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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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赛区）公布通知 

“天正设计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西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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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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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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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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赛区） 
 

 

贰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安康学院 胜羽队 
苏飞、刘姬、程芋、陈阳

芳、王瑜琛 
孙安霞 

宝鸡文理学院 二加三 
李佳、王伊雪、李强强、刘

阳、王婷 

窦树梅、卫粉艳、李慧勤、黄

卓楠 

北方民族大学 醇醇欲动 
郑皓茁、高林贵、吴俊武、

章永慧、杨晓珍 

刘天霞、续京、姜国平、高彩

云、何杰 

甘肃农业大学 西北氟化钴 
田建徽、邓宝洁、臧淑一、

朱治军、曹润泽 

桂文君、龙海涛、胡冰、蒲陆

梅、崔彦君 

河西学院 青醇 2021 
黄巧珍、张恩泽、闫素珍、

初嘉绮、李茹娟 

佟永纯、冯敏、杨自嵘、宋

如、白庆玲 

兰州城市学院 异丙醇小分队 
陆永辉、勾农波、王伟、赵

江涛、潘孟齐 

叶鹤琳、魏慧娟、刘现玉、马

明广、赵国虎 

兰州交通大学 一飞醇天 
张雪鑫、寇文敏、冯瑾、方

国庆、安翔 

宋河远、王良成、李刚、孙大

明、张玉洁 

兰州理工大学 醇纯精进 
黄玲香、王冬月、李星星、

王蕾蕾、姜楠 

丛媛媛、王东亮、李吉焱、周

怀荣、李春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

院 
丝路醇香 

陈志翔、徐世鑫、李晨晨、

郝吉明、王宇宸 

曲云、龚占魁、唐靖、王小

瑞、杨西萍 

兰州文理学院 启明星 
鲜文煊、张寿颐、田雪琴、

王姬、刘东辉 

陈倩、王子宜、冯志刚、张兴

辉、师海雄 

陇东学院 E 计划 
马琛、张云飞、王建荣、白

琪琪、于长圣 

武芸、张兵、李惠成、张亮、

李小菊 

吕梁学院 五合异 
崔帅、牛瑞龙、李志强、陈

涛、牛丹 

王中慧、杨永林、霍晓东、高

文强、张漪 

宁夏大学 求酮醇异 
胡彪、应浩杰、徐敏、刘昕

鑫、王光琴 

范辉、詹海鹊、王淑杰、李

平、张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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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追光者 
母龙、王世瑞、剡飞、田彦

涛、李曼 

邵秀丽、雍海波、张晓瑞、任

艳娇 

宁夏师范学院 云帆 
魏金鹏、郑雪、于勇发、杜

恬 
马文娇、叶飞、吴志强、马贵 

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

学院 
飞跃 

蒋树龙、贾海明、李宪宏、

陈永霞、多杰卓盖 
马录成、李生芳、马秀英 

青海大学 德（艺并存） 
李鑫鹏、熊方、唐慧、唐

睿、李继阳 

赵云、常兴、付华、张卫东、

崔小琴 

青海民族大学 异军突起队 
付玉、本俊莲、蒲鑫竹、朱

明贵、马天戈 
董伟兵 

山西中医药大学 炉火醇青队 
程泽彤、高宏斌、宁文涛、

王佳奇、胡佐真 

王颖莉、任婧、毛文英、胡颖

媛、梁峰岗 

陕西科技大学 醇兢烯厉队 
白红杰、王妤妤、田凯丰、

曾令涛、康开勇 

韩玉英、代方方、李小龙、范

娟、孙永会 

石河子大学 醇正无邪 
李红强、张驰、尹光虹、刘

攀、靳鹏飞 
陈良 

塔里木大学 对不队 
寇康、柳少雄、武秀泉、蔡

佳雪、郑朝晖 

欧明、侯进鹏、卢亚玲、孙

丹、田维亮 

太原工业学院 醇之呼吸 
卫利栋、史肖龙、崔泽升、

张桦煜、张震 

张云凤、邵圣娟、常西亮、李

晓红、郑洪岩 

太原科技大学 酮流合五 
乔石、黄溶溶、任钏恺、杨

文鹏、杨玻玛 

王潇潇、段秀琴、李鹏、王

齐、赵玉英 

太原科技大学晋城校

区 
柳暗花明有异醇 

李瑞轩、刘阳鑫、焦慧民、

张福荣、刘新 

李鹏、段秀琴、王艳、王润

平、毛树红 

太原理工大学 异醇定音 
曹银伟、于斌、杜亚倩、马

嫣宇、王瑞宏 

邱丽、盛清涛、闫晓亮、刘

刚、张小超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

技学院 
奇异饼干 

郎宇成、李懿倍、田勇、李

欣源、陈佳琪 

白亚东、郭一婧、王建云、张

小超、杨颂 

天水师范学院 天赋异丙 
何峰、张志玮、王丽娟、王

习军、李荣花 

张建斌、司长代、章德玉、赵

天宇、安子博 

渭南师范学院 鑫鑫向荣 
闫鑫、马龙、李海涛、郑串

川、闫杨鹏程 

宋乃建、胡明、吴海真、曹

强、张洪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酒醉的 xder 
董俊涛、徐浩力、于文欣、

晁坤、朱妍 
李淑萍、梁燕萍 

西安工程大学 醇正无瑕 
李泽城、黄晓龙、麻一凡、

孔政钧、任雅静 

赵亚梅、刘宏臣、常薇、王

倩、霍锦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雨过天晴 
胡祥龙、张睿晴、穆笑宇、

王福、张亮 
张秋利、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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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西安交通大学 异丙正经 
程博、石秦川、麻蓉、王志

