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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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赛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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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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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东北赛区的拟授

奖团队名单公示，网上公示期自 2022年 8 月 30 日至 2022 年 9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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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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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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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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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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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赛区） 
 

贰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渤海大学 醇风吹又生 
吴国帅、喻欣豆、汤镕坤、彭

丹亮、李家源 

曹春艳、万鑫、宋志国 、王

敏 、常明琴 

大连大学 烷醛炔锌盐队 
杨猛、曹高峰、孔祥锐、刘凤

珂、张佳佳 

毛璟博、王卫京、崔洪光、李

鸣明、张晓琳 

大连工业大学 炉火醇青队 
王培如、夏璐琪、许悦、张敬

雅、贾环宇 

佟瑶、魏莉、郝敬爱、万惠

萍、刘娜 

大连理工大学 疑似丁二醇队 
王启耀、张向阳、程静怡、冯

梓睿、吕振维 

庞洪昌、肖南、李闯、何德

民、关珺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

校区） 
致真制醇 

徐若竹、姚旺、吴优政、李

彤、戴明飞 
阮雪华 

大连民族大学 枯木逢醇 
彭延文、付伊宁、包雨欣、范

天赐、韩晓雪 

赵明举、许英梅、李保红、周

泉、高召 

大庆师范学院 百事 
崔双喜、毛乐乐、张笑傲、熊

润华、余兴芬 
张浩 

东北电力大学 “醇”秋霸主 
王思阳、龚陈、 张龙、尹凤

仪、吴君 

尚尉、王帝淞、李伟达、郑

胜、张誉腾 

东北林业大学 四菜一汤队 
郭华、刘婧怡、王桐、张泽

霖、杨振 
宋海岩 

东北石油大学 醇一不杂 
徐长城、梁馨悦、尚玉青、樊

小龙、王晓容 

罗明检、聂春红、张梅、纪德

彬、吴玮 

哈尔滨工程大学 醇醇思动 
江逗、宫仲千禧、丁连飞、谭

宇轩、黄柠 

丁鹤、刘汝庚、阿里木江.阿

布都力米提 

哈尔滨工业大学 
没有比这更

“醇”了 

桂浩亮、焦玉龙、刘飞、秦

旭、周梓楠 
宋梁成、朱崇强、杨春晖 

哈尔滨理工大学 
你没事就打羊胎

素队 

何沂婷、宋禹瞳、王俊祥、邱

宇、杨彭涛 
于红、裴蕾 

哈尔滨商业大学 醇意阑珊 
王玉、江志威、徐倩倩、王

丽、李佳 
吕春艳、张文君、崔琳琳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哈尔滨石油学院 BDO 三分甜 
黄敬彬、张焱、夏从钊、白如

玉、李小研 
张晗、杨昕、彭殿宝 

哈尔滨学院 醇心醇意 
谢庭鼎、李思龙、王帅颖、王

昌旭、关新洋 

闫慧君、姜艳丽、王杨、宫显

云 

黑龙江大学 智醇高远队 
李牧函、徐畅、吉冯春、丛日

菲、魏玮 
武光、刘一夫、秦川丽 

黑龙江工业学院 意送醇来 
康博林、张帅奇、马慧蕾、何

丽颖、安自锜 
刘静宇 

黑龙江科技大学 闻名遐二醇 
王宏明、孟祥飞、王云泽、刘

佳慧、师超群 

刘云夫、黄晓慧、钟乃良、邵

景景、董晓琪 

吉林化工学院 醇意盎然 
吴帅、刘庆鹏、刘一巍、姜立

明、许梦婷 

王犇、李瑞端、刘艳杰、潘高

峰、付强 

佳木斯大学 丁二醇的家 
程家远、于琇、黄福丹、包鑫

宇、王鸿建 

白术杰、何玉坡、周淑晶、赵

立曼、孙雪 

辽宁大学 心想事橙队 
杜金颖、孟令旭、王宇翀、王

伊璇、高朔 
刘巍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剑指 BDO 团队 
陈达、周亚超、刘枭宇、井雪

