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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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赛区）公布通知 

2021“天正设计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西南赛区拟授奖名单

已于 2021年 8月 30日至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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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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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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赛区） 
 

 

贰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成都理工大学 天府异丙 
魏卓、李银凤、李军佑、刘

俊豪、张桂群 

曾向东、郑思则、史浩、向

伟、周堃 

成都师范学院 炉火醇青 
苟小茜、李楠、万卓、于世

山、王水 
李佳根、傅小红、梅丽 

贵州大学 炉火醇青 IPA 
张煜琦、杨雪、杨阔、梅丽

娟、段子涵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王海

荣、付成兵 

贵州理工学院 对不队 
杨焱智、张骋、吴周全、朱

玉菊、吴限凌 

周理明、蒋东海、葛武杰、曾

谦、仇伟 

昆明理工大学 工程战将 
何腾宇、兰洋、杜美玲、汪

春雪、梁运权 
贾愚 

昆明学院 异般般 
李天雄、李家文、李伟暠、

刘子蓉、邵慧敏 

蒋雷、崔焱、王宝玲、李维

莉、田洪 

内江师范学院 逐梦 
强泓源、胡恒、肖诗凡、曾

桂英、文图兵 

谭亚南、曹琨、潘杰、刘勇、

王力 

攀枝花学院 天赋异丙 
赵安磊、李巧林、陈燕、陈

海燕、胥丽娟 

唐伟伟、余传波、蓝德均、朱

学军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任我行 
 李敬杰、赖小粉、沈荣菊、

曾爱军、石景海 

李锋、刑焰、王珏、代虹镜、

孙赛兰 

曲靖师范学院 牛啊牛 
赵星梅、何志文、王兴丽、

段事、张雨楠 
胡粉娥 

四川大学 流量 q 队 
何琳、刘冬妹、吴程洁、马

智林、张依璐 

党亚固、许德华、陈建钧、蒋

绍志、戴一阳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不酮凡响 
康峰豪、欧小蓉、李强、杨

域、肖子翼 
张定明 

四川师范大学 醇醇欲动 
韩双、苏鹏、刘佳音、胡耀

元、苏泓瑜 
梁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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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四川文理学院 同分异构体 
阳书丹、陈俊文、黄杰、袁

