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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天正设计杯”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拟授奖团队名单（华南赛区）公示通知 

 由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主办的 2022 年“天正设计杯”第十六

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已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完成全部竞赛内容。华南赛区

的初评和赛区预选赛结果已经过赛区竞赛委员会审核公示，现将华南赛区的拟授

奖团队名单公示，网上公示期自 2022 年 8 月 29 日至 2022 年 9 月 3 日。 

即刻起至公示期结束，任何人如发现公示名单中的拟受奖团队有违背《全国

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章程》的行为，均可向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委员会实名

举报（发送电子邮件到竞赛委员会邮箱 ichezju@foxmail.com），竞赛委员会将

进行认真核查和严肃处理。 

待公示期和异议评审结束后，将对通过公示的获奖人正式颁发获奖证书。 

  

特此公告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委员会 

中国化工学会 

2022 年 8 月 29 日 

 

附件一：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奖-拟授奖团队名单公示-华南赛区 

附件二：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赛区奖-拟授奖团队名单公示-华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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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年“天正设计杯”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拟授奖团队名单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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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色学院 醇暖花开 
黄英虎、叶丽燕、黎华英、

周寿旭、舒淋 

赵金和、李素萍、郭效瑛、蒙

君荣、甘永乐 

北部湾大学 TQM 
李梅、易甜甜、劳燕芹、张

阳婷、周美 

罗祥生、赖家凤、刘子杰、颜

曦明、晁会霞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氢醇律动 

谭颖霖、王文瑞、钱健健、

赖文杰、李嘉怡 

唐小勇、彭琳、刘洪博、周瑜

芳、矫庆泽 

东莞理工学院 卓有醇效 
石冉、袁慧、龙嘉豪、赖佩

嘉、蒋毅 
何运兵、刘鉴 

福建农林大学 共价电子队 
练勤宝、郭胜阳、张如党、

赖洪胜、陈远青 

郑德勇、张慧、廖益强、卢泽

湘 

福建师范大学 着手成醇队 
孔宁、丁燕、林斌、陈泽

廷、苏泽欣 
付丽、徐刚、王雪松、黄紫洋 

福州大学 炉火“醇”青 
黄志垣、梁淑霖、吴宇辰、

刘志鹏、孙涵 

王莹淑、吴丹、刘杰、范立

海、郑辉东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醇属意外 
裘之柯、刘林、林爱弟、张

伟艳、邹银霞 

罗祖云、吕燕根、韩淑萃、罗

周庆 

广东工业大学 卷土醇来 
周法戎、詹森华、胡德文、

魏旭楠、曹亦成 

叶飞、王铁军、郑育英、林晓

清、朱东雨 

广东海洋大学 末班车队 
李志发、梁丽华、陈旋漩、

谢秋仪、梁颖君 

康信煌、王頔、孔松芝、温燕

梅、李宇彬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炔定谔的猫 
高梓翔、彭志浩、凌华振、

陈大强、梁煜洋 
陈辉、黄燕青 

广东药科大学 智醇队 
巫庆龙、黄倩怡、冯利吉、

何露、杨琳琳 

龙春霞、唐新宜、蒋赣、严明

芳、彭强 

广西大学 BDO plus 队 
李银忠、黄胜晶、党民飞、

秦国川、柴新蕊 

李晶、李立硕 、赵祯霞、潘

远凤、赵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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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广西科技大学 萤火队 
杨振博、林芳婷、谢松桥、

