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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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赛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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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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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西南赛区的拟授

奖团队名单公示，网上公示期自 2022年 8 月 31 日至 2022 年 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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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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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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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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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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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2 年“天正设计杯”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西南赛区预选赛 

 

赛区奖拟授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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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科技学院 纯醇降解 戴攀、黄建、刘若尘、邓

军、邓璋寒 

汪勤、粟杨、陈历波、付雪、

江文 

重庆工商大学 发际线和我作队 张亦铭、蓝充、甘星、周明

沅、曹永飞 

文莉、郭莉霞、谷德银、任晓

蕾、张杰 

重庆大学 Aspen 要笑着做 蔡建华、张艺濒、石子辰、

吕明、李相锦 

谭陆西、胡小华、羡小超、魏

顺安 

西南石油大学 小心酐 金哲昊、覃小龙、杨文贡、

刘诚傲、赵鸿博 

刘慧敏、李敏、刘瑾、余亚

兰、王治红 

西南民族大学 一起向未来队 杨浩、李泳棋、刘秋雨、李

妍、张继烨 

余海溶、冉茂飞、陈晓、刘

军、粱婷 

西南大学 醇阳 贾子含、孔维顺、张连才、

廖海源、李承坤 

雷洪、张钰婷、张浩、王晓

丹、李龙芹 

四川轻化工大学 众志成醇 徐以柔、詹露、谢琼、季

均、周思宇 

张定明 

四川大学 深藏 blue 队 卢虹冰、蹇瑞、司杭、王华

泱、张雪 

党亚固、许德华、吕松、戴一

阳、段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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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牛奶 曹梦圆、李如、胡易、岳双

庆、黄婕 

曾向东、诸葛福瑜、郭超、周

堃 

贵州大学 炉火醇青 周琳、王晓情、冯开心、舒

治崴、赵悦竹 

徐梅松、王军、史永永、王海

荣、付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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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贵州理工学院 牛哇牛哇 武文韬、秦广远、郑青青、

岑方龙、黄飘 

葛武杰、曾谦、周理明、蒋东

海、唐安江 

昆明理工大学 乙燃乙爆炸 王梦新、杨丹、和玉椿、李

敏、孙玉婷 

贾愚、常静华、朱远蹠、支云

飞、翟持 

内江师范学院 炉火醇青 文丽涵、蒲俊江、吴娜、黄

庭训、陈代铭 

谭亚南、黄文恒 

攀枝花学院 从容应对队 程宇德、陈岐山、王瑾、蒋

莎、叶治东 

朱学军、唐伟伟、余传波 

四川文理学院 醇醇欲动 周记横、甘慧、贺清玉、杨

颖、许文龙 

徐竞帆、谭雨薇、覃海川 

西南交通大学 BDO 生产大队 胡沛瑜、曲振、薛宝玉、任

泽泉、方博 

张颜、王枢、陆群 

西南科技大学 醇醇酐想队 杨懿、张源、杨海昕、付

玉、蒋领 

邓秋林、张廷红、李鸿波、刘

辉强、魏锡均 

宜宾学院 醇净 张俊杨、林智伟、张专、李

晓锰、肖琴 

任根宽 

云南民族大学 聚星晨曦 来锐斌、兰禄贵、何艳志、

杨雪梅、奚双丽 

李宏利、钏永明、熊华斌、江

登榜 

重庆交通大学 变化之学 汤森喧、李兴弟、程红莉、

石定健、支涵 

郭春文 

重庆理工大学 抓马队 刘佳、吴新月、刘杰、谢晋

东、王维 

张强、许俊强、郭芳、王承

洋、杨鑫 

重庆三峡学院 天勤队 唐逊旺、邓一达、李美玲、

李欣宇、冯伟 

陈星、张雷、胡绪则、武卫

荣、黄美英 

重庆文理学院 你说的都队 李潘、谢剑梅、鲁雪松、彭

正慧、刘小倩 

王贤松、杨和山、靳杰、卲志

鹏、胡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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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遇天花板 杨博、刘宜林、朱泽洋、黎