鹏、席梦佳 
张桥、杨敏博 

西安科技大学 M.CI 
张睿哲、黄晨宇、车雨桐、

黄思源、魏一琛 
汪广恒、李建伟 

西安理工大学 至善制醇队 
刘坤禹、王睿、施泰凤、倪

瑞婷、许治良 
刘广钧 

西安石油大学 XSYU 化工人 
杨洁、罗贵中、杨菲、张静

蕾、李鑫东 

范峥、黎小辉、卢素红、刘菊

荣、黄风林 

西安文理学院 繁星若醇 
马自荣、秋剑豪、王芊、张

祥、丁凯 

张杏梅、李学坤、孙平、石

奇、周跃花 

西北大学 三氯化二镧 
周春红、王一非、贾雨欣、

张玉园、李亚男 

赵彬然、陈立宇、吴乐、郝青

青、刘恩周 

西北民族大学 大兴烯北 
王若翰、徐源、刘勤生、张

才、周世龙 

李璐、鲜亮、王爱军、王成

君、王彦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五台山施工队 
侯萌昕、覃馨鑫、王飞、陈

冲、李元程 
胡仲秋 

西北师范大学 异能量团 
王志辉、宋鹏飞、祝宝坤、

李莹、李倩 

田海锋、郭惠霞、唐小华、刘

颖、冯华 

西京学院 永无酯烯 
王斌、魏成鹏、王倩倩、段

玉波、寇宰 

赵玉真、霍小平、康小希、郭

准、么秋香 

新疆大学 
“醇疆”潮水连海

平 

戴钟科、延一鸣、姚玲玲、

梁阳、陈虹宇 
王雪枫、黄雪莉、高歌、黄河 

新疆工程学院 醇香浓厚 
丁志伟、周君宝、马晓波、

徐凌、赵亚彪 

蔡香丽、何芳、赵建章、吴进

喜、余杰 

新疆理工学院 氢酮万华 
李乐洋、李志飞、杨永金、

何静娴 
王海龙、苗鹏杰、张芳、马信 

新疆农业大学 大醇小疵 
吴帅、胡世杰、尹有辉、张

东理 
王俊、陈燕勤、丁焘 

新疆师范大学 天赋异丙-醇队 
沈征崇、司玮萱、何林虹、

崔梦可、史帅康 

孙传庆、赵志西、卢娜、文

彬、冶育芳 

延安大学 烯别醇逢 
李昊阳、梅新奇、贺算铨、

王文鹤、胡雅楠 

高晓明、郭延红、郑小峰、闫

挺、王传涛 

银川能源学院 醇醇意动 
张博、马佳蓉、王鑫、马

薇、常娟 
刘晓瑞、王斌 

榆林学院 醇去醇来 
邱峰、张昊、赖轲、韦新

成、高国庆 

陈娟、郝华睿、李健、闫龙、

徐绘 

长安大学  炉火醇青 
姜晓雪、陈金珠、李佳莹、

宋伟伟、魏玉昌 
刘小丽、李宇亮、孙钰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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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中北大学 遒酮醇逸-IPA 
李明月、张怡清、杨磊、苏

相淞、杨凯鑫 

王艳红、马忠平、李同川、祁

贵生、杨朝明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 二甲基甲醇 
张佳仂、冯凯旋、杨敏、刘

志刚、刘慧彦 
唐莉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厚积薄发 

黄澄、谢高原、孔肖阳、刘

小雨、黄启广 

张海兵、刘艳升、田青梅、沈

蓉、杜春安 

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宝鸡文理学院 极致化工 
巩楠、田思源、陈壮壮、白

杨、杨智越 
窦树梅 

北方民族大学 异常醇净 
贺煜涵、梁焰梅、秦乐静、

罗忠艳、刘智龙 

续京、刘天霞、姜国平、何

杰、高彩云 

河西学院 今烯河西 
王祎、张世万、邓成龙、王

璐璐、莫鹏伟 

佟永纯、宋如、冯敏、白庆

玲、王海平 

兰州城市学院 IPA 
陈九龙、马腾、赵佩佩、滕

利河、关瑛 

刘现玉、魏慧娟、叶鹤琳、刘

铮、马明广 

兰州城市学院 咦！！冰纯 
王宗博、马海燕、田悦、贾

龙、尹石 
徐大乾 

兰州理工大学 相得“异”彰 
王菲、王世龙、陈瑞、张兆

曈、余成君 

周怀荣、王东亮、董鹏、马重

华、李吉焱 

兰州理工大学 着手成醇 
张琦、张佳阳、李玉文、李

亚玲、汪延熙 

杨勇、李吉焱、王东亮、朱照

琪、周怀荣 

陇东学院 含烟 
惠永峰、郭军、段刚强、刘

亚明、马雪莲 

武芸、张兵、李惠成、张亮、

李小菊 

吕梁学院 牛蛙小队 
刘耀书、郭彦君、师芳芳、

王潼、谢文帆 

王中慧、杨永林、霍晓东、高

文强、张漪 

宁夏大学 天赋异丙 
陈云欢、华骥、李雨辰、李

煜、周钰婷 

任永胜、李平、方芬、范辉、

蔡超 

石河子大学 超耐腐蚀队 
张靖廷、尹笑笑、程莹莹、

陈芳、刘俊熙 
陈良 

石河子大学 诺贝尔化学组 
喜风山、张诺、王晚霞、李

腾达、李媛媛 
张海洋、李雪琴 

石河子大学 
这个设计就是我想

要队 

杨建昊、车国旺、吴李瑞、

饶小宝、李贤弟 
郭瑞丽、张建树 

塔里木大学 独领风骚 
蒋伟、王宁、王露露、王洪

兴、姜恩蕙 

赵苏亚、穆金城、杨翠平、欧

明、田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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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塔里木大学 诺曼底登陆 
陈柏林、潘君怡、郭鹏、李

