、李占库、颜井

冲 

安徽师范大学 安师大的小菜瓜 
李昱蝶、李齐齐、柯颖、张

敏、云莎莎 
云瑞瑞、张小璇、罗时忠 

安阳工学院 IPAC 
陈雨琦、彭犇犇、申奥、祁

政彪、马世松 

张艳维、赵凌、李中坤、王

朋、张楠 

安阳工学院 蜜雪丙醇 
魏天琦、罗雨春、程振华、

付灿、贾灿 

张艳维、赵凌、李中坤、王

朋、张楠 

池州学院 拉瓦 Sn 
潘孝堃、许方胜、朱雨萱、

侯亚兰、季惠之 

桂君、盛敏刚、郭绍义、钱立

武、肖新乐 

滁州学院 同路人 
江成慧、王梦婕、李光慧、

张明武、王玮 

陈纲领、张蕾、马田林、冯建

华、周阿洋 

合肥工业大学 醇属异外 
黄宗营、沈博文、包甲恒、

崔祥筝、王慧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范

小明、类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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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 庞然大戊 
赵东辰、郭欣、张欣诚、余

沁然、王海玮 

杨则恒、姚运金、徐超、范小

明、类超 

合肥师范学院 One shot 
张治国、刘哲、邹子涵、齐

肖雨、王佳 
袁新松、张琪、康烨、李亮 

合肥学院 风犬少年 
王猛、谢卓、汪梦瑶、孙书

楠、陈云龙 
胡科研、刘俊生、唐静 

合肥学院 胜利队 
李明冲、金海城、周祥、朱

鉴文、房启源 
胡科研、胡坤宏、孙虹 

合肥学院 雅俗共赏队 
刘龙杨、陈新宇、何飞扬、

鲍忠耀、刘裕 

胡科研、魏安乐、胡坤宏、孙

芹英 

河南大学 醇风得异 
史娅婷、赵宁、刘斌、王星

光、赵梦瑶 

李西营、付记娅、杨浩、蒲彦

锋、陈威 

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 
醇风十里，不如与

丙相遇 

郭鹏、尚志杰、朱圆圆、马

萱、马艳辉 

王国庆、李洋、袁珍珍、石贤

举、郭立鹏 

河南工业大学 明白人 
刘家荣、陈世龙、李志博、

薛晓鹏、张梦豪 

刘广宇、朱春山、龚彦文、党

丹、张巧飞 

河南工业大学 氕氘氚 
张晨辉、李雨辰、柴柏寒、

李若愚、成冬样 

刘广宇、龚彦文、朱春山、陈

军航、白红娟 

河南理工大学 苯宝宝多氯了队 
薛迪飞、宁坤蕾、郑晓梦、

申旭航、杜大兴 

贾建波、郭相坤、仪桂云、李

靖如、郭卫杰 

河南理工大学 醇在即河理 
姜瑶、刘道燃、郭莹娟、肖

云海、谢宏泽 

贾建波、郭相坤、仪桂云、李

靖如、吴元锋 

河南理工大学 天赋异“丙” 
范宇豪、何俊沂、刘洋、韩

艺瑶、丁瑞思 

贾建波、郭相坤、仪桂云、李

靖如、张光辉 

湖北大学 异言为定队 
罗洋、曾千蕊、刘印艳、谭

伏奎、李妍琪 

龙华丽、杨世芳、曾嵘、赵道

辉、苏倩雯 

湖北工业大学 醇醇大乱斗 
彭佳美、段家薇、张瑞、杨

浩哲、黄鉴典 

唐强、张运华、范明霞、闵

捷、胡兵 

湖北工业大学 共轭酸碱队 
刘星雨、徐婷婷、谢欣雨、

严玉、孙银思 

胡兵、胡传群、徐保明、唐

强、范明霞 

湖北工业大学 炉火醇清 
雷舒霖、雷乾杰、沈贤琪、

王嵘鑫、王紫云 

范明霞、胡兵、赵春玲、江国

栋、熊剑 

湖北工业大学 天上天下 
丁耀文、黄伟成、潘佩冉、

刘定煜、刘江涛 

庞海霞、唐强、闵捷、胡兵、

周宝晗 

湖北工业大学 五朵金花 
熊锐、吕彦莹、朱思文、赵

昕仪、夏蕾 

王龙胜、胡兵、雷鹏翔、谭军

军、王薇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399 自燃醇 

徐静宜、柳欣颖、王一凡、

杜江华、王锡磊 
郭高丽、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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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羟进酒 

