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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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赛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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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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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华中赛区的拟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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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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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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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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赛区） 

贰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安徽大学 醇暖花开喜炔队 张运海、司文杰、雷家东、

卫俊杰、陈佳 

程芹、柏家奇、徐畅、刘久

逸、项东 

安徽工业大学 酐酯如饴 赵海越、汪静雯、修奥瑞、

司航、潘俊伟 

谢瑞伦、颜井冲、李占库、雷

昭、刘祥春 

安徽建筑大学 啊对对队 胡艺楠 、程棵惠、汪雨霏、

历奕含、张浩 

邹文生、王亚琴、吴世彪 

安徽理工大学 醇欲天花板 许雪、赵艳、张月婷、李高

涵、林方敏 

李伏虎、张晔、武成利、丰

芸、焦发存 

安徽师范大学 诗情化意 云莎莎、李晨希、涂晶晶、

陶淑璇、刘意 

云瑞瑞、张小璇、罗时忠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醇意盎然 陈永琪、张付强、雷响、夏

荣俊、赵德罡 

徐文斌、王伟、宣凤琴、汪

武、张进成 

安阳工学院 炉火醇青 师美亮、顾晓迪、蒋福凡、

张帆、阮敏 

张艳维、赵凌、王朋、李中

坤、牛永生 

蚌埠学院 拾薪聚火 张权、任磊、钱春莹、黄智

豪、洪梦琦 

李良、秦英月、刘沐鑫、石春

杰 

巢湖学院 酸碱中和队 赵秋婷、王轩轩、许焕、袁

航、何侨恩 

黑金培、谢忠、王新运、尹晓

杰 

池州学院 炉火醇青 吴紫艳、从天祥、周德威、

窦贤龙、陈浩然 

肖新乐、郭绍义、盛敏刚、桂

君、王瑞侠 

滁州学院 醇享人生 赵峰、王君豪、张浩宇、刘

梦泉、刘峥 

冯建华、马田林 

合肥工业大学 不负清醇队 王文泽、时曾昊、黄文莺、

任兴虎、黄雨珂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范

小明、王魁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逐梦清醇队 李雯、程刘惠美、陈伦波、

唐凌峰、韩松卓 

姚运金、姚鑫、杨则恒、徐

超、徐君 

合肥师范学院 返朴还醇 祖雨豪、何百川、王浩男、

邓雪怡、卢佳宁 

唐永强、王方阔、程华、陈

蕾、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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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合肥学院 螺旋升天队 张文龙、吴远奇、沈雨泉、

侯潘、谭垚 

胡科研、刘俊生、唐静 

河南城建学院 璃月代表团 李志龙、黄小丹、高进宇、

李泽彦、曹腾超 

张延兵、刘丽华、李刚、殷甲

楠、丁明洁 

河南大学 天韵醇酐 时珍珠、李宝、许明昊、刘

星驰、周忠雯 

赵俊伟、刘宝林、汤雁婷、郭

泉辉、李庆华 

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 制醇小新 郭鑫洋、何秋博、张新月、

宋立恒、郝军伟 

肖传豪、王彦娜、原超毅、方

娜、冯婷婷 

河南工程学院 炉火醇青 王皓、邢世浩、张文慧、洪

灿灿、沈正磊 

陈垒、陈振宇、赵龙涛、赵金

安、买文鹏 

河南工业大学 醇化求是 杨贝贝、闫玉凤、张杰、曾

凡坤、李梦龙 

刘广宇、朱春山、张纪豪、龚

彦文、孙晨 

河南科技大学 闪电旋风劈队 郑顺宜、田玉峰、郭筱涵、

王昭颖、刘一凡 

李欣、芦雷鸣、勾明雷、刘振 

河南理工大学 醇在既河理 易森林、王泽文、李一凡、

南丙威、郑志航 

穆仕芳、李光 

河南师范大学 醇暖花开队 冯莹鑫、程梦香、冯雨晴、

周子航、刘杰 

郝燕、王亮、杨东晓、刘亚

光、靳栋梁 

湖北大学 沙湖妙妙屋 余彦姿、王凯、张慧、张雨

霏、陈东东 

杨世芳、邹路丝、龙华丽、苏

倩文、吴睿哲 

湖北工业大学 醇天然 张祥学、刘星雨、胡志鹏、

张雨彤、谭晓丽 

张运华、闵捷、唐强、余文

贝、胡兵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Build Ocean 柳欣颖、徐静宜、王锡磊、