爽、张婉婷 

李仲、丁慧萍、孙丹、蒋卉、

田维亮 

太原工业学院 化工 473 
吴鑫、张淑娟、朱天宇、李

泓佳、董相辰 

邵圣娟、常西亮、李晓红、张

云凤、郑洪岩 

太原工业学院 少年先锋队 
蔡雨洁、左培栋、王震、张

海燕、王晓霞 

常西亮、张云凤、郑洪岩、邵

圣娟、李晓红 

太原工业学院 星梦 
任慧雪、于文龙、高红梅、

赫东明、向世旭 

邵圣娟、张云凤、常西亮、李

晓红、郑洪岩 

太原工业学院 钇锆铌钼锝 
焦镕基、常儒斐、赖俊钦、

薛耀、张悦 

李晓红、邵圣娟、张云凤、常

西亮、郑洪岩 

太原理工大学 纯醇异动 
邹家富、龚文华、刘思宇、

张欣乔、马帅 

闫晓亮、邱丽、盛清涛、刘

刚、张小超 

太原理工大学 妙手烩醇 
杜浩哲、张昊鹏、李文勤、

朱龙涛、刘芸波 

张小超、王建成、于峰、白亚

东、杨颂 

太原理工大学 天赋异丙队 
裴卓豪、赵家瑜、杨雨姗、

相里欢、刘涛 

刘刚、盛清涛、邱丽、张小

超、申峻 

太原理工大学 异丙醇最纯的队 
王辉、刘嘉璇、陈文静、吴

静、王曦乾 

盛清涛、邱丽、张小超、白亚

东、申峻 

太原理工大学 遇火醇生 
陈旭辉、白晓炜、邓一丹、

郭佳宁、张康佳 

张小超、杨颂、白亚东、盛清

涛、申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电梦之队 
张庭森、张旭东、卫晨龙、

陈航 
李淑萍、梁燕萍 

西安工程大学 优醇队 
邹安宁、豆琳琳、田晓林、

胡奉媛、苗国香 

赵亚梅、李亚楠、霍锦华、常

薇、王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披褐怀玉 
武鑫紫、张晨阳、段之晨、

温馨、刘盼 
张秋利、周军 

西安科技大学 醇华秋实 
高万红、高雪晗、邢柯星、

吴盈、代嘉豪 
汪广恒、李建伟 

西安石油大学 百炼成醇 
袁开朗、刘昊源、李林、闫

齐、寻儒燕 

王进、曹彬、黄风林、李彦、

李迓红 

西安石油大学 丙性醇良 
陈晓苗、洪靖博、康雨欣、

宁浩龙、丁玲 

申志兵、钟汉斌、唐瑞源、梁

生荣、张君涛 

西安石油大学 醇醇欲动 
曹欣、候寅、马露珂、谢

岩、童悦 

申志兵、朱玉琴、钟汉斌、梁

生荣、唐瑞源 

西安石油大学 起个好听名字 
耶夺、刘思凡、沙敏敏、班

秀涛、杨振楠 

张新强、申志兵、王雪、牛梦

龙、钟汉斌 

西安石油大学 一十八点五 
吴宝阳、春炜龙、赵晗蕾、

李政、敬思怡 

范峥、刘菊荣、卢素红、黎小

辉、宋绍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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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 天赋异丙 
江雪琴、李婷、高心怡、焦

锟、向祖涛 

陈立宇、吴乐、赵彬然、刘恩

周、郝青青 

西北民族大学 丙不单醇 
姚一凡、张杰、程瑶、李杜

霞、姚铭栩 

王志超、杨淑霞、金湓、王文

芳、陈丽华 

西北民族大学 氢导醇笙队 
刘亚轩、冯雪楠、何丽芳、

马建、程佳怡 

苏琼、孙初锋、黄静、王鸿

灵、段志英 

西北民族大学 祖安文曲星 
胡明杰、汪欣艳、梅哲、周

一、卢童 

黄静、王鸿灵、王爱军、李朝

霞、王婷婷 

西京学院 TNT 队 
白露露、张哲、黄龙凤、魏

祥林、赵梓伊 

田少鹏、赵玉真、武毛妮、葛

媛、张翠红 

西京学院 异张大丙 
刘泽轩、冯楷文、田欣卯、

冯一凡、卢涛 

郭准、张永明、贺泽民、赵

阳、任花萍 

延安大学 “秉”“纯”青年 
杨帅、黄克鹏、毛品艺、沈

鹏扬、杨万里 

郑小峰、郭延红、张耀霞、高

晓明、闫挺 

延安大学 醇天然，无污染 
安重鑫、杨晨晨、郑学艳、

王羽龙、朱晋捷 

郑小峰、张笑然、郭延红、曹

振恒、张耀霞 

延安大学 醇异也无邪 
许凡、朱汪传、雷和若曦、

黄梦笛、陈舒婷 

张耀霞、曹振恒、高晓明、郑

小峰、王传涛 

延安大学 妙手回醇 
梁一萌、何雨铭、吕梦桥、

王一恒、涂希龙 

闫挺、王传涛、杨春明、张耀

霞、高晓明 

延安大学 塔影淳心 
高歌、郭文宇、朱佳圆、李

起、刘丹 

张笑然、牛凤兴、郑小峰、王

传涛、曹振恒 

延安大学 天赋·异丙醇 
夏佳铭、李亿峰、黄沛沛、

田雨瑶、王璐 

张耀霞、郑小峰、张笑然、曹

振恒、李雪礼 

榆林学院 异飞醇天 
曹拯瑞、梁鹏程、王万庆、

马东涛、郑涫亓 

白瑞、张岩、亢玉红、李红

亚、白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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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学院 烯气氧氧 
王佳伟、殷悦、黄坤、王怡

菲、和萌 

孙安霞、寇莹、孟现星、张

芳、花俊丽 

宝鸡文理学院 五的无穷大次方 
付若辰、李雨晴、张涛、张

贝贝、郁峻签 

卫粉艳、窦树梅、李慧勤、王

辉 

河西学院 醇风十里 
刘光迪、裴琦、南刚、陈

敏、石金红 

佟永纯、冯敏、杨自嵘、宋

如、白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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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城市学院 醇正无邪 
杨甲斌、孙文涛、李淑霞、

李慧慧、苏中山 

朱彦荣、孙看军、刘现玉、魏

慧娟、叶鹤琳 

兰州城市学院 胜羽队 
马伟丽、逯越婧、万俊弟、

刘利荣、王雅萱 

魏慧娟、魏云霞、刘铮、叶鹤

琳、刘现玉 

兰州城市学院 铀 235 队 
范进虎、宁昕洁、唐肃博、

梁栋、张超 
叶鹤琳 

兰州城市学院 总想搞点事情 
崔丽媛、白雪婷、马永娟、

姚方正、王润清 
刘现玉 

兰州理工大学 炉火醇青 
陈赫、张云龙、董耀丽、孙

延东、张宇 
王东亮、宫源 

兰州理工大学 妙手回醇 
宫宏宇、郑婷婷、张婷、鲁

莹、吴梦琦 

王东亮、李宁、史高峰、毛丽

萍、董鹏 

兰州文理学院 醇醇欲动 
李辉、杨斌、徐志蓉、曹倩

倩、范宝龙 

王子宜、陈倩、冯志刚、张兴

辉、师海雄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seventh heaven 
张嘉隆、吴飞龙、周豪俊、

马楠、李玥 

邵秀丽、张晓瑞、任艳娇、雍

海波 

宁夏师范学院 3LMZ 
赵丽娜、李娜、黎童童、李

丽、马燕 
#VALUE! 