陈玺玉、黄海馨 

洪宇翔、杜鹃、黄承都、曹

燕、黄琼 

广西民族大学 五色糯米饭 
陈萍、林任重、林明秀、黄

华妮、陆祖干 

蓝平、周泽广、卢彦越、谢

涛、蓝丽红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海之鲸 
唐玉洁、谢沈玲、农玉飞、

黄雨霞、甘广 
黄莹莹、蒙建成 

广州大学 “醇”正无邪 
师文君、王翠渺、陆雨、李

登、崔冰翔 

杨伟、郑文芝、林璟、邹汉

波、陈胜洲 

桂林理工大学 路人 
刘家俊、陶陶、蒙家勰、吴

梦媛、徐浩清 

吕奕菊、冯艳艳、杨文、姚金

环、李和平 

海南大学 醇华秋实 
钟鑫、俞佳妮、曹瑞、王麒

麟、韩明叶子 
王敦、宋玉洁 

河池学院 共轭酸碱队 
刘茂洁、韦妮、何小燕、邹

欣欣、罗冠源 

李启虔、韦正、钱丰、陆素

芬、黄秀香 

衡阳师范学院 醇甄 
包云龙、杨丹丹、冯定洲、

郭婧、李梓豪 
谭雄文、李薇、刘剑 

湖南城市学院 川不辞盈 
李树、罗烽、蒋慧晴、邓

璇、雷振东 

王锋、曾永林、王立勤、尹志

芳 

湖南大学 戊五醇 
王亚楠、苏燕清、许倩、伍

灿、高秋菊 

金波，罗伟平，李文生，任艳

群，梁志武 

湖南工程学院 如沐醇风 
李驰、侯体宁、姚毅、谢

乐、龙素纤 

刘华杰、李泳霖、颜炜伟、杨

辉琼、崔海帅 

湖南工学院 啊，对对对队 
童圳、罗江欢、刘鑫、胡志

鹏、廖佳豪 

刘水林、王津津、刘宁、伍素

云 

湖南工业大学 干饭不想排队 
边茁、孙怀玉、黎双平、张

汉卿、李秋月 
龚亮、李青、马楠柯、刘四化 

湖南科技大学 醇你所想队 
刘媛媛、苏明欣、梁婉晶、

周世杰、周靖原 

黄念东、刘和秀、黄小平、刘

国斌 

湖南科技学院 不理狗的包子队 
苏伟康、王诗媛、陈玲、胡

敏、李德寒 

王宗成、阳令明、龚绍峰、刘

晓霞 

湖南理工学院 F.B.G 队 
刘炳蔺、李维仙、周韵、何

秀丽、邹莞垣 

曹帆、张盼良、熊碧权、许卫

凤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

院 
醇醇厉害 

周盈、刘婧斓、刘玉莹、彭

智超、刘晓雯 

阳彩霞、袁永兵、罗中钦、梁

恩湘 

湖南农业大学 啊对对队 
陈玉玲、张思妍、张增涛、

杨宗霖、易敏 

蒋红梅、方俊、梁敏、桂清

文、李本祥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扬帆破浪 
伍文杰、林琳、杜星月、周

丹、崔益赛 
刘鑫、李克文、田修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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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湖南师范大学 顺利酐到醇 
王安、唐攀、张泰源、丁