杜江华、黄世平 

郭高丽、张婷、万俊 

湖北科技学院 心之所向 梁顶立、何沅斌、付雨萌、

朱欣琪、陈国庆 

胡国文、刘碧、汪政熙、王军

涛、高洁 

湖北理工学院 醇去巯来 金锁、刘焱、赵钧、赵凌

雪、赵锐 

詹亦贝、黄卫东、夏贤友、胡

燕辉、张志敏 

湖北民族大学 青年才俊队 岳青青、张景轩、于晓玲、

彭诗雨、洪建华 

邵宇、程新华、谭海燕 

湖北文理学院 sailing 欧亚龙、韦国栋、涂雨轩、

汤曾响、袁玲玲 

鲁俊、赵坤、张勇 

华中科技大学 化成天下 史一乐、熊义豪、李会、郭

振鹏、顾宝麒 

邬勇奇 

淮北师范大学   醇一不杂队 曾雅珍、段堂浩、李婉晴、

程英岚、王军 

陈惜明、徐蕴、曹静、李雨

奎、查道中 

黄冈师范学院 醇御天花板 余奥、李齐、吴侃、孙方

弗、吴瀚 

陈文、王鹤文、张龑、孔雯、

田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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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黄淮学院 非迅常高沛队 梁天齐、陈丽、郝俊杰、许

宏伟、寿永博 

于沛、张景迅、梁石生、魏

雨、李荣强 

黄山学院 Keep moving 夏钰双、黄义橙、杜飞、徐

阳、郑欣宇 

吴彬、赵黎明、潘乐、李良

清、佘启明 

江汉大学 炔一不可 鲁志豪、王聪、敖邦、宋世

伟、景亚敏 

邹琳玲、安良、吴宇琼、晋梅 

江西理工大学 醇数虚构 袁佳莉、朱思豫、高梦兰、

胡龙根、徐紫涵 

杨凯、欧阳少波、邹来禧、陈

喜蓉、陈火平 

荆楚理工学院 醇一不杂 明梦丽、姚健、童奥偲、代

慧敏、刘宇杰 

许维秀、张丽丽、祝阳、石腊

梅、郭孝天 

井冈山大学 醇色撩人 吴晶晶、李佳敏、胡鹏飞、

霍雅琪、钟林峰 

韩润林、张闻、刘小兵 

九江学院 顺酐直上 赵海梅、钟艺、刘嘉仪、李

珊、万水 

刘祥丽、李国朝、刘建华、向

程、杨涛 

洛阳师范学院 酐之如饴 张龙昌、吕浩菲、王峰娇、

李爽、方勤珠 

王晔、陈海鹏、曹欣祥、刘金

强、张丽雷 

南昌大学 为 BDO 献出秀发 茅雨洁、项嘉豪、薛泰睿、

李文婷、刘毅 

杜军、罗明辉、刘玉德、魏洪

春、易玉俊 

南昌航空大学 依古比古 许润丰、沈恒冰、石少华、

谢满华、尚泽源 

邓春健、宋仁杰 

南阳理工学院 “HO”团队 赵璐耀、张凯乐、李杰、赵

珍、罗钏桓 

左广玲、李焕新、叶红勇、李

秉轲、刘建连 

南阳师范学院 鹏程万里 冯佳行、裴娜、闫晴晴、党

毅、赵梦园 

张海礁、王琳、汤玉峰、于林

涛、李玉珠 

平顶山学院 醇雨如油队 张哲、翟聪晓、李昊、时旭

壮、周雅彬 

曹云丽、王莉、石清湘、韩永

军、李青彬 

三峡大学 求索队 杨长江、贾思思、徐朵、史

晓宇、王雨 

胡为民、李德莹、刘杨、晏佳

莹、汪磊 

商丘师范学院 维斯盟 team 陈富文、周燕杰、王栋栋、

赵艺聪、耿雅丽 

崔金海、邵梅玲、陈稳霞、周

艳丽、李海涛 

宿州学院 八月奇迹队 田如如、吴义林、殷世如、

夏奇、武林甄 

张德谨、谢永、孙淑、李沙

沙、李发骏 

皖西学院 醇醇化工 陆梦影、聂思嫚、程娟娟、

金海瑞、王贺欣 

金俊成、王小艳、常文贵、汪

玉娟、徐光年 

武汉工程大学 醇风吹又生 付子硕、裴焕晴、麦丙琳、

张志琦、党婧 

杨犁、金放、张林锋、殷霞、

李雁博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终醇 宋嘉杰、徐杰、童宏强、郑

康、赵子恒 

向丽、康顺吉、蔡喆、宣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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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武汉工商学院 C.H.O 王怡涛、江紫妍、赵怡、邓