宁夏师范学院 travelers 
张田田、王玲、何玉香、李

海涛、苏小蓉 
叶飞 

宁夏师范学院 醇醇欲动 
徐晓荣、海丽娟、撒富芳、

马志艳、贾晓敏 
叶飞 

宁夏师范学院 共轭酸碱队 
王超越、边卓文、李继凯、

马云霞、芦若兰 
叶飞、马文娇 

宁夏师范学院 钟林毓秀 
王鑫、张思妙、张苗、马婧

婧、任丽 
马文娇 

陕西科技大学 IPA 生产队 
李博、何松、赵渊、李崇

雪、王振宇 

孙永会、李小龙、代方方、韩

玉英、范娟 

石河子大学 “醇”心萌动 
邹军、万易和、李瑞、王天

田、杨卫卫 
李江兵、赵基钢、陈凯 

石河子大学 不饱和溶液 
刘孟婷、何静澜、彭雯雯、

张梅花、赵龙祥 
李江兵、赵基钢、刘纪昌 

石河子大学 醇夏秋冬 
李雨鹏、郑雄、顾欣月、方

木金、秦璐瑶 
李江兵、赵基钢、陈凯 

石河子大学 定个小目标 
张文金、陈永鑫、陶金甲、

徐冠华、蔡童舟 

王荣杰、王绪根、贾鑫、李永

生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石河子大学 海洋小分队 
钟卉开茜、张敏、夏蓉、刘

宇菲、王印福 
张海洋、李雪琴 

石河子大学 南有风铃 
乔龙虎、韩俊、高琪沛、翟

颖、雷海锋 
王绪根、黄超锋 

石河子大学 凝一 
李睿、陆旭东、王宇航、李

映卓、张纳炎 
王绪根、王琴琴 

石河子大学 牛犇小队 
吴从霜、宋彦芳、王永春、

陈旋、周宏斌 
李江兵、赵基钢、赵纪昌 

石河子大学 醛都是你 
李存昕、罗天翔、冯玉博、

刘佳佳、王迟然 
邓人攀 

石河子大学 石破天惊队 
廖羚先、王玉洁、刘江慧、

陈龙、柴迪高 
郭瑞丽、张建树 

石河子大学 太平洋小队 
马亚宁、李婷婷、王山森、

张驰、陈林丽 
张海洋、李雪琴 

石河子大学 特异丙醇 
冯熙奥、张雨、颜新平、司

吉发、王雨婷 
李翠华 

石河子大学 云之翊 
彭跃刚、代女娃、马天悦、

彭跃、黄鸣鹂 

王荣杰、刘纪昌、王绪根、张

秀兰 

塔里木大学 524 小队 
张义师、陈浩东、裴江花、

邓成慧、马忠鹏 

孙丹、吕喜风、蒋卉、李仲、

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冲出塔里木 
李军宏、张俊涛、石海洋、

张奥龙、马岩岩 

侯进鹏、欧明、卢亚玲、孙

丹、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醇醇遇氡 
宋双双、康素婷、张正才、

李琪、薛崆 

李仲、孙丹、丁慧萍、吕喜

凤、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醇属巧合 
李海、王旭阳、王洋洋、徐

海东、赵瑞 

李仲、孙丹、吕喜凤、丁慧

萍、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大胡子 
刘明、白怡航、齐少振、薛

晨龙、李梦云 

穆金城、赵苏亚、杨翠平、时

春辉、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奋进 C 六队 
杨延海、刘洋、聂建冬、马

雪娇、郗清扬 

杨翠平、赵苏亚、穆金城、侯

进鹏、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还醇返朴 
王翔、王芳、王悦、冯晓

翠、雷清华 

卢亚玲、时春辉、赵俭波、欧

明、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后起之秀 
邓海鹏、李洋、向观城、李

元庆、张洁 

丁慧萍、孙丹、李仲、吕喜

风、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火酒 
汪小霞、王雅茜、杜雅君、

崔博凯 

孙丹、丁慧萍、吕喜风、李

仲、田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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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大学 江湖 
罗晓龙、钟真伍、胡政辉、

王一彤、张亚丫 

侯进鹏、欧明、孙丹、穆金

城、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科研民工 
张文长、宋杨帆、张家茂、

刘仕明 

丁慧萍、吕喜风、孙丹、李

仲、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令人制烯队 
曹欢、白金刚、郑慧敏、武

萌、冯镜蓉 

赵俭波、卢亚玲、时春辉、吕

喜风、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妙手回醇 
董增、赵爽、金鹏、邸亚

东、葛言 

欧明、侯进鹏、穆金城、侯学

霞、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某不知名队 
曹涛、王颖东、常炜、王星

宇、王志福 

赵苏亚、李治龙、穆金城、侯

学霞、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你们都不队 
王萌萌、段练、韩善旭、姚

坤、谭珊 

赵俭波、卢亚玲、时春辉、孙

丹、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异丙醇永远滴神 
刘伟、宋增杰、李清岚、杨

帆、王兵 

侯进鹏、欧明、穆金城、蒋

卉、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正丁醇 
杨小培、黄容杰、田菊正、

王九洲、杨智远 

卢亚玲、时春辉、赵俭波、欧

明、田维亮 

太原工业学院 现场施工 
靳景岑、杜明春、李蘇诺、

宋伟东 

张云凤、李晓红、邵圣娟、常

西亮、郑洪岩 

太原理工大学 “醇”属“异”外 
刘震、李若昕、范馨丹、梁

志萌、徐逸翔 

白亚东、张小超、盛清涛、邱

丽、杨颂 

太原理工大学 
Inspire Potential 

Ability 

胡炜涛、崔冠华、陈优涵、

苏楚宁、王鹏 
张玮、牛艳霞、申峻、王峻文 

太原理工大学 醇风得异 
李怡晶、魏晓芬、任丽媛、

王翔宇、韦龙博 

邱丽、盛清涛、申迎华、闫晓

亮、申峻 

太原理工大学 醇风拂槛露华浓 
曹雪君、杜一辉、李博洋、

曹艳琛、周洲 
薛春峰、牛艳霞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

技学院 
动基不醇 

周龙、王熠可、师钰淇、曹

家琪、徐星宇 

杨颂、郭一婧、李楠楠、白亚

东、张小超 

西安交通大学 乘风破浪组 
汪宝财、杨盼曦、刘昱远、

胡雨欣、周杰 
张桥 

西安科技大学 标新立异 
王涵、张志鹏、谭华成、韦

羲、陈熠恒 
李建伟 

西安科技大学 不二家棒棒棒 
海玉斌、旷光娅、陈牧、王

惠之、杨江洪 
李建伟、汪广恒 

西安科技大学 醇心制醇 
包翔、陈敏、王运钦、李恒

宇、刘宇航 
汪广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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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科技大学 高坚果说的都对 
高东、兰贵娟、马克、伊