海迪、林志涛 
徐竞帆、张巧玲、王芬 

西南大学 炉火醇青 
颜世林、叶芳秀、李静烽、

钟超、李朝星 

张浩、雷洪、王晓丹、李龙

琴、张钰婷 

西南交通大学 醇华秋实 
马嘉擎、杨晨、庞思奇、张

静妍、林家慧 
张颜、王枢、陆群 

西南科技大学 六氯环己烷队 
李越、徐可佳、张宝华、郭

礼清、胡丹丹 
邓秋林、张廷红、李鸿波 

西南林业大学 
西林布谷鸟化工小

队 

刘梦哲、周平海、李浪涛、

李容、黄华 

杨晓琴、刘守庆、徐娟、梁

坤、李向红 

西南民族大学 五号精工组 
张瀚、兰少霞、徐琪雅、姜

子煜、张纯 
梁婷、刘军、余海溶、郭章龙 

西南石油大学 众里寻塔小分队 
杨天雲、邱筱媛、谢妤、向

腾龙、王岚 

刘瑾、王治红、刘慧敏、刘改

焕 

宜宾学院 酯日可待 
张高苗、李雨波、曹田、王

锟、张大龙 

徐慎颖、任根宽、朱登磊、张

燕、尹国亮 

云南大学 极致化工队 
王鑫、马天丽、姚舒阳、杨

正璐、陈恩泽 
李微、姚瑰妮、袁申富 

云南民族大学 心醇气和 
王羽、杨凡、姚万红、王

鹏、余兰朵 
刘懿、万婧、周强 

长江师范学院 人民当家做组 
高友林、雷汉轩、邓杰文、

唐琴、唐艳玲 
吕利平、郭静、李兵 

重庆大学 百事可爱 
葛啸天、罗德辉、毛耀梁、

孙润辰、于子雯 

申威锋、刘作兰、羡小超、周

才龙、魏顺安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枯木逢醇 
周香岑、宁红添、王嘉、刘

炜、周宏霓 

任彦荣、邓朝芳、李园园、王

仲明 

重庆工商大学 炉火醇氢 
罗杨、李肇敏、杨豪、舒顶

波、骆飞扬 

文莉、叶梅、范子红、张杰、

王星敏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小马过河 

刘可涵、杨智勋、董一涛、

李尘益、於友佳 
卢立娟、常禹 

重庆交通大学 胜利之师 
陈晓仪、李智鹏、卿楚楚、

乐建材、蔡尚辰 
李传强、郭春文 

重庆科技学院 犇犇牛牛 
余达伟、王永康、曹金吉、

卢雯雯、柏凯 
徐迪、付雪、原金海 

重庆理工大学 三带一对 
左晓玲、代勇、袁兴根、胡

松林 、何金剑 

张强、许俊强、郭芳、李军、

杨鑫 

重庆三峡学院 白羊 
汪月婷、谭树雨、王勇、杨

君浩、汤阿铸 

谢永生、胡绪则、黄美英、陈

星、梁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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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重庆文理学院 会好起来的 
黄冬升、秦卓鹏、何小芳、

邓岚菁、胡建祥 

谢顺碧、杨和山、雪小飞、刘

红盼、王维勋 

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成都理工大学 炉火醇青 
许荣慧、肖淑云、易彩妮、

廖睿婕、杜禹平 

诸葛福瑜、曾向东、曹语晴、

郭超、周堃 

贵州大学 多喝热水 
潘海、代飞、杨江力、潘长

区、田茹熙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付成

兵、王海荣 

贵州大学 快乐引擎 
刘杰、刘可、吴玉蓉、刘琳

琳、汤曼琪 

徐梅松、史永永、王海荣、付

成兵、马俊 

贵州大学 钨锰铌 
林小玉、岑昌群、王雪聪、

李婷、杨昌桥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王海

荣、付成兵 

贵州理工学院 玛卡巴卡 
武文韬、秦广远、任治宇、

戴一凡、郑青青 

周理明、葛武杰、蒋东海、曾

谦、唐安江 

昆明理工大学 令人制烯 
李运来、杨连助、谢瑞艳、

周涛、张宸源 

贾愚、常静华、朱远蹠、志云

飞、翟持 

昆明理工大学 南波万 
陈朔、曹昌蝶、陈泉、宋

伟、夏云龙 

贾愚、常静华、支云飞、翟

持、朱远蹠 

昆明理工大学 四星捧月 
王俊博、崔政洁、李德芳、

吴敏、沈晓芳 

贾愚、翟持、志云飞、翟持、

常静华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懒羊羊 
陆芳、黄琴、史雪、周淑

芳、锁彭蝶 

徐平、王珏、孙赛兰、代虹

镜、黄德娜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妙手回醇 
李会、李缘圆、夏儒香、杨

光琴、刘映欣 

徐平、刑焰、孙赛兰、李锋、

黄德娜 

曲靖师范学院 醇醇异动 
陶磊、周悦、周瑞、袁红

芬、崔迪 
胡粉娥 

曲靖师范学院 天赋异丙 
夏骅星、刘益昌、黄海飞、

管丽蓉、周涛 
胡粉娥 

四川大学 SCU 零次方 
孙赫阳、许师凡、张丹、岳

宇、杨艺博 

党亚固、戴一阳、陈建钧、许

德华、欧阳李科 

四川大学 饱和蒸汽队 
谭开元、张思琪、孙诺、李

金石、邓杰 

党亚固、许德华、蒋绍志、欧

阳李科、陈建钧 

四川大学 醇实队 
务鑫、荣秦朗、唐仕海、佟

宇婷、陈雨晴 

党亚固、许德华、蒋绍志、陈

建钧、段天平 

四川大学 醇同求异队 
方厚涵、吴迪、胡立然、黄

天、宋晓维 

党亚固、蒋绍志、戴一阳、陈

建钧、许德华 

四川大学 独自清醒队 
任泽华、匡霞、何佳洪、杨

天成、胡泳辉 

党亚固、蒋绍志、许德华、戴

一阳、陈建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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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四川大学 异丙醇的产后护理 
张华俊、陈奕孚、郑程瑞、