静、刘懿平 

曾向东 

成都师范学院 醇醇欲动 于世山、郭宇恒、肖洋、杨

镇宇、马力驰 

尚书勇、傅小红、温博演、钟

洪林 

贵州大学 旭东 许浩、刘沅桐、杨琼霞、林

家芬、万珍玉 

徐梅松、史永永、王军、王海

荣、马俊 

贵州理工学院 TUV 李虞平、严飞飞、李红昌、

苏简、陈美婷 

葛武杰、曾谦、周理明、蒋东

海、唐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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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贵州理工学院 创之队 石贵、段润涵、黎多行、李

光赢、宋邦平 

曾谦、葛武杰、蒋东海、周理

明、罗孜 

昆明理工大学 奇迹 蒋宇、阳从有、苗思雨、刘

春浩、宁国华 

贾愚、常静华、朱远蹠、支云

飞、戴取秀 

昆明理工大学 三七二十一 郭杭益、梁应仙、李娟、张

科、孔鑫鑫 

贾愚、支云飞、翟持 

攀枝花学院 树上的鸟儿醇双队 唐海舰、陈天辉、王毅、夏

璇、冉玉健 

唐伟伟、余传波、朱学军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五彩斑斓队 何杜、吴英、付仁杰、杨婷

芝、朱洪念 

王钰、徐平、黄德娜、李锋、

龙成梅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阳光彩虹小白马 石远琴、孙茹霞、赵江好、

李会、项链 

黄德娜、徐平、王钰、李锋、

龙成梅 

曲靖师范学院 不醒人室 陈颖、张原菊、马子倩、李

云娜、刘挑 

胡粉娥、王智娟 

曲靖师范学院 动化梦工厂 钱顺沙、孔艳美、陈春、何

艺园、周嵘 

胡粉娥、王智娟 

四川大学 进击的化设人 贺雨馨、邓琨议、吴岳、张

欣霖、段嘉伟 

党亚固、戴一阳、陈建均、欧

阳李科、许德华 

西南大学 缙云之南 班明泽旭、罗一帆、魏滔、

尹江辉、李聪敏 

雷洪、张钰婷、王晓丹、李龙

芹、於思瑜 

西南大学 什么都队 刘慧林、李凯、浦丽娟、雷

云峰、谢宇真 

雷洪、张钰婷、王晓丹、李龙

芹 

西南交通大学 醇醇欲动 张璐、尹启明、赵咏洋、敖

以恒、张小路 

王枢、陆群、张颜 

西南科技大学 突击二醇团队 赵增谣、赵长路、肖顺红、

黄润玲、郑藤雨 

邓秋林、张廷红、李鸿波、朱

潇锋 

西南科技大学 烷醛不会 周佳俊、曹颖、陈洁、曾勃

力、刘鹏 

邓秋林、张廷红、李鸿波 

重庆工商大学 时代姐妹花队 罗欣怡、肖庆、李易驰、施

可欣、叶欣 

丁社光、文莉、谷德银、任晓

蕾、王星敏 

重庆工商大学 数据结构做得队 张卿、陶三春、李赢华、高

松、黄金荣 

孙洪飞、刘学成、张杰 

重庆理工大学 化缘队 张露、黄逸晨、闵松、蒋

凡、张旺 

王承洋、谭平华、杨鑫、蔡永

伟 

重庆文理学院 醇欲天花板 孔令宇、范银节、王旭、朱

娜娜、张霖 

杨和山、黄浩、靳杰、郎天

春、胡承波 

重庆文理学院 五人帮 潘宇怡、陈威、令狐昌欣、

周清、李炜 

杨和山、卲志鹏、李亮林、刘

红盼、胡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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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赛区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成都理工大学 醇度百分百 罗文梅、周印洁、陈定芳、