玮、陈晨 

陈学伟、兰支利、赵海红、陈

书攀祥、徐琼 

湖南文理学院 小心酐队 
李洁莹、夏燕、黄美琼、欧

雯雅、叶潭 
万利 

湖南中医药大学 醇心找猹 
梁晴、刘远霖、任定宗、朱

佳豪、王丹艳 

张红刚、覃艳、黄莉、邓兰

青、鲁曼霞 

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

学院 
鸿渐于酐 

王国祥、黄灵鹤、唐滨、王

才顺、张建伟 
邓兰青、鲁曼霞、肖梦武 

华南师范大学 返朴还醇 
吴雨茜、黄汝真、周鑫涛、

邹瑞霓、黄于桐 

李旭凯、吕向红、郭杏妹、曾

丽璇 

华侨大学 24K 醇 
林婉如、苏荣楷、罗聪颖、

侯宗铿、蒋聪聪 

胡鹏程、杨欣、肖美添、杨时

颖、杨宇成 

惠州学院 酯露化醇 
彭华清、严汉铭、李丹婷、

张静、杜鹏源 
王春花 

吉首大学 农夫山泉队 
代雅浩、谭杨婧、陆思、尚

佳为、刘辉勇 
张帆、邹晓勇、彭清静 

嘉应学院 火树银花 
李娟、周颖、汤泳淇、何国

梁、黎春志 
戴传波 

岭南师范学院 志醇高远队 
向杰、欧健霞、吴思婷、李

冰、胡文静 
周中流、林三清 

柳州工学院 柳暗花明 
邓江林、籍镇洋、王锰科、

李倩、徐慧玲 

易慧、郭艳、杨育兵、陈勇、

孙松 

龙岩学院 发际线和我作队 
李伟锋、蓝子扬、吕静如、

曹晓芬、夏蕴芝 
袁秋兰、吕芬芬 

闽江学院 温水煮青蛙 
黄信玫、何书涵、余羲溪、

黄琦、张文标 

张燕杰、叶远松、张于弛、郑

笑笑、林棋 

闽南师范大学 star 皆空 
陈晨、何莉榕、王思蕴、王

铭泽、赵浩 

申大志、陈艳梅、徐娟、郑

楠、项文龙 

南华大学 炔一不可 
蔡美青、孙果、林玺、谭智

龙、马亚伦 
阳鹏飞、彭国文 

宁德师范学院 五香醇卷 
何洁、黎云峰、翁羽杉、钟

俊源、赵渝洁 
黄晓辉、郑美琴、应少明 

泉州师范学院 二醇不单纯 
肖明星、邓秋霞、张茜茜、

左明亮、钱濛雨 

徐文涛、高剑虹、张光才、魏

东魏、吴允苗 

三明学院 雕醇小计 
黄娜、刘燕明、林慧茜、王

少武、林凤瑜 

邹志明、李鲁闽、李奇勇、林

明穗、陈凯 

厦门大学 醇醇物语 
丁美芳、郑子言、王蕊、秦

雨璇、范何佳 
周华、曹志凯、朱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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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汕头大学 醇醇欲动队 
邓耀、周晓婵、陈巧婷、朱

淑淇、张雨婷 
方奕文、谢少雄、高金苹 

梧州学院 天酐梧燥 
田仁俊、黄松卿、黄焕龙、

罗昌蒙、林定检 

陈玉凤、喻航、胡榕华、王卫

东、李明涛 

五邑大学 醇在即合理 
莫梦婷、陈蓉蓉、彭小丹、

陈泉、李志荣 

姜少华、李滨、贺拂、吴智

谋、邝乃强 

武夷学院 主旋律队 
伍梦瑶、王梦鸽、刘铭宇、

艾德忠、王淑龙 

吴方棣、范荣玉、刘俊劭、谢

文菊、赵升云 

湘南学院 沐浴醇风队 
盛亚杰、陈婷、诸葛鹏、刘

颖霖、黄巧盈 
袁宁辉、刘鹏、余丽梅、邓斌 

湘潭大学 Supreme 
伍佳婷、金波、胡召健、王

捷、李亮 
揭嘉、吕扬、易争明、熊伟 

长沙理工大学 纯纯想要醇醇 
袁美娇、黄紫璇、黄玘琛、

李帅、孙佳斌 
李丽峰、黄灵芝、黄朋勉 

长沙学院 炉火醇青 
马嘉诺、张文杰、周子瑄、

张颖、陈佳颖 

李晋波、王海燕、郝荣安、吴

天泉 

中南大学 妙手回醇 
陈宇川、梁定一、曾豪、孟

子程、文家成 

李海普、韩凯、谢乐、王帅、

金一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出醇不染 
文峰、阳祁斌、盛灿、林志

辉、温琪琪 

旷春桃、李湘洲、王贵武、杨

国恩、周军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掂过碌蔗 
蔡锶涛、林冰涛、张培新、

姚平俊、邱凯迪 
郝丽、陈循军、张步宁 

 

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北部湾大学 1+4 
黄石兰、钟杏清、董宏博、

梁慧妹、莫连苗 

晁会霞、罗祥生、赖家凤、王

爱荣 

北部湾大学 北斗队 
吴子羿、刘义、谢雨欣、王

亭、何佳慧 

晁会霞、罗祥生、赖家凤、刘

子杰、王晓丽 

北部湾大学 醇醇牛马队 
杜俊孺、胡瑞珍、华广城、

彭庆、陈晗 
赖家凤、罗祥生、晁会霞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醇封德艺 

柳英钏、李炎晔、陈宏基、

冼浩峰、梁智浩 

唐小勇、王淑波、彭琳、熊志

勇、矫庆泽 

福州大学 炉火醇青 
王冬冬、李小丽、魏锶琦、

王锦锋、傅晓芸 
李玲、王晓达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醇粹不想掉队 
谢若纯、陈梦秋、李浚涛、

林雯婷、吴爱玲 
罗祖云、吕燕根、韩淑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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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广东工业大学 枯木逢醇 
韩易绅、周春宇、余越、王