霖、杨浩 
李建伟 

西安科技大学 解算主楼 
马宇晗、陈鹏、胡世豪、王

煜文、陈安若 
李建伟 

西安科技大学 炉火醇清 
辛泽怡、翟震浩、陈莹、曹

镜、李冰 
汪广恒 

西安科技大学 牛啊牛啊 
孔繁荣、彭千、马文学、李

庆野、毛仟瑞 
李建伟 

西安科技大学 天负异丙 
吴铭膦、胡雪鹏、宋甜甜、

王晨玉、熊国宝 
陈治平、李建伟、汪广恒 

西安科技大学 五大郎 
丁紫彤、白伟池、赵星、田

智勇、郑梦伟 
李建伟、陈治平 

西安科技大学 五花肉 
吕玉英、张家铭、杜婷婷、

袁泽惠、杨嘉欣 
李建伟 

西安科技大学 异鸣惊人 
李婷、吴娟、沈冠彤、杨

艺、付信文 
李建伟、汪广恒 

西安科技大学 异异升辉 
王娇娇、吕阳、杨杰、雷秋

丽、任馨宇 
李建伟、汪广恒 

西安石油大学 冰糖葫芦 
姜世越、王云丛、王贵方、

崔静怡、蔡琪 

王进、黄风林、曹彬、李彦、

张新强 

西安石油大学 关忆北 
方宇航、邓哲、梁喆、田

茹、于莉苹 

王进、黄风林、曹彬、李彦、

张新强 

西安石油大学 是谓大酮 
高雨如、许泓娇、房子珑、

杨子旺、李艳 

申志兵、钟汉斌、张君涛、杨

康、徐海升 

西安石油大学 酮心协力 
辛雨、任珂珂、曹欣然、郑

方植、杨东 

王进、曹彬、黄风林、白婷、

李彦 

西安石油大学 小丑派对 
李世杰、刘祎昕、宋锦航、

王欣、车畅 

王进、黄风林、曹彬、李彦、

白婷 

西北民族大学 就很单醇 
妥梅、石雪瑶、马殿伟、李

韵冰、李红旭 

王志超、申涛、苏小平、王鸿

玲、王成君 

西北民族大学 炉火“醇”青 
陈严双、马丽婷、杨江红、

耿宇、韦山 

王鸿灵、鲜亮、王志超、刘志

远、李璐 

西北民族大学 梦之队 
巢健、陈桥、姚清泉、白玛

央珍、黎轲炜 

李朝霞、王鸿灵、王成君、鲜

亮、段志英 

西北民族大学 民大聚英小分队 
张颖、艾丽飞热·艾山、赵志

玲、田孟英、代甜甜 

李璐、申涛、苏小平、王鸿

玲、康淑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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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醇爷们 
骆传涛、吕晓娟、刘静瑄、

陈红、唐发成 

王志超、申涛、苏小平、李

璐、黄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农化工小队 
张自强、鹿艺萌、贺舒扬、

曹志茹、周昊璟 
胡仲秋 

西北师范大学 醇醇欲动 
王烨明、王振岚、剡姚霞、

邹欣、张晓敏 

刘颖、郭惠霞、唐小华、冯

华、田海锋 

西北师范大学 醇之风 
李雪利、黄苏南、何红云、

杨田、张益铭 

郭惠霞、冯华、唐小华、田海

锋、刘颖 

西北师范大学 镁锂钨氙 
陈园兵、王兴丽、白小燕、

郭珞、张蕊 

冯华、郭惠霞、田海锋、刘

颖、唐小华 

西北师范大学 毅心为醇 
孙雨晴、王苗苗、冯艳艳、

孙燕、马文强 

唐小华、郭惠霞、田海锋、刘

颖、冯华 

新疆大学 “烷醇”无极限 
杨振军、李雯、马金格、李

仟龙、车小峰 

莫文龙、黄河、王强、刘晓

玲、艾沙·努拉洪 

新疆大学 炉火“醇”青 
文吉、胡文莉、田景正、张

昕、盛洁 

买尔哈巴·阿不都热合曼、亚

力昆江·吐尔逊、钟梅、赵云

鹏、艾沙·努拉洪 

新疆大学 奇思妙想 
张雅茹、李壮、姬生麟、祁

世乾、孙楠 

艾沙·努拉洪、亚力昆江·吐尔

逊、王强 

新疆大学 求同制异 
闫瑾、赵旭红、贺之龙、高

倩倩、薛子然 

王雪枫、高歌、黄雪莉、王雪

莹 

新疆大学 酮然氢动 
巫颖龙、鲁一哲、田海阔、

杨梦洋、潘思辰 
王强、艾沙·努拉洪 

新疆大学 烯蜀子云醇 
赵欣懿、高玮东、何金龙、

徐贝宁、赵子涛 

莫文龙、黄河、王强、刘晓

玲、艾沙·努拉洪 

新疆工程学院 醇醇异动 
王娜、薛江、徐光瑞、靳连

鹏、吴大鹏 

马玉苗、周肖、赵建章、吴咏

梅、杨智勇 

新疆工程学院 零秒 
袁仪文、杨旭乾、王海静、

熊亚丹、洪亚楠 
蔡香丽 

新疆工程学院 元敏钰梦翔队 
冯科元、刘翔、张小梦、周

怡、张钰 

何芳、赵建章、蔡香丽、余

杰、李玉梅 

新疆工程学院 只争朝夕队 
谭田源、李玟轩、张潇予、

田航程、李家琦 

黄蕾、刘发强、吴咏梅、刘

伟、仇鹏 

新疆师范大学  第二梯队 

买吾兰·帕热丁、张新玥、彭

豪杰、杜珍珠、乌鲁扎·托鲁

红 

冶育芳、赵志西、文彬、孙传

庆、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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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新疆师范大学 Dream time 清柏 
李旭伟、程蕊、陈保庆、刘

金浩、李泉 

赵志西、文彬、孙传庆、冶育

芳、卢娜 

新疆师范大学 IPA 后援团 
高明、张赫名、石美淇、于

莉、徐蕾 

孙传庆、冶育芳、赵志西、文

斌、卢娜 

新疆师范大学 醇暖花开 
王一凡、郭留生、张学会、

丁荟玲、刘艳秋 

赵志西、孙传庆、文彬、冶育

芳、卢娜 

新疆师范大学 新醇粹 
王子月、王江江、胡玉、荣

倩茹、牛宝琴 

赵志西、卢娜、孙传庆、冶育

芳、文彬 

延安大学 全是人才 
刘朝阳、侯旭帆、袁得梅、

余泽勇、袁中强 

张耀霞、郑小峰、张笑然、曹

振恒、李雪礼 

延安大学 天赋异丙队 
魏广迪、张莹莹、何季琳、

王晓庆、卢春芳 

张雪梅、王广、高云艳、高晓

明、牛凤兴 

延安大学 异举醇功 
贾刚、李新正、张昌江、吴

玲、郭淑湘 

张雪梅、王传涛、侯雪艳、李

雪礼 

延安大学 异星向钱 
卢新宇、马阳光、张乐、王

育、张皓若 

闫挺、王传涛、杨春明、张耀

霞、高晓明 

银川能源学院 YCU 丶化工 
张子良、刘晓阳、孙鹏伟、

姜泽浩、杜文浩 
刘晓瑞、王斌 

银川能源学院 吉祥如意 
熊美琪、魏续、叶婷薇、李

翌晖、张城 
刘晓瑞、王斌 

银川能源学院 王富贵 
吴抟、史锐、吴翊君、杨美

美、孟瑞宁 
刘晓瑞、王斌 

长安大学 点酮成醇 
胡兴泉、马智烨、刘悦颖、

马笛、吴欣欣 

孙钰琨、陈志红、李宇亮、赖

坤容、丁湛 

长安大学 烯智醇丙异 
闫凯熙、郭帅、方仁杰、朱

昭鹏、刘兆宇 

窦妍、杨明琰、吕向菲、武西

社、周春雨 

长安大学 正四面体 
吴欣、梁琳琳、韦玉丽、刘

子涵、邓祥云 
李宇亮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 炉火“醇”青 
石晨艳、温静、宋欢、王丽