刘彬洋、杨子豪 

党亚固、蒋绍志、许德华、戴

一阳、段天平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不气不馁团队 
彭海英、余瑶、詹举博、谢

峻德、唐意茹 

尚建平、张定明、潘中才、刘

勇 

四川轻化工大学 天府异丙 
张思艺、张昊、王鑫、吴

琦、马杨 

潘中才、刘勇、张定明、尚建

平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异统天下 
胡艳梅、庄宇森、廖文丽、

张超、任威威 
张定明 

西南大学 发际线和我作队 
陈章棂、任苗苗、廖秀芬、

唐逸、赵瑞 
雷洪 

西南大学 功成异役 
周文轩、姚佳爽、曾晓旋、

蓝俊麟、牟炫举 

王晓丹、雷洪、张钰婷、李龙

芹、张浩 

西南石油大学 IPA 队 
陈志怡、董加勇、冯雨馨、

赵瑞平、王艺 

刘瑾、王治红、刘慧敏、刘改

焕 

西南石油大学 醇醇欲动队 
姚美君、左艺恒、陈枭、李

彦葶、张天佐 

刘瑾、王治红、刘慧敏、刘改

焕 

西南石油大学 醇路人 
李琳霖、陈行健、梅瑞涓、

王展鹏、杨驰 

刘瑾、王治红、刘慧敏、刘改

焕 

重庆大学 倔强氢酮 
王雄、张奇琪、熊文建、邱

飞扬、庹才友 

申威锋、刘作兰、羡小超、周

才龙、魏顺安 

重庆大学 松园五贤 
张彦辉、肖洋、王兰池、朱

祥、李敏 

申威锋、刘作兰、羡小超、周

才龙、魏顺安 

重庆大学 雾都 winner 
张进许、高鑫、李霜霜、李

海东、罗正兴 

申威锋、刘作兰、羡小超、周

才龙、魏顺安 

重庆工商大学 醇羟舌战 
黎桂军、刘雨、黄夕芸、宫

子言、杨利军 

文莉、张杰、郭莉霞、韦晓

兰、王星敏 

重庆科技学院 Champion X 
黄天瑞、薛爱青、彭星、陈

绍鑫、敖宏丹 
王孝科、车现红 

重庆科技学院 采及葑菲 
彭丹、雷进、夏秋雪、邓婷

均、姚孝亭 
王孝科、车现红 

重庆科技学院 醇醇欲动 
苏鹏、周灿、陈囿名、汪绪

彩、张静 
孟晓静、汪勤 

重庆科技学院 青春工程 
余静、张世杰、杨文勇、李

泳岐、王星 

汪勤、付雪、陈历波、徐迪、

连欣 

重庆理工大学 V5 
向潜、曾羿、庹庆文、陈

敏、杨济荣 

许俊强、张强、郭芳、杨鑫、

李军 

重庆文理学院 异军特起 
田缘、程石、张洋洋、贺

婷、赵慧玲 

谢顺碧、杨和山、王贤松、王

维勋、雪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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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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大学 01&36 
杨梅梅、刘玉辉、肖琼露、