杰、陈雪梅 

叶飞、王铁军、郑育英、朱东

雨、张维刚 

广东工业大学 适者生醇 
郑彦钦、刘浩鑫、欧佳仪、

陈莉婷、许爱婷 

叶飞、王铁军、郑育英、张维

刚 

广东工业大学 至臻至醇 
吴梦诺、张晓君、高子吉、

陈彩凤、方良炜 

叶飞、俎喜红、郑育英、朱东

雨、杨楚芬 

广东海洋大学 醇天然 
刘颢祺、陈嘉华、赵月兰、

孔坤婷、卢业进 

王頔、康信煌、孔松芝、温燕

梅、李宇彬 

广东海洋大学 海湛队 
李敏、黎洁文、黄文雯、卢

晓桦、麦嘉怡 

康信煌、王頔、孔松芝、李宇

彬、温燕梅 

广东海洋大学 我们很单醇 
林培军、梁炜健、曾汇鹏、

陈裕琪、谭红霞 

康信煌、王頔、孔松芝、温燕

梅、李宇彬 

广东海洋大学 志虑忠醇 
戚明辉、詹锐洪、罗文俊、

欧城斌、袁腾 

王頔、康信煌、孔松芝、李宇

彬、温燕梅 

广西大学 化工棒棒队 
陆文龙、张美新、张佳媛、

韦秀放、黎杭清 

李晶、赵桢霞、赵钟兴、潘远

凤、周利琴 

桂林理工大学 持酯以恒 
王俊杰、王冰、韦宏海、赵

爱敏、秦亿民 

黎燕、李雪明、朱其萍、孔翔

飞、吕奕菊 

桂林理工大学 醇风醇粹 
廖小婷、陈国胜、韦金美、

莫琪琦、罗裕隆 

朱其萍、李雪明、黎燕、王永

涛、唐群 

桂林理工大学 醇风得意 
何俊铭、李春龙、肖家锋、

原达豪、钟巧媛 

及方华、蒋光彬、冯艳艳、吕

奕菊、郭燕军 

桂林理工大学 到点吃饭 
莫玉汁、韦琳娟、黄献丽、

刘明杨、曹奥林 

杨文、何方、吕奕菊、郭燕

君、黄红霞 

桂林理工大学 虎虎生威 
黄悦、薄开雯、卢英华、陈

鸿、吴婧喆 

王桂霞、冯艳艳、蒋光彬、杨

文、滕青湖 

桂林理工大学 化工工艺包 
林必贤、莫培燎、黄政大、

蓝元臻、李家权 

杨文、吕奕菊、冯艳艳、谭海

军、王永涛 

桂林理工大学 卡布奇诺 
陆从昊、麻喜仪、白少帅、

张倩、罗瑞梅 

王晓娟、郭燕军、李玲、王永

涛、谭海军 

桂林理工大学 炉火醇青 
张阳、莫宗昌、莫桂南、崔

皓东、钟文巧 

吕奕菊、冯艳艳、杨文、王永

涛、姚金环 

桂林理工大学 泉同 
秦海、刘成凯、覃思凯、覃

玉镇、梁之泉 

吕奕菊、杨文、何方 、孔翔

飞、王永涛 

桂林理工大学 糖醋排骨鱼 
周朝秀、高锐、袁全强、任

志琦、阮文胜 

杨文、何方、吕奕菊、王晓

娟、孔翔飞 

湖南工程学院 三带一队 
余思雨、夏莞丽、张英迪、

梁梦寒、 

刘华杰、邓人杰、李泳霖、崔

海帅、颜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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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程学院 希望“镁”队 
何树豪、何政杰、樊思思、