唐辉、刘志鹏 

曾向东、诸葛福瑜、李小可、

曾广勇、周堃 

贵州大学 o 啦队 刘翠、罗琴、赵伟伟、孙

娅、安海涛 

徐梅松、史永永、马俊、王

军、王海荣 

贵州大学 贵大青年先疯 胡晋豪、刘轩雨、杨梓杰、

周小英、班首涛 

徐梅松、王军、史永永、王海

荣、付成兵 

贵州大学 芝麻开花小组 张洪涛、王荣花、陈春先、

刘云霞、章寰宇 

徐梅松、马俊、史永永、王

军、王海荣 

昆明理工大学 蓝天白云 刘宇涵、刘添、鲁道夫、张

国鹏、张虔榕 

马丽萍、戴取秀、贾愚 

昆明理工大学 你说对酒队 于杰、杨明锁、罗屹潇、段

红飞 

贾愚、翟持、支云飞、常静

华、朱远蹠 

昆明理工大学 少年歌行队 吴凯、郭秀兰、杨清、李

进、杨怒修 

支云飞、朱远蹠、贾愚、翟

持、常静华 

昆明理工大学 铈铈铷镱队 文朝茜、王心锐、段其丽、

胡婷、彭华玉莹 

贾愚、支云飞、翟持、朱远

蹠、唐晓宁 

昆明理工大学 小神龙俱乐部 念涛、贾一博、杨苡崯、胡

林龙 

贾愚、支云飞、朱远蹠、翟

持、常静华 

内江师范学院 扬帆起航 张菁菁、刘宏利、蒋洪洋、

张平、李思琦 

谭亚南、曹锟 

攀枝花学院 妙手回醇 郑川梅、伍明、王秋雨、廖

益帆、聂文文 

唐伟伟、朱学军、余传波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对对队 刘严、王寿常、李春福、潘

祥朱、莫跃鑫 

徐平、王钰、黄德娜、李锋、

路小彬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旺旺队 刘红昭、黄垚、周红、李

倩、许露 

徐平、王钰、黄德娜、李锋、

路小彬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宇宙无敌超级暴龙

战士队 

黄明泳、敖慧、王欲、陈

龙、何新林 

徐平、王钰、黄德娜、李锋、

路小彬 

四川轻化工大学 花开富贵 官富贵、陈飞、胡翼麟、刘

红君、齐雨欣 

刘勇、谭建明、张定明、潘中

才 

西南交通大学 炉火醇清 向涵、王文洋、陈中炜、万

佳慧、李晟 

王枢、张颜、陆群 

西南石油大学 芜湖二醇 庞梁、廖鑫婷、许翔峰、罗

倩静、刘涵冰 

刘瑾、王治红、刘慧敏 

宜宾学院 海内醇知己 张致源、吴蝶、徐杰、刘星

寰、肖凤翎 

任根宽、张燕、徐慎颖、朱登

磊、尹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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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宜宾学院 甲乙丙丁醇 魏倩、董娜、冯镜先、刘

敏、刘科 

任根宽、徐慎颖、张燕、朱登

磊、尹国亮 

宜宾学院 长风破浪 李伟华、彭丽妃、赵顺兰、

王颖、施志东 

任根宽、徐慎颖、朱登磊、张

燕、尹国亮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醇砜化雨 许美妮、罗刘鑫、杨峰、李

欣怡、祖美娟 

邓朝芳 

重庆工商大学 醇情难炔 崔俊雅、王敏、李沅潠、王

东南、胡天祥 

叶梅、王星敏、张杰、谷德

银、许惠 

重庆交通大学 驭梦东方 李越、罗国枫、谭世阳、刘

丹、陈帆 

郭春文、李传强 

重庆交通大学 制醇不息 方杭平、胡洪林、陈文鑫、

王建祥、庞有余 

郭春文、李传强、兰海、李映

明 

重庆科技学院 醇暖花开 岳升旗、周嘉灵、周淼、陈

洪、张群飞 

孟晓静、汪勤 

重庆科技学院 猛虎生威 谭小薇、罗镖、周虹延、刘

诗睿、黄鹏辉 

付雪、王孝科 

重庆理工大学 醇醇欲动 郑俊豹、刘桐嘉、彭琬倩、

陶虹羽、黄海 

周冕 

重庆三峡学院 一江醇酎 杨凯妮、代先均、徐昌梅、

吴鹏、田泽谧 

谢永生、胡绪则、宋先雨、黄

美英、梁克中 

重庆文理学院 醇属意外组个队 周淋玲、王颖、周转转、何

华美、李明杨 

杨和山、丁戈、王维勋、胡承

波、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