扬臻、左鑫勇 

龚乃超、柯斌清、杨文婷、吕

凯波、张双双 

武汉科技大学 “醇醇”欲动队 陈静海、黄波、杜颖、禹业

聪、倪强 

雷杨、岳哲、桂阳、刘芯妍、

吴晓琴 

武汉理工大学 醇满人间 张宇昕、陈昊维、张森、孙

铖、王超 

常刚刚、车圆圆 

武汉轻工大学 醇双醇队 郭雯雯、廖费凡、徐添阳、

王惠子、万谨林 

胡廷平、李云雁、王明明、李

芙蓉、李佳涵 

新乡工程学院 01 化社队 张贺、王彦彦、马浩杰、位

祥真、郑书聪 

袁童、黄世江、王秀鸽、郭中

甲、王朋辉 

新乡学院 “啊对对对你说的

都”队 

高雪瑞、厉书雨、张晓楠、

王栋、任明慧 

李丽、谢艳新、兰纪红、王存

景、顾浩然 

许昌学院 炉火醇青 王瀚、张真明、陈世镰、郑

帅、龙轩 

李大鹏、张羽翔、孙国富 

长江大学 醇心醇意 孙黎、李春梨、郝健、周

岚、杜学文 

王齐、石东坡、田明磊、郑延

成、颜学敏 

郑州大学 MA 想要变醇 朱谦、张丽萍、张蔓、赵明

航、李佳恒 

白净、李文鹏、张婕、薛冰、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制醇联盟 鲁振伟、陈锴峰、胡成龙、

王宁、毛梦情 

王少鹏、张峻炜、王保玉、姜

巧娟、王宇飞 

郑州轻工业大学 红烧狮子头 赵晓静、王帅领、祭鸣、斯

洪军、张良龙 

韩敬莉、蔡立芳、岳丽娟、赵

建波、杨许召 

中南民族大学 炉火醇清队 马玲、王业锦、李凤云、谭

鑫、谢石 

金士威、周继亮、肖少华、肖

杨、洪景萍 

周口师范学院 冰醇醇团队 李欣、李雨生、刘鹏、赵玉

琪、郭子昂 

殷留义、朱超胜、徐永燕、程

凯鹏、王筠 

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安徽工业大学 动之以醇 焦思宇、吴方怡、易伟、夏

晓龙、戴文涓 

李占库、雷昭、凌强、谢瑞

伦、夏友谊 

安徽工业大学 一定酐到底 尚恒帅、陶成珑、卢倩、赵

远博、张若凡 

颜井冲、雷昭、雷智平、谢瑞

伦、何孝军 

蚌埠学院 思醇思社稷 郭耀源、吴晴茹、金洪涛、

胡建生、刘佳琰 

刘沐鑫、石春杰、李良、秦英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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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滁州学院 热爱 228°C 的醇 申亚如、刘向楠、夏龙、陈