陈艳丽、周丽娟 

刘华杰、李泳霖、邓人杰、崔

海帅、颜炜伟 

湖南科技大学 醇风得意 
石磊、吴碧玉、唐泽溪、唐

远、刘萧 

黄念东、刘和秀、黄小平、李

国斌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得以济沧海 
朱娟、邓如意、雷大鹏、王

佳程、戴海钟 
刘鑫、田修营、李克文 

湖南师范大学 开摆队 
许嘉恩、魏青青、王菲、姜

文滔、张一鸣 

兰支利、赵海红、徐琼、陈书

攀祥、陈学伟 

湖南中医药大学 阿酐正传 
万俊、李晓萱、卢雨婷、何

巧霞、高浩 

鲁曼霞、邓兰青、刘向前、杨

岩涛、肖梦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醇情火焰暴龙战士 
刘凇、林蔓芳、宋婉婷、农

家隆、肖晓 

黄莉、张红刚、鲁曼霞、肖梦

武、邓兰青 

华侨大学 BDOK 
王雪杨、段怡丹、谢壹航、

叶子微、田亚鑫 

胡鹏程、韩媛媛、张学勤、黄

昀昉、肖美添 

华侨大学 Brainstorming 
吕文华、林霞倩、王翔、霍

艺卓、肖福兰 

胡鹏程、蔡东仁、杨时颖、张

娜、杨欣 

华侨大学 摆烂小队 
黄志斌、吴治泓、袁咏晗、

周志雄、张嘉诚 

杨欣、杨时颖、杨宇成、张

娜、张学勤 

华侨大学 醇醇意动队 
夏志豪、解一诺、宋嘉玲、

吕辉、赵琛 

肖美添、胡鹏程、杨欣、杨时

颖、韩媛媛 

华侨大学 醇属胡闹 
黄文杰、井海云、李振辉、

李俊男、林辉泓 

杨宇成、肖美添、杨时颖、杨

欣、蔡东仁 

华侨大学 醇真无邪 
胡艺宁、吴宇佳、毛万金、

黄智龙、林诗颖 

杨欣、张娜、杨时颖、蔡东

仁、韩媛媛 

华侨大学 五排上号 
赵思懿、王嘉盛、颜丹妮、

陈启桢、朱佳茵 
杨欣、胡鹏程、韩媛媛 

吉首大学 天赐二醇 
厉韩慈、林丽云、李典兴、

张伟珍、高崇智 
卓欧、邹晓勇、彭清静 

湘潭大学 醇天然队 
杨金花、杨璐宁、徐梦婷、

叶桂芹、晏佳欣 
揭嘉、吕扬、易争明、李勇飞 

湘潭大学 醇爷们儿 
郭殿琮 、卢俊江 、李江

硕 、廖婕妤 、葛云舒 

揭嘉 、熊伟 、易争明 、李

正科  

湘潭大学 书湘醇厚队 
陈萍、文津、龙兴霖、袁汝

欣、蔡卓宏 

揭嘉、李正科、易争明、吴志

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林柒叁幺 
王季萍、王颖轩、王靖然、

肖灵梓、吕鸿宇 

李兆双、李湘洲、旷春桃、王

贵武、杨国恩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林致 
牛传泳、余志强、王骏、杨

波、周宇腾 

王贵武、杨国恩、旷春桃、李

兆双、李湘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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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适者生醇 
邹瑞颖、杨文木、张越纯、

石雨萌、郑晶 

魏元峰、旷春桃、王贵武、周

军、杨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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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理工学院 百炼醇刚队 
邓少宏、杨丹洁、钱瑷嫒、

代任、陈柱澎 

黄卫清、彭若斯、纪传伟、焦

哲、张优 

福建农林大学 合酐贡醇队 
王京志、黄浩林、陈惠兰、

王雪、龚缘 

张慧、郑德勇、卢泽湘、廖益

强 

福建农林大学 顺酐而上队 
林佳伟、许小娟、邱晨茜、

陈晓荭、林宇辉 

张慧、郑德勇、廖益强、卢泽

湘 

福州大学 迟早疯一个队 
范祥炜、颜佳燕、高静、蔡

文婷、钟慧嫄 
王晓达、李玲 

广东工业大学 醇一不染 
丁瀚林、安梦琪、陈俊熙、

彭宇翀、朱伟业 
叶飞 

广东海洋大学 醇醇欲动 
钟文龙、张斌华、吴哲、彭

剑钊、黄树煜 
谢翔宇 

广东海洋大学 青梅酿酒 
蔡莉姗、梁汉臻、尧龙成、

蒋颖雯、周彩欣 
谢翔宇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炔一不可 
左文学、林辉、潘静、罗海