媛、和晋烨 
唐莉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 志“醇”高远 
贾文艺、张瑞娟、田云红、

武津磊、秦佳豪 
何丹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CUPK 

刘诗宇、刘世杰、朱金铸、

黄秉轩、焦传杰 

侯军伟、许孝玲、芦媛、刘艳

升、刘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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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天正设计杯”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西北赛区预选赛 

 

赛区奖确认授奖名单 
 

西北赛区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

学院 
石化追梦人 

张鹏儿、邓彦丁、高鸿、周

繁昌 

王兴刚、焦林宏、王红玉、王

春磊、潘有江 

石河子大学 醇醇欲动 
刘振邦、周杰、周从力、靳

雯清、熊有鹏 

贾鑫、王荣杰、李江兵、王绪

根、雷志刚 

太原科技大学 异飞冲天 
郝凌暾、韩东民、王婷婷、

李林华、王桐 

王艳、段秀琴、李鹏、史宝

萍、薛永兵 

太原科技大学晋城

校区 
炉火“醇”青 

焦夏欣、周伟、张珺、张晓

芸、郝景超 

李鹏、段秀琴、王艳、王润

平、王潇潇 

太原理工大学 异醇定音 
曹银伟、于斌、杜亚倩、马

嫣宇、王瑞宏 

邱丽、盛清涛、闫晓亮、刘

刚、张小超 

西安工程大学 天赋异禀的醇 
温向宇、陈晓乾、王瑞峰、

韩娜、钟雨心 

赵亚梅、王倩、刘宏臣、常

薇、李亚楠 

西安石油大学 异醇定赢 
高鹏轩、曹以飞、夏伟、马

雪琼、冀浩文 

范峥、黎小辉、卢素红、刘菊

荣、宋绍富 

西北大学 西北孤狼 
张黎、贺浩、赵程凯、徐明

洋 

赵彬然、陈立宇、吴乐、郝青

青、刘恩周 

中北大学 鹭鸣九州 
尚文涛、高鹏翔、邢雪寒、

段嘉乐、周慧晴 

王艳红、郭婧、祁贵生、董

婷、刁金祥 

西北赛区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北方民族大学 醇醇欲动 
郑皓茁、高林贵、吴俊武、

章永慧、杨晓珍 

刘天霞、续京、姜国平、高彩

云、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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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河西学院 青醇 2021 
黄巧珍、张恩泽、闫素珍、

初嘉绮、李茹娟 

佟永纯、冯敏、杨自嵘、宋

如、白庆玲 

兰州城市学院 异丙醇小分队 
陆永辉、勾农波、王伟、赵

江涛、潘孟齐 

叶鹤琳、魏慧娟、刘现玉、马

明广、赵国虎 

兰州理工大学 醇纯精进 
黄玲香、王冬月、李星星、

王蕾蕾、姜楠 

丛媛媛、王东亮、李吉焱、周

怀荣、李春雷 

青海大学 德（艺并存） 
李鑫鹏、熊方、唐慧、唐

睿、李继阳 

赵云、常兴、付华、张卫东、

崔小琴 

山西中医药大学 炉火醇青队 
程泽彤、高宏斌、宁文涛、

王佳奇、胡佐真 

王颖莉、任婧、毛文英、胡颖

媛、梁峰岗 

陕西科技大学 醇兢烯厉队 
白红杰、王妤妤、田凯丰、

曾令涛、康开勇 

韩玉英、代方方、李小龙、范

娟、孙永会 

塔里木大学 对不队 
寇康、柳少雄、武秀泉、蔡

佳雪、郑朝晖 

欧明、侯进鹏、卢亚玲、孙

丹、田维亮 

太原工业学院 醇之呼吸 
卫利栋、史肖龙、崔泽升、

张桦煜、张震 

张云凤、邵圣娟、常西亮、李

晓红、郑洪岩 

天水师范学院 天赋异丙 
何峰、张志玮、王丽娟、王

习军、李荣花 

张建斌、司长代、章德玉、赵

天宇、安子博 

渭南师范学院 鑫鑫向荣 
闫鑫、马龙、李海涛、郑串

川、闫杨鹏程 

宋乃建、胡明、吴海真、曹

强、张洪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雨过天晴 
胡祥龙、张睿晴、穆笑宇、

王福、张亮 
张秋利、周军 

西安科技大学 M.CI 
张睿哲、黄晨宇、车雨桐、

黄思源、魏一琛 
汪广恒、李建伟 

西北民族大学 大兴烯北 
王若翰、徐源、刘勤生、张

才、周世龙 

李璐、鲜亮、王爱军、王成

君、王彦斌 

西北师范大学 异能量团 
王志辉、宋鹏飞、祝宝坤、

李莹、李倩 

田海锋、郭惠霞、唐小华、刘

颖、冯华 

西京学院 永无酯烯 
王斌、魏成鹏、王倩倩、段

玉波、寇宰 

赵玉真、霍小平、康小希、郭

准、么秋香 

新疆工程学院 醇香浓厚 
丁志伟、周君宝、马晓波、

徐凌、赵亚彪 

蔡香丽、何芳、赵建章、吴进

喜、余杰 

延安大学 烯别醇逢 
李昊阳、梅新奇、贺算铨、

王文鹤、胡雅楠 

高晓明、郭延红、郑小峰、闫

挺、王传涛 

银川能源学院 醇醇意动 
张博、马佳蓉、王鑫、马

薇、常娟 
刘晓瑞、王斌 

榆林学院 醇去醇来 
邱峰、张昊、赖轲、韦新

成、高国庆 

陈娟、郝华睿、李健、闫龙、

徐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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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 二甲基甲醇 
张佳仂、冯凯旋、杨敏、刘

志刚、刘慧彦 
唐莉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厚积薄发 

黄澄、谢高原、孔肖阳、刘

小雨、黄启广 

张海兵、刘艳升、田青梅、沈

蓉、杜春安 

西北赛区贰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北方民族大学 异常醇净 
贺煜涵、梁焰梅、秦乐静、