唐敏、王丹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 

贵州大学 TNT 
饶浩、黄丽洢、车兆美、吴

娇龙、何丽 
徐梅松、史永永 

贵州大学 五人行 
汪春晖、杜明泽、梅婷、付

桂华、黄月池 
徐梅松、史永永 

贵州大学 阳光姐弟淘 
张松、孙天琦、冯丹丹、罗

雯馨、蔡晨曦 

徐梅松、史永永、王海荣、王

军、付成兵 

贵州大学 直上云霄 
陈丹、汪林、潘浩、孙富

豪、邓梅雪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王海

荣、付成兵 

内江师范学院 五氟同锌 
唐源、杨洪明、兰娟、余磊

磊、李海燕 

谭亚南、曹琨、潘杰、刘义

武、王力 

攀枝花学院 青出于兰 
兰翕、黄燕、魏娟、许晓

雨、黄菊 

唐伟伟、余传波、蓝德均、朱

学军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四喜丸子 
冯茂华、张雪娟、班正安、

罗会蓉、田琴 

徐平、刑焰、王珏、代虹镜、

李锋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异次方 
朱维洪、李冉、罗娇、马梦

江 

徐平、刑焰、王钰、孙赛兰、

龙成梅 

西南大学 艺能人 
胡玄义、张叶斌、李林林、

付相勇、周元家 
李龙芹 

西南交通大学 SWJTU-高效生产队 
赵辰晖、曾旭东、陈永强、

张盛春、李慧芳 
王枢、陆群、张颜 

西南交通大学 好运来队 
季笑云、周芝兰、陶成艳、

孙可一、刘舟赫 
陆群、王枢、张颜 

西南交通大学 竢实扬华队 
张思煜、邵文浩、吴亦鸣、

王欣佩、李郅佳 
陆群、王枢、张颜 

西南交通大学 我设计的都队 
张琪越、唐吕润、曲振、任

泽泉、刘毅 
陆群、王枢、张颜 

西南民族大学 阿波罗队 
李莹莹、吕维斌、戴沁煊、

陶晓宇、黄舒琪 

郭章龙、梁婷、余海溶、刘

军、冉茂飞 

宜宾学院 暴躁的硝酸钾 
张卿蓬、朱智燕、叶浩华、

孙骁、吴鸿洲 

任根宽、徐慎颖、朱登磊、张

燕 

云南民族大学 丙烯加水 
李玉琳、缪志梅、唐磊、马

敏娜、字丛烈 

江登榜、袁明伟、李宏利、蒋

琳、王煜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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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长江师范学院 TNT 组 
何元珍、秋亚亚、曹丹、李

冬香、冯拉 
吕利平 

长江师范学院 百事队 
幸小凤、陶玉洁、李怡、陈

玉婷、谭小明 
吕利平 

长江师范学院 不倒班 
李剑、何宣宣、罗俊体、冉

冬生、吴洪 
吕利平、李兵、郭静 

长江师范学院 乘风破浪  
段佳钰、刘洋、杨静、尹

成、张妙奇 
吕利平 

长江师范学院 传说入化 
夏鹏、廖华加、赵昌伟、蒋

文强、汪泰山 
吕利平、郭静、李兵 

长江师范学院 闰土 
张棋军、田卫、陈荣花、彭

亭婷、赵小玲 

吕利平、郭静、李兵、黄辉

胜、杨甲 

长江师范学院 熵增不减组 
邓梦娇、张秀清、任美玲、

朱镕璋、毛余林 
吕利平、郭静、李兵 

长江师范学院 无敌梦之队 
胡旗双、卓懋、徐远娟、董

雯雯、张红 
李兵、吕利平 

长江师范学院 携手同归 
骆俊、马琴芳、李珂宇、马

小乔、张瀚 
吕利平 

长江师范学院 一直很努力组 
宿月、刘贵、张奇、陈文

芳、龙翠梅 
李兵、吕利平、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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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区奖确认授奖名单 
 

西南赛区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四川大学 百步川 young 
伏浩晟、袁一凡、陈喜点、