叶苗佳、邓子恒、鲍如吉、

付前程、王星龙 

郭高丽、张婷、胡晶、仝芳、

阳飞 

江汉大学 “醇”粹 
周莉琼、秦平、佘磊、蔡少

康、吴海蕊 
邹琳玲、吴宇琼、安良、晋梅 

江汉大学 纯醇欲动 
饶云翔、宋贵仁、李普天、

姚腾飞、黎国胜 
邹琳玲、吴宇琼、安良、晋梅 

江汉大学 大师队 
王佳杰、肖媛媛、易坡、张

宇新、武永琪 
邹琳玲、吴宇琼、安良、晋梅 

江西理工大学 真醇 
刘润龙、吴世龙、王生艳、

叶雨露、蓝俊杰 
杨凯、欧阳少波、陈火平 

荆楚理工学院 飞雁惊鸿 
马瑶、陈忠权、胡康、杨迎

强、陈曼 

祝阳、许维秀、石腊梅、熊泽

云、王洪林 

九江学院 醇牛奶 
许清清、程兰兰、黄翠萍、

钟丽君、林皓阳 

江小舵、李国朝、刘祥丽、杨

涛、刘建华 

九江学院 金木水火土 
万文涛、罗颖辉、张莉、杨

琪、王志伟 

向程、李国朝、刘祥丽、江小

舵、杨涛 

南昌大学 前湖中维队 
陈诗怡、熊璐、孙广宇、高

艺芳、钟硕 

罗明辉、杜军、公振宇、魏洪

春、易玉俊 

南阳理工学院 醇醇欲动 
张宇、张恒、冯刘振、刘雨

晴、李双白 

叶红勇、刘玉洁、李焕新、吴

可量、左广玲 

南阳理工学院 天赋异“丙”队 
燕秋、杨培渊、张佳文、王

亚杰、樊杰 

叶红勇、刘玉洁、李焕新、吴

可量、左广玲 

三峡大学 funplus 
余燕清、米云飞、何家茹、

傅陈晨、卢慧 

李德莹、刘杨、胡为民、陈卫

丰、晏佳莹 

三峡大学 乘风破浪 
王树章、杨丽姿、蒋泽洲、

肖陈宇、王瑞沣 

罗华军、周新文、刘立明、黄

年玉、范於菟 

三峡大学 醇心纯意 
姚品品、王逸凡、陈丽、贺

欣宇、张家鼎 
胡为民、罗华军 

三峡大学 风景渡心结 
张洁、张雅鑫、江烽、彭景

诗、梅杜娟 

胡为民、刘杨、李德莹、晏佳

莹、陈少娜 

三峡大学 一天八杯水 
刘明超、夏雪、杨满、张润

语、陈玉 

胡为民、刘杨、汪磊、晏佳

莹、李德莹 

武汉工程大学 IPA 侦碳团 
宋子兴、鄢龙、汪文龙、贺

雨婷、陈都 
杨犁、张林锋、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天真醇朴 

张紫梦、陈龙、陈明、袁智

荣、曾敏阳 
朱薇、陶梅平、宣爱国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小王子护卫队 

吴桐、王云腾、周杰、杨忠

坤、张怡 
朱薇、陶梅平、唐婧、宣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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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科技大学 快乐就好队 
伍佳慧、刘思涵、沈泉惠、

杨端康慧、李卡 

雷杨、罗浩、刘芯妍、程正

载、吴晓琴 

武汉轻工大学 pc 大队 
余博伟、陈琪、杜磊、陈

巨、熊晗晗 

胡廷平、张婷婷、李云雁、游

军杰、王明明 

武汉轻工大学 得异之作 
张琪、向君、刘学玲、范圣

轩、范子胜 

游军杰、胡廷平、李云雁、王

明明、张婷婷 

武汉轻工大学 合二为异 
程浩、张晨、张子涵、肖中

伟、曾令鹏 

游军杰、胡廷平、李云雁、王

明明、张婷婷 

武汉轻工大学 也不错 
柳书煜、马岚琪、李子寒、

赖嘉慧、李文琪 

胡廷平、张婷婷、李云雁、王

明明、游军杰 

郑州大学 吾意苦争醇 
邓家康、付伟东、蔡昌新、

耿艺方、易欣平 
王景、李文鹏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筑梦化工 
孙向阳、王子钰、王星晨、