罗忠艳、刘智龙 

续京、刘天霞、姜国平、何

杰、高彩云 

河西学院 今烯河西 
王祎、张世万、邓成龙、王

璐璐、莫鹏伟 

佟永纯、宋如、冯敏、白庆

玲、王海平 

兰州城市学院 IPA 
陈九龙、马腾、赵佩佩、滕

利河、关瑛 

刘现玉、魏慧娟、叶鹤琳、刘

铮、马明广 

宁夏大学 天赋异丙 
陈云欢、华骥、李雨辰、李

煜、周钰婷 

任永胜、李平、方芬、范辉、

蔡超 

太原工业学院 少年先锋队 
蔡雨洁、左培栋、王震、张

海燕、王晓霞 

常西亮、张云凤、郑洪岩、邵

圣娟、李晓红 

太原工业学院 星梦 
任慧雪、于文龙、高红梅、

赫东明、向世旭 

邵圣娟、张云凤、常西亮、李

晓红、郑洪岩 

太原理工大学 天赋异丙队 
裴卓豪、赵家瑜、杨雨姗、

相里欢、刘涛 

刘刚、盛清涛、邱丽、张小

超、申峻 

太原理工大学 遇火醇生 
陈旭辉、白晓炜、邓一丹、

郭佳宁、张康佳 

张小超、杨颂、白亚东、盛清

涛、申峻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披褐怀玉 
武鑫紫、张晨阳、段之晨、

温馨、刘盼 
张秋利、周军 

西安科技大学 醇华秋实 
高万红、高雪晗、邢柯星、

吴盈、代嘉豪 
汪广恒、李建伟 

西安石油大学 百炼成醇 
袁开朗、刘昊源、李林、闫

齐、寻儒燕 

王进、曹彬、黄风林、李彦、

李迓红 

西安石油大学 丙性醇良 
陈晓苗、洪靖博、康雨欣、

宁浩龙、丁玲 

申志兵、钟汉斌、唐瑞源、梁

生荣、张君涛 

西安石油大学 一十八点五 
吴宝阳、春炜龙、赵晗蕾、

李政、敬思怡 

范峥、刘菊荣、卢素红、黎小

辉、宋绍富 

西北大学 天赋异丙 
江雪琴、李婷、高心怡、焦

锟、向祖涛 

陈立宇、吴乐、赵彬然、刘恩

周、郝青青 

西北民族大学 丙不单醇 
姚一凡、张杰、程瑶、李杜

霞、姚铭栩 

王志超、杨淑霞、金湓、王文

芳、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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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西北民族大学 氢导醇笙队 
刘亚轩、冯雪楠、何丽芳、

马建、程佳怡 

苏琼、孙初锋、黄静、王鸿

灵、段志英 

延安大学 “秉”“纯”青年 
杨帅、黄克鹏、毛品艺、沈

鹏扬、杨万里 

郑小峰、郭延红、张耀霞、高

晓明、闫挺 

延安大学 醇天然，无污染 
安重鑫、杨晨晨、郑学艳、

王羽龙、朱晋捷 

郑小峰、张笑然、郭延红、曹

振恒、张耀霞 

延安大学 醇异也无邪 
许凡、朱汪传、雷和若曦、

黄梦笛、陈舒婷 

张耀霞、曹振恒、高晓明、郑

小峰、王传涛 

榆林学院 异飞醇天 
曹拯瑞、梁鹏程、王万庆、

马东涛、郑涫亓 

白瑞、张岩、亢玉红、李红

亚、白苗苗 

西北赛区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宝鸡文理学院 五的无穷大次方 
付若辰、李雨晴、张涛、张

贝贝、郁峻签 

卫粉艳、窦树梅、李慧勤、王

辉 

河西学院 醇风十里 
刘光迪、裴琦、南刚、陈

敏、石金红 

佟永纯、冯敏、杨自嵘、宋

如、白庆玲 

兰州城市学院 醇正无邪 
杨甲斌、孙文涛、李淑霞、

李慧慧、苏中山 

朱彦荣、孙看军、刘现玉、魏

慧娟、叶鹤琳 

兰州城市学院 胜羽队 
马伟丽、逯越婧、万俊弟、

刘利荣、王雅萱 

魏慧娟、魏云霞、刘铮、叶鹤

琳、刘现玉 

兰州文理学院 醇醇欲动 
李辉、杨斌、徐志蓉、曹倩

倩、范宝龙 

王子宜、陈倩、冯志刚、张兴

辉、师海雄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seventh heaven 
张嘉隆、吴飞龙、周豪俊、

马楠、李玥 

邵秀丽、张晓瑞、任艳娇、雍

海波 

陕西科技大学 IPA 生产队 
李博、何松、赵渊、李崇

雪、王振宇 

孙永会、李小龙、代方方、韩

玉英、范娟 

石河子大学 不饱和溶液 
刘孟婷、何静澜、彭雯雯、

张梅花、赵龙祥 
李江兵、赵基钢、刘纪昌 

石河子大学 醇夏秋冬 
李雨鹏、郑雄、顾欣月、方

木金、秦璐瑶 
李江兵、赵基钢、陈凯 

石河子大学 海洋小分队 
钟卉开茜、张敏、夏蓉、刘

宇菲、王印福 
张海洋、李雪琴 

石河子大学 牛犇小队 
吴从霜、宋彦芳、王永春、

陈旋、周宏斌 
李江兵、赵基钢、赵纪昌 

石河子大学 醛都是你 
李存昕、罗天翔、冯玉博、

刘佳佳、王迟然 
邓人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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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 石破天惊队 
廖羚先、王玉洁、刘江慧、