阳、康海洋 

周阿洋、张华、张蕾 

滁州学院 蔚然醇风 王玮、马骏杰、赵大利、吴

梦龙、杨祖维 

徐杰、王余杰 

合肥工业大学 绿色醇天然队 黄钰涵、杨淑涵、魏金涛、

高洁、毛凌峰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范

小明、刘小好 

合肥工业大学 运醇帷幄团队 姜娅、任德航、吴明辉、王

仁杰、张红进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范

小明、徐超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醇来运转 马金涛、钟宇贤、王佳威、

许晨钥、李雪婷 

姚运金、姚鑫、杨则恒、徐

超、陈艳艳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醇天然队 杨昌祥、李奕莹、姜泽权、

许菲、刘炜宏 

姚运金、徐超、杨则恒、姚

鑫、曹付虎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醇无止境队 许大伟、畅沛怡、朱文棋、

齐苑、韩乐乐 

姚运金、姚鑫、杨则恒、徐

超、徐君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醇意盎然队 吴凌志、胡晓凤、胡文君、

刘馨蔚、钱志红 

姚鑫、徐超、姚运金、杨则

恒、覃玲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醇意阑珊 王涛、张健奎、吴迪、苏显

锐、朱文志 

姚运金、徐超、杨则恒、姚

鑫、徐君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点醇成金队 宁波、郑毅、张传真、王

东、王福田 

姚运金、姚鑫、杨则恒、徐

超、徐君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醛心醛意队 龚欣雨、高宇佳、季珈亦、

马致远、曲世鑫 

姚运金、姚鑫、杨则恒、徐

超、徐君 

合肥学院 醇二次猿 杨炳麟、刘喜亮、周龙、詹

宏伟、周祥 

胡科研、吴云、郭建华 

合肥学院 醇御天花板 陈加亮、杨金雨、王怡恒、

胡良辰、李锴跃 

胡科研、童惠娟、魏安乐 

河南大学 醇醇欲动队 范誉隆、刘瑞、刘晓静、姬

紫玉、唐浩博 

房晓敏、丁涛、徐元清、付记

亚、庞杰 

河南大学 醇真少年队 李宇芳、薛园园、高军政、

周明奇、林存萌 

庞杰、郭泉辉、周帅帅、李庆

华、张磊 

河南大学 大获醛胜 高一冰、刘芹、朱新宝、张

怡平、张宇龙 

于欣、张东娣、汤雁婷、郭泉

辉、李庆华 

河南工业大学 醇醇炔个醛奖 成冬祥、张弛、李培琳、刘

金瀚、高威强 

白红娟、陈军航、张纪豪、张

雷、朱利敏 

河南工业大学 醇牛奶 王心怡、孙晓航、李田田、

李婉婷、黎柱良 

白红娟、陈军航、刘文举、朱

春山、孙万鹏 

河南工业大学 壬寅 323 曹峻豪、杨进进、卢双慧、

张克文、王青青 

白红娟、陈军航、朱利敏、李

冬光、刘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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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 醇属艺外 崔文静、李银星、李建业、

秦凯蕊、连利泉 

芦雷鸣、勾明雷、李欣、蔡俊

青、刘振 

河南理工大学 醇纯队 薛心雨、崔航、崔晧杰、陈

玉梦、张钲 

仪桂云、郭相坤、李靖如、贾

建波、黄山秀 

河南理工大学 衣冠简朴古风醇 范宇豪、何俊沂、王启隆、

周其波、韩艺瑶 

仪桂云、郭相坤、李靖如、贾

建波、吴元锋 

湖北工业大学 醇醇大乱斗 陆靖一、王家宏、杜治萍、

高辉、陈如薇 

范明霞、胡兵、唐强、熊剑、

赵春玲 

湖北工业大学 醇凭本事 李金成、张露、程凡、郑岚

岚、李杰 

闵捷、张运华、谭军军、庞海

霞、胡兵 

湖北工业大学 醇心纯意 李宁宁、姜媛媛、张迪、陶

石、邓琴 

范明霞、胡兵、唐强、赵春

玲、江国栋 

湖北工业大学 醇狱风 左兴萍、褚文斌、余聪、姚

宇、王建蓉 

闵捷、江瑜 

湖北工业大学 一试我定成 徐楚、许莉、卢家强、王智

钢、蒋昌昊 

范明霞、胡兵、唐强、江国

栋、熊剑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青春猪头少年 吴康、赵仁杰、邓宇豪、黄

彬、戴德爽 

郭高丽、张婷、阳飞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炔一不可 胡小韩、周林书、程爽、梁

林威、王子豪 

张婷、郭高丽、万俊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早八睡不醒 张炎、涂文杰、吴迪、吴雪

梅、魏楷明 

郭高丽、张婷 

湖北理工学院 羟基消防队 李启成、张思懿、张海慧、

李明书、郭亮 

胡燕辉、黄卫东、夏贤友、詹

亦贝、张志敏 

江西理工大学 醇一不杂 魏剑磊、祝辰宇、仲伟旭、

王明新、王晓媛 

陈喜蓉、邹来禧、李敏、朱丽

华、王春香 

江西理工大学 氢醇无悔 李鑫源、罗成兵、郭千文、

曾琴、叶雨露 

欧阳少波、杨凯、邹来禧、陈

喜蓉、陈火平 

九江学院 不将个烂就队 谢晓雯、肖洁、甘世霖、周

峰、朱旭晖 

陈浩、李国朝、刘祥丽、乔

波、曾湘晖 

九江学院 醇净向前 欧阳帮安、陈媛媛、王康、

刘雨、胡海伦 

乔波、李国朝、刘祥丽、曾湘

晖、张一丁 

九江学院 醇天然 赖泽昱、付浩杰、汪雨君、

聂佳纯、李荣浩 

李仙芝、刘祥丽、李国朝、曾

湘晖、刘建华 

九江学院 醇欲天花板队 廖彬、胡景彬、邓焘、曾庆

福、王志伟 

余盛禄、刘祥丽、李国朝、刘

建华、江小舵 

九江学院 醇甄 张雷应、邱棠茹、沈晶晶、

周斌、熊东梁 

刘祥丽、李国朝、柏凌、曾湘

晖、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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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学院 非常醇 黄彦博、习雨军、赵文政、