情、王佳琪 

刘建军、国玲玲、王丽华、伊

宏艳、李惠茹 

辽宁工业大学 
山海化工设计团

队 

张妍杰、师豪杰、李玉发、仲

思懿、窦凯新 
王欢、赵永华、周艳军 

辽宁科技大学 醇醇欲动 
钟茂山、崔意斌、张家祺、江

宇、楚明智 

赵振宁、方志刚、王洁、杨喜

喜、徐桂英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天选战队 
谭智赫、梁红瑞、高玉健、郭

一萱、谭志鑫 

张晓欣、梁飞雪、鞠佳、戴咏

川、胡跃鑫 

沈阳工学院 酯定酐完 
程廉清、陈许诺、张浩、杜雯

雯、谭钦圆 

潘雅虹、郝志坚、王洪星、蒋

炜 

沈阳工业大学 有点 14 
郭禹杉、汤振棋、陆佳欣、马

宝杰、曹文燕 

班玉凤、朱静、孙明珠、朱海

峰、孙秀华 

沈阳化工大学 迪笛欧队 
李甲宁、张培杰、朱正璐、于

冰晶、李俊锋 

刘东斌、刘东斌、樊丽辉、李

士凤、辛华 

沈阳科技学院 蓄久逢醇 
王榕、高欣悦、于智鸿、何耀

炀、王雯旭 
王欢、胡秋月、吴静、单译 

沈阳理工大学 Elite 
邹煜轩、陈鑫雨、王振伟、孙

清波、孙全杰 

关长龙、王奕、孙杰、李广

宇、刘志江 

沈阳师范大学 干了这杯丁二醇 
刘宏吉、秦欣妍、王新迪、段

寒风、韩松洺 

苗雨欣、孔莲、肖霞、张轶

扉、张航 

营口理工学院 定海神针 
姚选伟、关垠龙、胡秋雨、卢

浩东、吴龚涛 

李佳其、刘海燕、邓信忠、张

彦甫、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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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长春工业大学 BDO 李醇罡队 
杨佳垚、刘洪泽、李广倩、凌

小燕、周彬彬 

刁振恒、孙德、孟祥春、杜长

海、李贞玉 

长春理工大学 
反正我们没有 学

长学姐带队 

王文超、王艳、闫晗、郭逸

慧、何婧 
刘方彬、周晨、李晓 

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大连工业大学 醇色满园关不住 
王怡莹、张天明、王宇凡、方

海宏、刘沐忺 

佟瑶、郝敬爱、魏莉、万惠

萍、刘娜 

大连工业大学 “醇”属不易 
吴胜寒、王佳仪、赵馨雨、栾

博文、赵瑞 
郝敬爱、魏莉、佟瑶、刘娜 

大连工业大学 醇醇离大谱 
贺翔、谢杨、王永刚、侯润

泽、桑丽媛 

佟瑶、郝敬爱、魏莉、刘娜、

万惠萍 

大连民族大学 淬星 
董雯静、杨炼桃、安宁、李佳

和、李清 

许英梅、赵明举、李保红、周

泉、高召 

东北电力大学 醇醇欲动 
梁鑫、祖文轩、常卿、张弘

钲、李想 

李伟达、杨春华、张誉腾、王

冬 

东北林业大学 阳醇伯雪 
任崇绪、周俊昕、丁世豪、孟

师弘、李涛 
顾皞、宋海岩、施连旭 

东北石油大学 卷死其他组 
刘军、朱佳瑞、张利荣、闫思

嘉、李玲玉 

刘发堂、吴玮、孙征楠、关淑

霞 

东北石油大学 醇动人生 
张鑫玥、安瑞东、张传朋、赵

亚可、于航 
朱凌岳、王雪芹、张梅 

哈尔滨工程大学 炉火醇氢 
赵子庚、闫宝琦、何松、徐乃

雯、何雨竹 

刘琦、白建伟、王艳力 、刘

婧媛、闵译萱 

黑龙江大学 指定“醇” 
赵欣璐、曹德志、孙春雨、曲

永鑫、王宇奇 
刘一夫、武光、秦川丽 

佳木斯大学 天真醇朴 
杨博、张舟航、刘子颜、苑琳

越、张天 

冯艳茹、白术杰、隋丽媛、张

向宇、张义英 

辽宁工业大学 醇景当思 
李海燕、刘翔宇、刘利涛、王

世豪、刘畅 
王欢、赵永华、周艳军 

辽宁科技大学 炉火“醇”青队 
董钰兴、王森浩、安宇凤、唐

晓慧 

方志刚、赵振宁、任玲、钱丽

娜、王平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110-63-4 
宁良明、赵元浩、李帅、崔鸿

鑫、吴淼岩 

刘冬梅、张健、苑兴洲、戴咏

川、封瑞江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醇先锋 
武启泽、娄艳玉、杜相震、许

文才、赵琴琴 

鞠佳、梁飞雪、张晓欣、张

健、苑兴洲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积极分子团队 
吴德爽、苟思诗、何东霖、姜

千、李浩阳 

李宁、张健、刘冬梅、王璐

璐、李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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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醇风十里 
王皓、李书伊、孙毅龙、艾哲

宁、任义 

戴咏川、鞠佳、张健、封瑞

江、苑兴洲 

沈阳工业大学 制醇至臻 
贾岩松、沈超、赵涛、卢嘉

禾、时毓泽 

于杰、吕丹、赵培余、刘宝

哲、刘惠阳 

沈阳化工大学 制醇小队 
王佳旭、单桢宇、王阿满、卢

源 

樊丽辉、刘东斌、辛华、吴双

研、李士凤 

沈阳理工大学 啊对对队 
刘杰、陈艳华、宋佳晨、赵文

博、郑海龙 

关长龙、王奕、刘志江、孙

杰、李广宇 

营口理工学院 似醇相识 
刘春杰、郭旭、明宏如、罗祥

虎、贾杰聪 

李昀衡、李学雷、邓书平、陈

晓陆、张俊茹 

长春工业大学 
五个壮丁醛都不

炔 

田欣平、刘奕含、杨晨颖、程

曦、陈英浩 
李贞玉、孙德、刁振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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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工业大学 拓颖-2 队 
刘梦雨、陈帅、彭雨欣、米