郭俊含、傅文新 

党亚固、蒋绍志、陈建钧、戴

一阳、许德华 

四川轻化工大学 大江大河 
经小莎、龙杰文、龚萍、董

玲、陈晨 
张定明、刘勇、潘中才 

西南民族大学 化工爱爱爱不完队 
聂铭、马百旭、吴培璋、刘

沁星、谌龙杰 
梁婷、陈晓、冉茂飞、刘军 

西南石油大学 千里马 
许正伟、覃海航、宋梦嫒、

周文静、龙潇 

刘瑾、王治红、刘慧敏、刘改

焕、刘红军 

长江师范学院 人民当家做组 
高友林、雷汉轩、邓杰文、

唐琴、唐艳玲 
吕利平、郭静、李兵 

重庆大学 南湖筑梦 
李康、刘烊、孙欣欣、南世

豪、朱祖涛 

申威锋、刘作兰、羡小超、周

才龙、魏顺安 

重庆科技学院 浩气长醇 
孙青山、何周轩、郭琳、刘

智榕、林穗梅 

付雪、陈历波、汪勤、朱蠡

庆、陈双扣 

重庆理工大学 三带一对 
左晓玲、代勇、袁兴根、胡

松林 、何金剑 

张强、许俊强、郭芳、李军、

杨鑫 

西南赛区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成都理工大学 天府异丙 
魏卓、李银凤、李军佑、刘

俊豪、张桂群 

曾向东、郑思则、史浩、向

伟、周堃 

成都师范学院 炉火醇青 
苟小茜、李楠、万卓、于世

山、王水 
李佳根、傅小红、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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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贵州大学 炉火醇青 IPA 
张煜琦、杨雪、杨阔、梅丽

娟、段子涵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王海

荣、付成兵 

贵州理工学院 对不队 
杨焱智、张骋、吴周全、朱

玉菊、吴限凌 

周理明、蒋东海、葛武杰、曾

谦、仇伟 

昆明理工大学 工程战将 
何腾宇、兰洋、杜美玲、汪

春雪、梁运权 
贾愚 

昆明学院 异般般 
李天雄、李家文、李伟暠、

刘子蓉、邵慧敏 

蒋雷、崔焱、王宝玲、李维

莉、田洪 

内江师范学院 逐梦 
强泓源、胡恒、肖诗凡、曾

桂英、文图兵 

谭亚南、曹琨、潘杰、刘勇、

王力 

攀枝花学院 天赋异丙 
赵安磊、李巧林、陈燕、陈

海燕、胥丽娟 

唐伟伟、余传波、蓝德均、朱

学军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任我行 
 李敬杰、赖小粉、沈荣菊、

曾爱军、石景海 

李锋、刑焰、王珏、代虹镜、

孙赛兰 

曲靖师范学院 牛啊牛 
赵星梅、何志文、王兴丽、

段事、张雨楠 
胡粉娥 

四川师范大学 醇醇欲动 
韩双、苏鹏、刘佳音、胡耀

元、苏泓瑜 
梁锦平 

四川文理学院 同分异构体 
阳书丹、陈俊文、黄杰、袁

海迪、林志涛 
徐竞帆、张巧玲、王芬 

西南大学 炉火醇青 
颜世林、叶芳秀、李静烽、

钟超、李朝星 

张浩、雷洪、王晓丹、李龙

琴、张钰婷 

西南交通大学 醇华秋实 
马嘉擎、杨晨、庞思奇、张

静妍、林家慧 
张颜、王枢、陆群 

西南科技大学 六氯环己烷队 
李越、徐可佳、张宝华、郭

礼清、胡丹丹 
邓秋林、张廷红、李鸿波 

西南林业大学 
西林布谷鸟化工小

队 

刘梦哲、周平海、李浪涛、

李容、黄华 

杨晓琴、刘守庆、徐娟、梁

坤、李向红 

宜宾学院 酯日可待 
张高苗、李雨波、曹田、王

锟、张大龙 

徐慎颖、任根宽、朱登磊、张

燕、尹国亮 

云南大学 极致化工队 
王鑫、马天丽、姚舒阳、杨

正璐、陈恩泽 
李微、姚瑰妮、袁申富 

云南民族大学 心醇气和 
王羽、杨凡、姚万红、王

鹏、余兰朵 
刘懿、万婧、周强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枯木逢醇 
周香岑、宁红添、王嘉、刘