宋贤亮、程炼 

张一丁、李国朝、刘祥丽、刘

建华、乔波 

九江学院 酐醇传 严水文、赖涛、周泽奎、王

一达、徐昭昭 

曾湘晖、刘祥丽、李国朝、乔

波、李仙芝 

九江学院 立酐见影 陈熙、刘旋、刘小慧、冯

摇、宋红燕 

江小舵、刘祥丽、李国朝、杨

涛、向程 

九江学院 你说的都队 骆龙华、刘星雨、肖海英、

刘珍妮、郭贤 

柏凌、刘祥丽、李国朝、乔

波、江小舵 

九江学院 醛心醛意 邓文慧、康逸龙、李京元、

周璇贤、周瑾煜 

李国朝、刘祥丽、刘建华、向

程、杨涛 

九江学院 思想单醇 张水耀、张秋梅、杨淑琴、

罗辉、冯淦 

杨涛、李国朝、刘祥丽、刘建

华、向程 

九江学院 相亲相碍队 郑紫莎、胡辅强、黄敏、熊

雨婷、 

孙德四、李国朝、刘祥丽、向

程、杨涛 

九江学院 行而上醇 张立冰、刘新莉、易涛、周

庆龙、黄伟 

刘建华、李国朝、刘祥丽、江

小舵、乔波 

洛阳师范学院 醇暖花开队 王晨玮、刘晨磊、申嘉淼、

陈香萍、张景含 

陈海鹏、刘金强、王晔、张丽

雷、 

南昌大学 理塘丁醇队 钟铄、杨震、刘勇晖、徐海

新、胡峥 

罗明辉、杜军、彭海龙、易玉

俊、刘玉德 

南昌大学 万古长醇 胡平、李晨阳、桂嘉奇、钟

乘圣、吴珂 

杜军、罗明辉、易玉俊、刘玉

德、公振宇 

南阳理工学院 一醇定音 王佳慧、杨瑞铭、韦伴帅、

韩泽林、段家宇 

左广玲、李焕新、叶红勇、李

秉轲、刘建连 

三峡大学 纯醇无语 徐淑娜、王晓露、成江黎、

吴思婧、肖楷 

罗华军、刘呈雄、王慧、刘祈

星 

三峡大学 醇风得意队 李永平、王兆行、詹云桢、

王亚轩、赵婉霖 

罗华军、刘呈雄、涂志英、黄

年玉、姚辉 

三峡大学 醇心纯意 姚品品、王逸凡、邓伟、王

启辰、刘桐欣 

胡为民、刘呈雄、罗华军、田

毅红 

三峡大学 智勇双醇 田宇湘、朱倩倩、陈炜琳、

谢可欣、刘君红 

罗华军、刘呈雄、范於菟、贾

漫珂、田毅红 

武汉纺织大学 超能陆战队 何雅琪、赵格格、张益芳、

陈文黎、谭罗莉 

熊俊、王伟明、彭帅、李明、

刘仰硕 

武汉工程大学 1.4-不单醇 张文斌、李洋、祁青阳、欧

阳晨、王春杰 

金放、张林锋、杨犁 

武汉工程大学 乘风破浪 吴桐、徐祉路、李葛贤、孙

祖坤、王俊翔 

张林锋、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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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工程大学 醇尺相依 易广、唐俭爱、杨德意、张

道桓、张阳 

李辉、王建芝 

武汉工程大学 醇醇欲动 姚程鹏、饶艺伟、张静、梅

欣、何皖娟 

张林锋、杨犁、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醇净物 plus 队 毛思颖、谢佳月、黄子敬、

万晴、杨丹 

杨犁、张林锋、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醇属巧合 李瑾、周嘉豪、李思阳、刘

衡、袁浩 

张林锋、杨犁、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醇意盎然 刘钊钊、刘奥力、易雷、尚

婉、邵雪 

张林锋、杨犁、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醇欲天花板 陈晋林、李雨茹、卢骏宇、

李爽、杨鑫瑶 

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哈佛在逃研究生 王川东、龚兰兰、赵吉飞

雪、尹俊霖、华炳全 

戴亚芬、金放、高家俊、杨犁 

武汉工程大学 江汉醇风 茅登越、林元典、蔡煌铭、

王罡、刘顺龙 

金放、张林锋、杨犁 

武汉工程大学 能源必胜 唐龙、谢京润、雷奥成、黄

仕坡、龚浩 

熊春艳、陆小军、吴华东 

武汉工程大学 一酐到醇队 李帅辰、刘海燕、张彭军、

卢文航、李知学 

李辉、王建芝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醇醇欲动 张梦阳、李明志、胡佳辉、

张雷、杨锦松 

陶梅平、唐婧、童晓青、程玉

洁、宣爱国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醇属巧合 高明轩、陈威、林咏琪、武

沙沙、徐娅淇 

康顺吉、向丽、孙安琪、王

芳、宣爱国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醇欲天花板 徐邹波、贾胜宇、万朝阳、

曾世洲、章张德 

陶梅平、程玉洁、童晓青、唐

婧、宣爱国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炉火醇青 张昕辰、杨健、李尚铧、程

展、刘晟 

薛永萍、汤璐、向丽、康顺

吉、宣爱国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梦之翼队 朱建豪、毛保利、李凯奇、

冯谦汶、陈泽敏 

童晓青、陶梅平、程玉洁、唐

婧、宣爱国 

武汉科技大学 醇粹 李弋、朱兴钒、肖天宇、丁

玮泽、梁永灏 

程正载、雷杨、罗浩、李保六 

武汉科技大学 点击加入该队 尤杰、王瑞月、范国锐、徐

鑫淼、朱喆辉 

罗浩、刘芯妍、雷杨、吴晓

琴、王晴东 

武汉理工大学 醇风十里不如我 何沛承、廖胤翔、付文亮、

段皓文、刘一美 

夏涛、李单、史彬 

武汉理工大学 三带一对队 袁博、丁力志、李浩、李亚

慧、林佳慧 

张光旭、刘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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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轻工大学 醇秋五霸王 牛梦飞、秦伟超、吴希迪、