家辉、郑晓旭 

魏立纲、黄德智、邓世纪、王

嘉伟、王煜凯 

大连工业大学 拓颖-3 
王瑞、常世杰、于海洋、姜

杰玮、段知政 

魏立纲、黄德智、邓世纪、杨

一帆、王煜凯 

大连民族大学 今天也要加油鸭 
姚思羽、陈姣、李喜贺、吴

曼清、努尔加玛丽·亚森 

许英梅、李保红、赵明举、高

召、周泉 

大连民族大学 Chemical Rookie 
白鑫宇、邓玮、肖建明、李

杉、吴佳霖 

李保红、赵明举、许英梅、周

泉、高召 

大连民族大学 醇光乍泄 
包志勇、祁佳伟、李冬岳、

杨艺、刘瑾洋 

李保红、赵明举、许英梅、周

泉、高召 

大连民族大学 深藏 blue 队 
韦收、冉茂姣、刘红菊、彭

新月、李霖星 

李保红、赵明举、许英梅、华

瑞年、张伟 

大连民族大学 成醇结队 
赵明宇、胡羽涛、石佳伟、

姜国林、巴吾尔江 

赵明举、李保红、许英梅、华

瑞年、张伟 

大庆师范学院 慈宁宫队 
莫宏晓、潘昊鑫、李雷轩、

闫含、王辉 
张浩 

大庆师范学院 我竟无言以队 
臧旭、任籍星、施春萍、钟

如、李丹 
张浩 

东北林业大学 醇醇欲动 
鄢婉玲、佟维真、周苑婷、

周昱如、王美郦 
施连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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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东北石油大学 十醛十美 
王金铭、黄禄红、王懿嘉、

贺泰芝、郑晓涵 
纪德彬、张梅 

东北石油大学 醇正优良 
李沛达、王文敏、张钰慧、

柳晨媛、李娜 
朱凌岳 

东北石油大学 大摆钟下送快递 
陈旭、郝岩、李想、次旺巴

宗、闫佳欣 
罗明检、聂春红 

东北石油大学 无产阶级革命 
张俊俏、张佳伟、黄美斌、

林柏松、杨海龙 
孙征楠、吴玮 

东北石油大学 深藏 blue 队 
王清宇、朱丽影、赵唯、牟

佳玉、王荔薇 
吴玮、孙征楠 

东北石油大学 炼金科技 
丁海超、李富霖、邹哲宇、

李国建、王小龙 
吴玮、孙征楠 

哈尔滨工程大学 醇然肺腑 
杨捷、景浩、李年慧、李

藤、热福凯提·艾力 

张宏森、王乐乐、宋大雷、王

艳力、张金臣 

哈尔滨理工大学 未命名 
付锁、董泓良、胡佳俊、赵

金鹏、巨晨 
裴蕾、于红 

哈尔滨理工大学 醇正无天加 
李楠、赵宇、高源、邵明

宇、王鑫鑫 
于红、裴蕾 

哈尔滨学院 一骑绝醇 
戴奕、林泯辰、冯进、甘翠

静、牛嘉欣 
姜艳丽、闫慧君、王杨 

哈尔滨学院 炉火纯青 
裴岩鹏、李珊珊、刘亚宁、

尘珂蒙、张恩茁 
闫慧君、王杨、姜艳丽 

黑龙江科技大学 心醇气和 
刘思琦、尹艺扬、张思雨、

申钰旭、宋瑶瑶 
赵艳红 

吉林化工学院 铜锌协力 
冯建涛、刘佳煜、张立国、

苗金粱、李雨萱 

付强、潘高峰、李瑞端、刘艳

杰、王犇 

辽宁科技大学 星之所在 
谭晓晴、赖尤程、陈梦萍、

魏晓雨、冯仕敏 
赵振宁、方志刚 

辽宁科技大学 醇甄制熵队 
朱景泽、潘一丹、杨鸿玮、

马新辉、张佳 
方志刚、赵振宁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海底小纵队 
吴松涛、崔锦峰、汪健峰、

佟佳、王思懿 

王璐璐、张健、封瑞江、龙文

宇、张晓欣 

沈阳工业大学 醇正无邪 
冯瑶、唐璇、王雨欣、娄

毅、路轩 

吕丹、赵培余、于杰、刘宝

哲、刘惠阳 

沈阳化工大学 枯木逢醇 
李伟业、陈国林、尹泽栋、

岳梦凡、姜海云 
刘东斌 

沈阳科技学院 不负清醇队  
王硕、卜义夫、李雪婷、张

力妍、李孜静 
王欢、吴静、黄明远、崔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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