炜、周宏霓 

任彦荣、邓朝芳、李园园、王

仲明 

重庆工商大学 炉火醇氢 
罗杨、李肇敏、杨豪、舒顶

波、骆飞扬 

文莉、叶梅、范子红、张杰、

王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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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小马过河 

刘可涵、杨智勋、董一涛、

李尘益、於友佳 
卢立娟、常禹 

重庆交通大学 胜利之师 
陈晓仪、李智鹏、卿楚楚、

乐建材、蔡尚辰 
李传强、郭春文 

重庆三峡学院 白羊 
汪月婷、谭树雨、王勇、杨

君浩、汤阿铸 

谢永生、胡绪则、黄美英、陈

星、梁克中 

重庆文理学院 会好起来的 
黄冬升、秦卓鹏、何小芳、

邓岚菁、胡建祥 

谢顺碧、杨和山、雪小飞、刘

红盼、王维勋 

西南赛区贰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成都理工大学 吉祥五宝 
刘开发、陈欣、张敏、覃

城、王臣杨 

周堃、曾向东、郭超、曹语

晴、郑思则 

成都理工大学 天赋异丙队 
张慧敏、徐明珠、李延莉、

郭佳雯、易其杰 
曾向东 

成都理工大学 浔阳的枫叶 
王彬、王艺衡、周嘉、吴俊

洁、张欣 
曾向东、周堃、史浩、曾广勇 

成都师范学院 求酮醇异 
何欢、钟洪林、李昱坤、周

陈潼欣、尹萌 
李佳根、梅丽、尚书勇 

成都师范学院 提酮跑路 
张东东、刘宇沙、曲业勤、

张乘兵、韩欣雅 

李佳根、傅小红、尚书勇、梅

丽 

贵州大学 1211 
胡焜、许倩、何燕、舒江

凤、娄遵庆 

徐梅松、史永永、王海荣、王

军 

贵州大学 9527 
欧阳欣宇、胡荣凤、邓露

佳、杨梨、杨谕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王海

荣 

贵州大学 8·12 
王枫媛、胡丹、张程翔、樊

文浩、祖鑫 

史永永、徐梅松、王军、王海

荣、付成兵 

贵州大学 Paradox 
刘子民、禹欣艺、王华荣、

牟森林、周鹏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 

贵州大学 阿尔法 
梅正昊、张勇、黄冰、莫立

姗、闵惜茗 
徐梅松、史永永 

贵州大学 爆炸就是艺术 
吴双熊、廖梦珍、徐彬柱、

王泽鸿、张鹏 
徐梅松、史永永 

贵州大学 醇意盎然 
李兴昌、孙大波、姚成、喻

小虎、熊九臣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王海

荣、付成兵 

贵州大学 红蜻蜓 
何飘、粟茂香、王玉娟、陈

群、班园红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王海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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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贵州大学 飘向北方 
罗洁、陆彬彬、游衠、王