安开怀、王孜玄 

胡廷平、王明明、李云雁、李

芙蓉、任占东 

武汉轻工大学 一口醇真队 胡璇、陆建戈、陈聪立、张

硕、杨莹 

胡廷平、李云雁、王明明、李

芙蓉、任占东 

长江大学 醇风化雨队 柳少阳、吴硕文、韦汉权、

魏祎祺、李梦姣 

王齐、石东坡、尹先清、颜学

敏、朱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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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大学 成醇结队 胡婷、石冰玉、马瑞、赵京

利、陈泊名 

蔡梦蝶、刘久逸、徐畅、程

芹、项东 

安徽大学 醇催无语组 吴孝敬、袁正南、檀佳钊、

鲍洋阳、岳文绘 

刘久逸、项东、徐畅、吴明

元、程芹 

安徽大学 炔石队 郑泽西、李昊飞、刘洋、李

浩、李靖 

陈京帅 

安徽大学 一衍啶葴 2333 苏佳成、曹同庆、费俊才、

薛财城、廖兵兵 

陈京帅、徐畅、项东、柏家

奇、程芹 

安徽建筑大学 尘世闲游 史墩亮、程庆、吕昊宇、张

子秋、费红园 

邹文生 、李亚茹、葛业君、

吴世彪、王亚琴  

安徽建筑大学 第一设计 刘宇茜、柳洪阳、骆骏林、

任梦园、杨文慧 

葛业君 

安徽建筑大学 铪铪氦 杨立君、马晟、漆航、孙昊

东、李嘉伟 

陈霞 

安徽建筑大学 化工往事 胡张义、邱宇浩、江谋喜、

高思雨、汪煜磊 

金杰、王亚琴 

安徽建筑大学 卤火醇氢 操汪明、秦志祥、姬昌、吴

朝阳、孙荦 

李亚茹 

安徽建筑大学 易烷戊铅 刘晨、王妍、程昱、黄明航 杨明娣 

安阳工学院 84 小队 李文静、巫婧、蔡梦琦、李

妮、王薇薇 

李中坤、王朋、张楠、黄建

平、赵凌 

安阳工学院 不破不立队 朱敏、蒋梦航、黄俊光、袁

盛隆、靳东豪 

张艳维、王朋、赵凌、张楠、

黄建平 

安阳工学院 醇醇欲动 徐媛媛、赵艳东、刘明琦、

李珍童、孔令亚 

王朋、冯利平、张艳维、黄建

平、付艳华 

安阳工学院 醇香满园 朱先斌、刘栩、弥飞帆、易

玮、吴宇荣 

李中坤、王朋、赵凌、张楠、

黄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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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工学院 大醇小疵 魏盈盈、熊学成、柴丽丽、