陈龙、柴迪高 
郭瑞丽、张建树 

石河子大学 太平洋小队 
马亚宁、李婷婷、王山森、

张驰、陈林丽 
张海洋、李雪琴 

石河子大学 云之翊 
彭跃刚、代女娃、马天悦、

彭跃、黄鸣鹂 

王荣杰、刘纪昌、王绪根、张

秀兰 

塔里木大学 524 小队 
张义师、陈浩东、裴江花、

邓成慧、马忠鹏 

孙丹、吕喜风、蒋卉、李仲、

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醇醇遇氡 
宋双双、康素婷、张正才、

李琪、薛崆 

李仲、孙丹、丁慧萍、吕喜

凤、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醇属巧合 
李海、王旭阳、王洋洋、徐

海东、赵瑞 

李仲、孙丹、吕喜凤、丁慧

萍、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大胡子 
刘明、白怡航、齐少振、薛

晨龙、李梦云 

穆金城、赵苏亚、杨翠平、时

春辉、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火酒 
汪小霞、王雅茜、杜雅君、

崔博凯 

孙丹、丁慧萍、吕喜风、李

仲、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某不知名队 
曹涛、王颖东、常炜、王星

宇、王志福 

赵苏亚、李治龙、穆金城、侯

学霞、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你们都不队 
王萌萌、段练、韩善旭、姚

坤、谭珊 

赵俭波、卢亚玲、时春辉、孙

丹、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异丙醇永远滴神 
刘伟、宋增杰、李清岚、杨

帆、王兵 

侯进鹏、欧明、穆金城、蒋

卉、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正丁醇 
杨小培、黄容杰、田菊正、

王九洲、杨智远 

卢亚玲、时春辉、赵俭波、欧

明、田维亮 

太原工业学院 现场施工 
靳景岑、杜明春、李蘇诺、

宋伟东 

张云凤、李晓红、邵圣娟、常

西亮、郑洪岩 

太原理工大学 “醇”属“异”外 
刘震、李若昕、范馨丹、梁

志萌、徐逸翔 

白亚东、张小超、盛清涛、邱

丽、杨颂 

太原理工大学 
Inspire Potential 

Ability 

胡炜涛、崔冠华、陈优涵、

苏楚宁、王鹏 
张玮、牛艳霞、申峻、王峻文 

太原理工大学 醇风得异 
李怡晶、魏晓芬、任丽媛、

王翔宇、韦龙博 

邱丽、盛清涛、申迎华、闫晓

亮、申峻 

太原理工大学 醇风拂槛露华浓 
曹雪君、杜一辉、李博洋、

曹艳琛、周洲 
薛春峰、牛艳霞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

技学院 
动基不醇 

周龙、王熠可、师钰淇、曹

家琪、徐星宇 

杨颂、郭一婧、李楠楠、白亚

东、张小超 

西安科技大学 天负异丙 
吴铭膦、胡雪鹏、宋甜甜、

王晨玉、熊国宝 
陈治平、李建伟、汪广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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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科技大学 五花肉 
吕玉英、张家铭、杜婷婷、

袁泽惠、杨嘉欣 
李建伟 

西安科技大学 异鸣惊人 
李婷、吴娟、沈冠彤、杨

艺、付信文 
李建伟、汪广恒 

西安石油大学 冰糖葫芦 
姜世越、王云丛、王贵方、

崔静怡、蔡琪 

王进、黄风林、曹彬、李彦、

张新强 

西安石油大学 关忆北 
方宇航、邓哲、梁喆、田

茹、于莉苹 

王进、黄风林、曹彬、李彦、

张新强 

西安石油大学 是谓大酮 
高雨如、许泓娇、房子珑、

杨子旺、李艳 

申志兵、钟汉斌、张君涛、杨

康、徐海升 

西安石油大学 酮心协力 
辛雨、任珂珂、曹欣然、郑

方植、杨东 

王进、曹彬、黄风林、白婷、

李彦 

西安石油大学 小丑派对 
李世杰、刘祎昕、宋锦航、

王欣、车畅 

王进、黄风林、曹彬、李彦、

白婷 

西北民族大学 就很单醇 
妥梅、石雪瑶、马殿伟、李

韵冰、李红旭 

王志超、申涛、苏小平、王鸿

玲、王成君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醇爷们 
骆传涛、吕晓娟、刘静瑄、

陈红、唐发成 

王志超、申涛、苏小平、李

璐、黄静 

西北师范大学 醇醇欲动 
王烨明、王振岚、剡姚霞、

邹欣、张晓敏 

刘颖、郭惠霞、唐小华、冯

华、田海锋 

西北师范大学 镁锂钨氙 
陈园兵、王兴丽、白小燕、

郭珞、张蕊 

冯华、郭惠霞、田海锋、刘

颖、唐小华 

西北师范大学 毅心为醇 
孙雨晴、王苗苗、冯艳艳、

孙燕、马文强 

唐小华、郭惠霞、田海锋、刘

颖、冯华 

新疆大学 炉火“醇”青 
文吉、胡文莉、田景正、张

昕、盛洁 

买尔哈巴·阿不都热合曼、亚

力昆江·吐尔逊、钟梅、赵云

鹏、艾沙·努拉洪 

新疆大学 奇思妙想 
张雅茹、李壮、姬生麟、祁

世乾、孙楠 

艾沙·努拉洪、亚力昆江·吐尔

逊、王强 

新疆大学 酮然氢动 
巫颖龙、鲁一哲、田海阔、

杨梦洋、潘思辰 
王强、艾沙·努拉洪 

新疆大学 烯蜀子云醇 
赵欣懿、高玮东、何金龙、

徐贝宁、赵子涛 

莫文龙、黄河、王强、刘晓

玲、艾沙·努拉洪 

新疆工程学院 醇醇异动 
王娜、薛江、徐光瑞、靳连

鹏、吴大鹏 

马玉苗、周肖、赵建章、吴咏

梅、杨智勇 

新疆工程学院 元敏钰梦翔队 
冯科元、刘翔、张小梦、周

怡、张钰 

何芳、赵建章、蔡香丽、余

杰、李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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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 天赋异丙队 
魏广迪、张莹莹、何季琳、

王晓庆、卢春芳 

张雪梅、王广、高云艳、高晓

明、牛凤兴 

延安大学 异举醇功 
贾刚、李新正、张昌江、吴

玲、郭淑湘 

张雪梅、王传涛、侯雪艳、李

雪礼 

延安大学 异星向钱 
卢新宇、马阳光、张乐、王

育、张皓若 

闫挺、王传涛、杨春明、张耀

霞、高晓明 

银川能源学院 YCU 丶化工 
张子良、刘晓阳、孙鹏伟、

姜泽浩、杜文浩 
刘晓瑞、王斌 

银川能源学院 吉祥如意 
熊美琪、魏续、叶婷薇、李

翌晖、张城 
刘晓瑞、王斌 

银川能源学院 王富贵 
吴抟、史锐、吴翊君、杨美

美、孟瑞宁 
刘晓瑞、王斌 

长安大学 点酮成醇 
胡兴泉、马智烨、刘悦颖、

马笛、吴欣欣 

孙钰琨、陈志红、李宇亮、赖

坤容、丁湛 

长安大学 烯智醇丙异 
闫凯熙、郭帅、方仁杰、朱

昭鹏、刘兆宇 

窦妍、杨明琰、吕向菲、武西

社、周春雨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 志“醇”高远 
贾文艺、张瑞娟、田云红、

武津磊、秦佳豪 
何丹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CUPK 

刘诗宇、刘世杰、朱金铸、

黄秉轩、焦传杰 

侯军伟、许孝玲、芦媛、刘艳

升、刘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