孙会婷、刘朔 

付长亮、王少鹏、张峻炜、王

宇飞、姚虹 

郑州轻工业大学 卓尔不群 
邱泽丰、南楠、徐浪、张

硕、郭鹏飞 

张羽翔、韩敬莉、李燕燕、李

瑞瑞、田宽 

中南民族大学 TPT 
谢芙蓉、杨惠媚、仁云梅、

马玉龙、韩天龙 

洪景萍、刘成超、金世威、肖

杨、肖少华 

中南民族大学 醇醇欲动 

覃澜、罗艺、梁雅程、罗光

清子、米日古丽·阿不都热西

提 

洪景萍、刘成超 

中南民族大学 奋进的水手 
张瑶、赵鑫艺、许嘉欣、陈

绪霖、牟汉生 

肖少华、刘冰、肖杨、洪景

萍、刘成超 

中南民族大学 胜利化工厂 
许倩常、洪叠、孙新月、李

暖、胡梦雯 

肖杨、金士威、周继亮、赵福

真、洪景萍 

中南民族大学 真让人头大 
熊政彬、闪金锦、常楚璇、

黄金碧、王慧 

肖杨、金士威、周继亮、洪景

萍、赵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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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院宝宝与钉钉车 
何昕航、李颖萌、金心妍、

刘山、苏梦 

柏家奇、程芹、刘久逸、项

东、徐畅 

安阳工学院 UPUP 
谷晶晶、胡帅歌、郭研研、

张巧敏、刘晓真 

张艳维、赵凌、李中坤、王

朋、张楠 

安阳工学院 炉火醇青 
师美亮、顾晓迪、蒋福凡、

张帆、阮敏 

张艳维、赵凌、李中坤、王

朋、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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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 真·齐心汇力队 
赵华、陈祺、江汇、李欣

怡、韩臻 

周阿洋、马田林、张蕾、冯建

华、陈纲领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异丙醇本纯 

冯颖超、付硕、丁若辰、曾

鹏程、来欣宇 

姚运金、姚鑫、徐超、杨则

恒、徐君 

河南工业大学 炉火醇青 
赵彩雯、宫东旻、岳莹、唐

星、宋睿 

党丹、陈军航、白红娟、刘文

举、李东光 

洛阳师范学院 “醇”粹队 
韩冰倩、段向蕊、靳思雨、

牛振洋、李庆贺 

刘金强、张丽雷、王晔、陈海

鹏、袁巍巍 

洛阳师范学院 醇醇欲动 
董雪、何畅、胡永丽、张佳

楠、李季 

张丽雷、王晔、刘金强、陈海

鹏、袁巍巍 

洛阳师范学院 炉火醇青 
马俊阳、酒兆瑞、苗青青、

申培育、张盈盈 

张丽雷、王晔、刘金强、陈海

鹏、袁巍巍 

洛阳师范学院 三盐一硝 
栾金明、慕英坤、李雨晴、

蒋梦瑶、李欣宇 

张丽雷、王晔、刘金强、陈海

鹏、袁巍巍 

三峡大学 150 的苗子 
刘文鑫、王文杏、石资、陈

梦婷、陈亚男 
胡为民、汪磊、晏佳莹、刘杨 

三峡大学 醇意盎然 
肖爽、邓任远、成广宇、鲁

丹、李梦琪 

汪磊、胡为民、晏佳莹、刘

杨、陈卫丰 

三峡大学 江城锶钨雨 
杨长江、晏乐成、吴创、贾

思思、史晓宇 

胡为民、李德莹、刘杨、晏佳

莹、汪磊 

三峡大学 一支队 
戴太焕、李红松、刘志超、

杨成、余翱 

胡为民、刘杨、李德莹、晏佳

莹、陈少娜 

武汉工程大学 氟仇锗联锰 
张凯贺、吴奇、任奕霖、徐

永恒、罗江棋 
杨犁、张林锋、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肝泛怼 
刘轩、谷致远、耿志毅、戴

正、李望润禾 
杨犁、张林锋、金放 

武汉科技大学 烯醇世纪 
金辰圣、张以民、刘瑶、王

文燃、朱芳婷 
伍林、胡雅 

武汉轻工大学 蜀道不难 
邢耀楠、肖思懿、沈禹希、

陈惠霞、张春雨 

王明明、胡廷平、李云雁、游

军杰、张婷婷 

郑州轻工业大学 醇真 
程鑫悦、付廷锋、陈光强、

李怡静、闫新宇 

张建强、蔡立芳、韩光鲁、李

燕燕、杨许召 

中南民族大学 炉火醇青 
贺子航、丁月盈、杜文军、

雷国聪、杨澳 

金士威、肖杨、周继亮、洪景

萍、贺捷 

中南民族大学 门捷列夫的弟子 
杨义兵、田川丰、曹洁、李

爽、张婷 

刘冰、肖少华、肖杨、洪景

萍、赵福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