琪、叶苏敏 
陈辉、黄燕青 

广西科技大学 醇醇欲动 
贾子辉、巫维维、谢洁雅、

周文丽、彭诗皓 

杜鹃、洪宇翔、蒙晓玲、刘灵

惠 

广西科技大学 劲技肃恶鬼队 
霍智洋、张夏宁、罗运来、

张弛、李薪平 

洪宇翔、杜鹃、曹燕、黄承

都、余慧群 

广西科技大学 逐梦小队 
王奕琛、邓安晴、孔睿煊、

黄万兴、丁飞 
余慧群、洪宇翔 

桂林理工大学 ctrl 
蒋家山、蒯海洋、陈继豪、

兰彭、王云龙 

李雪明、朱其萍、黎燕、姚金

环、腾青湖 

桂林理工大学 阿对对队 
林情香、邓捷、于湘、石家

奇、张蕊 

王晓娟、王永涛、杨文、孔翔

飞、腾青湖 

桂林理工大学 氨咘梨涡铂 
覃紫燕、罗欣、韦柳华、梁

艳颖、伍婷 

郭燕军、王晓娟、王永涛、吕

奕菊、刘铮 

桂林理工大学 比比氨钼烯 
张晓轩、王枫闯、杨友斌、

蓝振飞、邓豪 

冯艳艳、及方华、蒋光彬、孔

翔飞、朱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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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 不酮矾响  
刘凤萍、谭一粟、谢冰雁、

黎海兰、何婷 

李雪明、朱其萍、黎燕、何

方、黄红霞 

桂林理工大学 豆浆烩面 
甘伟基、郭旭航、黄丹妮、

李秋玲、余幸莲 

郭燕军、李玲、王晓娟、王永

涛、邹志明 

桂林理工大学 氟氯双醛 
周贝贝、司婷婷、韩蕙泽、

李倩倩、冼俊成 

杨文、吕奕菊、冯艳艳、孔翔

飞、邹志明 

桂林理工大学 全村的“烯”望 
蔡永兴、李权东、周萍、蒙

石玲、李万莲 

朱其萍、黎燕、李雪明、谭海

军、郭燕军 

桂林理工大学 全体保研 
言燕美、李自强、农欣云、

黄美花、张柏露 

黎燕、李雪明、朱其萍、邹志

明、冯艳艳 

桂林理工大学 无言可队 
李明莜、李崇媛、韦柳树、

王嘉琪、袁梓慧 

王永涛 、郭燕军 、王晓

娟 、何方 、黄红霞 

桂林理工大学 兄弟盟 
赵丽霞、刘姗姗、牛彬楠、

邓鸿、何旭 

冯艳艳、及方华、王桂霞、谭

海军、姚金环 

桂林理工大学 影拓队 
黄广霞、罗小燕、覃梓红、

庞诗宜、班静姝 

吕奕菊、杨文、王晓娟、张秀

清、唐群 

桂林理工大学 羽饰骑士 
韦家宝、黄怡宁、张杰、陈

俊萌、伍泓玮 

李雪明、朱其萍、黎燕、何

方、王永涛 

湖南城市学院 醇醇摆烂队 
黄旻潇、刘璇、童盼、黄慧

琳、朱紫欣 
王锋、王立勤 

湖南城市学院 醇华求实 
张深龙、李亮、朱奥林、李

澳、成彬析 
王锋、王立勤 

湖南城市学院 玖拾有点甜 
刘添鑫、颜阳丽、陈颖、汪

军、彭智炜 
曾永林、王锋 

湖南大学 醇丘丁胜 
刘东杰、简旭、黄亚楠、张

嘉骋、罗菲菲 

金波、罗伟平、李文生、任艳

群、梁志武 

湖南工程学院 大醇小疵 
李林、邓平、张鑫宇、张景

涛、莫星雨 

刘华杰、崔海帅、颜炜炜、杨

辉琼、胡倩 

湖南科技学院 
“醇”风十里不如

你 

何培燊、杨庆午、张东东、

赵鑫、张岩波 

阳令明、王宗成、廖云辉、骆

鹰 

湖南科技学院 啊对对队 
周湘柱、段绍东、徐昇侃、

龙俊利、易甜 

龚绍峰、谢建伟、肖新生、刘

芳、袁霖 

湖南科技学院 醇醇欲动队 
冯羽彤、赵艺、刘祥、周文

君、黄茂勋 

龚绍峰、谢建伟、肖新生、袁

霖、张斌 

湖南科技学院 醇湘弥漫 
梁国祺、李南希、张奥峥、

肖松、李思思 
唐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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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学院 炔到醛前自然醇 
周纯旺、梁建青、余运宏、