张亚辉、李攀峰 

赵凌、王孟、张艳维、王朋、

张楠 

安阳工学院 对不队 刘航航、祝梦珍、匡兴军、

蔡思轶、郑延倍 

王朋、张艳维、张楠、黄建

平、李中坤 

安阳工学院 非常六减一 赵长、王振亚、王云海、张

旭、段鑫美 

张楠、张艳维、黄建平、王

朋、赵凌 

安阳工学院 寒木醇华队 史晓童、张小情、郭益阳、

赵常越、白蠡 

李中坤、赵凌、王朋、张楠、

黄建平 

安阳工学院 履步不停 宋云浩、季沛霖、原鹏程、

李颂伟、郑冰玉 

赵凌、李中坤、王朋、张艳

维、张楠 

安阳工学院 庖丁解醇 何亦文、叶艳林、黎涵、宋

琳妍、王敏 

张楠、黄建平、王朋、李中

坤、周忠源 

安阳工学院 山西云南队 穆玉琪、贾娟、熊武、沈应

劳、张美同 

黄建平、张艳维、张楠、王

朋、周忠源 

安阳工学院 壹加壹 张景、高智健、车家祥、李

红新、田得利 

李中坤、王朋、赵凌、张楠、

黄建平 

安阳工学院 智多新星 王震、胡龙凤、夏亚威、赵

士淇、王皓然 

黄建平、张艳维、李中坤、赵

凌、王朋 

蚌埠学院 二醇五丁队 徐志刚、王婷婷、胡家宝、

司雯萱、鲁学成 

秦英月、李良、石春杰、刘沐

鑫 

合肥工业大学 醇华秋实队 聂瑾玉、杨梓、邱志明、钱

亦健、贾船儿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新、范

小明、王魁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 

返普还醇 祝涣钧 、曹亦凡 、胡梦

昊 、涂释清、 赵国邯 

姚运金、姚鑫、杨则恒、覃

玲、杨曦 

合肥学院 CECT 朱维维、郭正纲、季宇凡、

陈浩然、王崇 

胡科研、胡坤宏、胡恩柱 

合肥学院 科研带队 朱婧妤、张小辉、周亚楠、

潘艳婷、李璇钰文 

胡科研、陈静怡、高大明 

合肥学院 令人窒烯队 刘常太、喻张黎、黄金灿、

陈林阳、戴源 

胡科研、姚蓓蓓、胡恩柱、董

强 

河南大学 全醇的希望 李若琪、王星光、赵梦瑶、

李英莹、黄星琴 

田亚杰、郭泉辉、李庆华、庞

杰、周帅帅 

河南工业大学 “醇”意盎然队 李影、张贺、卫敏、李宗

真、陈子汉 

陈军航、申艳敏、白红娟、刘

广宇、李冬光 

河南工业大学 醇醇欲动队 罗欣雨、孟德才、刘海云、

张渺、刘冰艳 

党丹、李冬光、陈军航、刘文

举、赵盈盈 

河南科技大学 扬帆启航队 张秋影、吴锐、元慧如、牛

恺鸾、张艳如 

勾明雷、李欣、芦雷鸣、段永

华、刘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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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理工大学 24K 醇金队 韩嘉玮、石东辉、杨懿鹏、

尤婉玉、杨小光 

穆仕芳、李光 

河南理工大学 醇醇欲动 王静薇、靳俊豪、唐子鸣、

王飞、张晋方 

仪桂云、郭相坤、李靖如、贾

建波、郭卫杰 

河南理工大学 醇属巧合 张馨月、段赛虎、樊婷婷、

朱家腾、游健 

穆仕芳、李光 

河南理工大学 没人比我更懂化工

队 

楚醒、汪伟、魏厚俊、谢

研、张凯 

仪桂云、郭相坤、李靖如、贾

建波、康伟伟 

河南理工大学 新秀战队 韩玉鑫、侯子璇、殷自豪、

周柯秀、李道博 

李光、马书启、王枫、穆仕芳 

湖北大学 醇醇诺贝尔 肖杨、高雯琪、栾阳、朝俊

龙、冀士悦 

龙华丽、杨世芳、王凯、王应

席、邹路丝 

湖北大学 一槌定音 张银冰、章雨、向良银、黄

储、马凯杰 

邹路丝、赵道辉、龙华丽、杨

世芳、王应席 

湖北大学 一米六的女强人 陈铭、叶悦、邓紫璇、蒙丽

园、熊雪兰 

杨世芳、龙华丽 

湖北工业大学 醇醇拿捏 郑艾佳、马雪睿、余昌瀚、

蓝海明、王雨惠 

王龙胜、谭军军、胡兵、雷鹏

翔、周宝晗 

湖北工业大学 醇副武装 周红名、高树鹏、陈盛亚、

唐容燕、杨琴 

张运华、唐强、江瑜 

湖北工业大学 醇力以赴 汪苗、贺颖璐、邹雨茜、车

林嵘、彭付康 

余文贝、张运华、胡兵 

湖北工业大学 醇真追求 蓝津、洪湘情、颜扬、丘

钰、徐继恩 

唐强、张运华 

湖北工业大学 动机不醇 杨玉莲、魏思怡、黄甜甜、

赵肖攀、章文宇 

胡兵、张运华、谭军军、范明

霞、余文贝 

湖北工业大学 江南 鲁丽娟、章辉、余知一、胡

明玥、李明宇 

潘勇、谭军军、胡兵、唐强、

张运华 

湖北工业大学 你说的都队 胡均桓、李聪、李帅、姜玉

凤、刘慧 

胡兵、范明霞、唐强、江国

栋、熊剑 

湖北工业大学 蒸得馏队 万紫萱、张临溳、向淼、叶

楹滢、柳锦琦 

王龙胜、胡兵、谭军军、王

薇、雷鹏翔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请以上队伍上台领

奖 

侯佳妮、刘欣雨、金颖、曹

霖萱、郑晨宇 

张婷、郭高丽 

湖北科技学院 揽月青年队 符俊、张心如、宁小梅、杨

佩、孙登平 

刘碧、胡国文、汪政熙、王军

涛、李泽宇 

湖北民族大学 你看醇不醇 陈竞硕、胡鑫慧、姜雪超、

黄天赐、张顺涛 

邵宇、程新华、谭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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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理学院 一起去看硫酸雨 陶斯曼、韦琼霞、买一帆、