杰、谢晰迪雯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王海

荣、付成兵 

贵州大学 天天兄弟 
梅晓芸、田曲、周开琳、庞

川容、陈晓璇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王海

荣 

昆明理工大学 花开富贵 
段雯碟、高灿、王浩然、李

沛、李文涛 

贾愚、翟持、志云飞、常静

华、朱远蹠 

攀枝花学院 醇逢得意 
李甲刚、廖新龙、丁文睿、

唐翠联、刘艳 

唐伟伟、余传波、蓝德均、朱

学军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我行我上 
兰琴、张颖、王芸、盛余、

李英豪 

黄德娜、刑焰、代虹镜、孙赛

兰、徐平 

四川大学 SCU 明远 
黄芮、吕雅婷、陈洁、彭荣

华、蒋聚 

党亚固、欧阳李科、蒋绍志、

段天平、戴一阳 

四川大学 化理有话队 
蔡福林、叶枫、张云刚、钟

琪、马全 

党亚固、戴一阳、许德华、蒋

绍志、段天平 

四川大学 异丙醇的产后护理 
张华俊、陈奕孚、郑程瑞、

刘彬洋、杨子豪 

党亚固、蒋绍志、许德华、戴

一阳、段天平 

四川轻化工大学 令人制烯队 
蔡龙、杨宽、陈治权、周世

瑜、郑锦妤 

潘中才、刘勇、张定明、尚建

平 

四川轻化工大学 氢氢队 
李天龙、文君、朱茂国、张

华东、文洋 
刘勇 

西南大学 光头强 
闫强强、罗欣然、张宇琪、

陆陈晨、杨晨 

雷洪、王晓丹、张钰婷、李龙

芹 

西南科技大学  志醇高远 
邓博川、刘慧宇、王杰、曾

洁、曾帅 

邓秋林、张廷红、李鸿波、刘

辉强 

西南科技大学 Water 团队 
罗玉琴、张露、赵孙策、蒋

雨佳、何永杰 

邓秋林、张廷红、刘辉强、李

鸿波 

西南民族大学 一站到底团队 
熊佳兴、孙煜、陈宇、吴

宁、杨浩 
郭章龙、余海溶、梁婷、陈晓 

西南石油大学 天赋“异丙”团队 
蒲昊宇、张天怡、李霞、石

晓虹、夏双双 

刘瑾、王治红、刘慧敏、刘改

焕 

云南民族大学 醇手工鲜花丙 
卢远恒、余航、曹顺仙、杨

思瑜、黄启睿 
钏永明、李宏利、刘懿 

长江师范学院 Book 思议 
晏移寒、田云、李粤昕、尚

倩、张丹丹 

吕利平、郭静、李兵、黄辉

胜、杨甲 

长江师范学院 基因重组 
谭燕、陈亚、封丽、侯丹、

张榴影 
吕利平、郭静、李兵、徐建华 

长江师范学院 人民巡检组 
陈希昌、钟丹、唐潇、屈彦

君、蹇灵萍 
李兵、郭静、吕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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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重庆大学 酮去醇来 
柳冠宇、郑羽馨、陈莹、杨

颍、梁中豪 

申威锋、刘作兰、羡小超、周

才龙、魏顺安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醇齿相须 
罗倩、王璐、孙雪梅、吴文

城、郭忠杰 

任彦荣、邓朝芳、李园园、王

仲明 

重庆工商大学 C5H5N 队 
陈小莉、万洪秀、陆小凤、

欧阳杰、诸瀚林 

刘学成、孙洪飞、古兴兴、张

杰 

重庆工商大学 GM5 
姚辉、杨刚、杨小敏、毛露

兰、陈洁 
张杰、刘学成、谷德银、李宁 

重庆工商大学 五只小红帽 
程李、龙云鹏、张德嵘、张

渝、王精业 
丁社光、陈盛明、宋应华 

重庆交通大学 Sailing 
殷溟隅、夏爽、都焓、司晨

雨、周安妮 
郭春文 

重庆交通大学 咖啡因 
任杰、纪言军、彭双千、闫

宇 
郭春文 

重庆科技学院 Day Day Up 
杨帆、刘兴红、夏豪骏、冯

丽艳、宁俊杰 

汪勤、孟晓静、徐迪、陈历

波、邱奎 

重庆科技学院 梦的五次方队 
曹丽娟、隆青霖、代静、陶

丹、袁章淳 
王孝科、车现红 

重庆科技学院 异异生辉 
芦伟一、李世波、唐心林、

刘雨晴、江玉田 

连欣、汪琴、王孝科、付雪、

孟晓静 

重庆三峡学院 化工小太阳 
解滨泽、吴春花、周晓洁、

阳文文、侯轻松 

谢永生、胡绪则、宋先雨、李

廷真、姜骉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