刘小菲、曾慧聪 

赵雄杰、阳令明、罗小芳、王

峥 

湖南理工学院 ACE 
王彦泽、袁湘佩、刘永研、

刘嘉旭、余振兴 

谢军、武鹄、淳于利辉、袁永

兵、李安 

湖南理工学院 君雅博学队 
黄喜、杨浩鹏、郑元铭、申

国梁、孙子昱 

曹帆、熊碧权、许卫凤、罗北

平、戴桂林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

院 
产量亿吨 

文龙、李斌、许凯文、邓若

兰、罗诚 

刘岸、武鹄、淳于利辉、张

康、李立军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

院 
令人制烯 

杨林、张雨露、张楚楚、汪

优、王津津 

袁永兵、阳彩霞、武鹄、许文

苑 

湖南文理学院 氟氯双醛队 
欧阳萍、谢乐静、吴慧婷、

向明旺、杜家骏 
万利、邱胜强 

湖南中医药大学 顺酐直上 
周致远、曾赛良、龙驰、王

康、李光辉 

覃艳、张红刚、杨岩涛、李

斌、陈光宇 

湖南中医药大学 至醇至真 
苏捷、李正、魏悦、黄绮

雯、胡承英 

覃艳、张红刚、覃丽、黄莉、

田星 

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

学院 
顺顺队 

左文拓、李平、许荣海、文

佳慧、曹哲慎 

黄莉、杨岩涛、邓兰青、覃

艳、潘雪 

华侨大学 非常四加一 
何爽、何子晨、陈淑玲、高

健、程彦淳 
胡鹏程 

华侨大学 鸿途 
梁承凤、杨广、郑锦贤、郭

应许、赵炳鸿 

胡鹏程、甘林火、蔡东仁、杨

时颖、詹国武 

华侨大学 天涯海角 
李慧杰、王燕晶、徐昕玥、

任聪慧、余家鹏 

蔡东仁、詹国武、张娜、韩媛

媛 

华侨大学 志虑忠“醇” 
蒋琳琳、刘纯、徐筱、王道

波、肖雨婷 

杨欣、蔡东仁、张娜、杨宇

成、胡鹏程 

惠州学院 醇色满苑 
张天威、林海钦、朱敏、连

雪琪、朱锦瑶 
王春花 

吉首大学 天启队 
樊朋军、刘广利、马怡、杨

丹、郑娟 
李飞、卓欧、邹晓勇、彭清静 

吉首大学 五芒星 
周文艳、匡勇斌、缪蓉、彭

灵芝、刘美君 
卓欧、李飞、邹晓勇、彭清静 

吉首大学 一键三连 
王海茹、向梅、陈宇俊、陈

严、姜峥 
卓欧、邹晓勇、彭清静 

吉首大学 酯日可待 
彭小金、邹嘉欣、杨阳、肖

真仪、彭雨婷 
李飞、卓欧、邹晓勇、彭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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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师范学院 甲乙制丁 
曾诗文、彭晨启、房润诚、

黄小惠、王彬 
周中流、王磊、孙劲毅 

闽江学院 醇情小分队 
罗懿、张子麟、李雨君、张

桂荣、黄骋远 

张燕杰、叶远松、方润、张于

弛、林棋 

闽江学院 咦，是丁二醇 
李思怡、黄力文、李玲巧、

王伟、伍民泽 

张燕杰、叶远松、张于弛、陈

毅挺、林棋 

闽南师范大学 醇香不怕巷子深 
李太琴、张博、陈安娜、沈

森彬、郭怡飞 

项文龙、申大志、徐娟、陈艳

梅、聂玉静 

泉州师范学院 妙手回醇 
周涛、冯雨薇、张艳丽、曾

森迷、张卓 

徐文涛、高剑虹、张光才、魏

东伟、庄华强 

泉州师范学院 头脑单醇 
陈铭慧、朱青、何军蓉、张

泽浩、林贤龙 

徐文涛、高剑虹、张光才、魏

东魏 

三明学院 醇属需构 
林烨、林庭、陈飞、许燕

洁、郑发坛 

邹志明、李鲁闽、陈凯、张建

汉、林明穗 

三明学院 锦鲤小分队 
余雨婷、谢君英、陈淑敏、

陈晓玲、高俊豪 

邹志明、李鲁闽、陈凯、林明

穗、林福星 

三明学院 突击队 
卢小艳、肖琳、连嘉敏、许

梦瑶、范雯欣 

邹志明、李鲁闽、林明穗、陈

凯、王益凡 

厦门大学 醇美佳人 
李周玥、赖怡帆、李思琪、

周慧、胡涵彬 
周华、曹志凯、朱爱梅 

厦门大学 呆 C 队 
汤杰、李昊翔、孙云峰、陈

东威、蔡湘程 
周华、曹志凯、朱爱梅 

厦门大学 炉火醇青 
陈耀星、李程、陈宇欣、高

振鑫、颜磊 
黄加乐、郑艳梅、敬科举 

汕头大学 醇心当个化工人 
刘至、丁妍婷、叶梦婷、余

庆云、庄子豪 
方奕文、谢少雄、高金苹 

汕头大学 醇元皇后队 
孙晓慧、段媛、韩东颖、王

晓芳、龙紫怡 
曹春梅 

汕头大学 头大化工不头大 
路金岭、杜凯琦、梁梅桥、

黄晓利、张思仪 
方奕文、谢少雄、高金苹 

武夷学院 来一口大红袍 
赖丽婷、欧倡余、苏世伟、

张嫒文、王泽光 

吴方棣、范荣玉、刘俊劭、谢

文菊、赵升云 

武夷学院 汪汪汪队 
冯婷、黄光耀、吴林轩、简

瑞雪、旦易 

吴方棣、范荣玉、刘俊劭、孙

兴燊、赵升云 

湘南学院 新生秀队 
杨俊磊、李来斌、何玲、马

惠敏、姚洛音 

袁宁辉、刘鹏、李佳蔚、叶丽

娟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湘潭大学 Five Rookies 
赵征阳、赵小燕、高靖然、

潘香俊、谢佳慧 
揭嘉、易争明、熊伟、吴志民 

湘潭大学 never give up 
刘书岑、柳晨菲、邱显欢、

吴勤俭、黄端龙 

揭嘉、李正科、易争明、吴志

民 

湘潭大学 the one 
杨宇萌、胡艳、刘志豪、郭

婧雯、陈嘉悦 
揭嘉、李正科、易争明、熊伟 

湘潭大学 醇心制作 
赵银旭、邢天然、朱莎、蒋

卓恬、龚子轩 

揭嘉、易争明、李正科、吴志

民 

湘潭大学 醇一不杂队 
刘博宇、陈雅欣、魏可凡、

瞿念、魏天祥 

揭嘉 、熊伟 、易争明 、李

正科  

湘潭大学 非常 4+1 
邱莎、高梓奥、申辉、汪忆

憬、吴金桦 

揭嘉、易争明、李正科、吴志

民 

湘潭大学 令人制烯 
刘启、刘烨、周杰、陈嘉

珞、吉婉萤 
揭嘉、吕扬、易争明、李勇飞 

湘潭大学 香酐炒肉队 
姜哲、曾彦霖、宋仕仪、文

宇柔、袁素珍 
吕扬 

湘潭大学 业醇儒富 
何湘、杨祺、刘嘉钰、龙雨

倩、吴庆华 
揭嘉、李正科、易争明、熊伟 

湘潭大学 酯为有你 
刘展言、资杰、马旻昊、成

瀚宇、曹展硕 
揭嘉、易争明、李正科、吕扬 

长沙理工大学 醇欲天花板 
田婉、王志文、王浩、王

宁、刘湘怡 

卢翠红、张跃飞、李江胜、李

丽峰、黄灵芝 

长沙理工大学 一帆风顺 
陈隆、马思原、彭成、黎冠

男、郭春林 
黄灵芝、李丽峰、黄朋勉 

长沙理工大学 指丁能行 
任梦萍、李珍、刘雅琴、姜

斯璆、陈铭煜 
李丽峰、黄灵芝、黄朋勉 

长沙学院 醇靠实力 
易昱轩、李欣、王贵香、王

文斌、付威 

李晋波、郝荣安、王海燕、黄

山 

长沙学院 清醇人生 
王佳烁、饶娅茜、滕娟、黄

奇分、叶传斌 
黄山 

长沙学院 众志成醇 
王丽衡、易湘、彭康、刘

宇、崔瑞雪 
罗卓、黄山、王小梅、黎成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林蕴 
姚烨林、唐文静、赵茂松、

张天佳、陈德明 

周军、旷春桃、王贵武、杨国

恩、张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羟羟联手 
任佳颖、王辰阳、赵芳、张

林琨、窦怡岚 

杨国恩、王贵武、李湘洲、旷

春桃、周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