雷颜凤、唐名薇 

蔡爽、王艳玲 

黄山学院 JDI 陈丛水、刘翠翠、刘奇、方

淑娟、李茹 

潘乐、崔秀云、吴彬、佘启

明、吴燕 

江汉大学 纯醇牛马 张志琪、董辉、冯晟杰、刘

林雷、徐倩祺 

邹琳玲、安良、吴宇琼、晋梅 

江汉大学 醇天然无公害队 孟志鑫、胡泽帆、夏雯、柳

天诚、陶琳琳 

邹琳玲、安良、吴宇琼、晋梅 

江汉大学 汪汪探险队 余天柱、曾昕、杨利琴、张

婧、郭栋哲 

安良、邹琳玲、晋梅、吴宇琼 

江西理工大学 有点单醇 李希俊、邱志颖、况磊、易

梓轩、刘祺 

朱丽华、陈火平、李敏、欧阳

少波、邹来禧 

荆楚理工学院 醇路人 吴宇生、蔡雄威、全典祥、

邓宗、周宇航 

祝阳、张丽丽、许维秀、石腊

梅、郭孝天 

井冈山大学 隔壁有个小队 祝婉婷、叶金花、李轩、王

悦、刘莹 

刘小兵、韩润林、隋岩、吴

魁、谢宝庚 

井冈山大学 广学坚守 陈耀辉、张宇、刘鼎、彭思

杨、曹昱 

刘小兵 

井冈山大学 井大 Y5 高丽川、聂晨曦、王奔元、

张旗、曹瑞 

易锈光、陈海辉、吴魁、韩润

林、刘小兵 

井冈山大学 妙手回醇队 谢松桦、刘丽、秦祎凡、陈

东辉、龚仪雯 

谢宝庚、钟路平、刘小兵 

九江学院 emo 队 肖时林、朱晓忠、周书益、

刘潇、乐诚诚 

柏凌、李国朝、刘祥丽、曾湘

晖、刘建华 

九江学院 社会主义接班人 余茂森、谢一剑、吴贤男、

李旭、郑福文 

刘小凤、刘祥丽、李国朝、刘

建华、江小舵 

洛阳师范学院 必胜客 周双双、高鑫雨、殷志娟、

赵泾佚、程露露 

张静晓、段英、牛江秀、押辉

远、刘献明 

洛阳师范学院 醇醇欲动 薛静格、赵微、张佳华、郭

亚萍 

曹欣祥、刘金强、王晔、陈海

鹏、刘丰 

洛阳师范学院 醇牛奶队 张金苑、史雯婷、杜高靖、

夏誉涵、龚涛 

王晔、张瑞、张丽雷、刘金

强、曹欣祥 

洛阳师范学院 炉火醇氢 成泽中、秦明煜、李亚洲、

陈苏雨、赵洪臻 

王晔、刘金强、张瑞、张丽

雷、刘丰 

洛阳师范学院 努努力都不是问题 李铠罡、黄嘉丽、常德明、

顿梦丹、许心彤 

王晔、刘金强、张瑞、张丽

雷、刘丰 

洛阳师范学院 千里之行，始于炔

醛 

刘忆芳、王怡飞、黄艳、王

茹凡、崔梦霞 

张静晓、牛江秀、段英、刘献

明、押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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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师范学院 至醇天然 刘枫、雷佩霞、李静玉、王

宇博、姜兴瑞 

张丽雷、刘金强、王晔、张

瑞、曹欣祥 

南昌大学 我竟无言以队 于子倩、郝金名、杨艺琳、

马铭川、邹镇 

杜军、王榕、罗明辉、罗美、

张文龙 

南阳理工学院 步步为赢队 骆冠利、高千惠、孙可宸、

王鑫、王梦洋 

左广玲、李焕新、叶红勇、李

秉轲、刘建连 

南阳理工学院 醇醇豫动 孙钰博、骆旭炜、王悦、李

文豪、田乐 

左广玲、李焕新、叶红勇、李

秉轲、刘建连 

南阳理工学院 醇味 周攀、李宁雨、叶书雯、曾

楚、孙兵艳 

左广玲、李焕新、叶红勇、李

秉轲、刘建连 

南阳理工学院 天生一队 王子诺、边依琳、张玉喜、

史亚欣、王秋雨 

左广玲、李焕新、叶红勇、李

秉轲、刘建连 

南阳师范学院 醇一不杂 栗阳、夏曼曼、俞彬彬、王

颖、金淼 

于林涛 

南阳师范学院 深藏 bule 董子萱、房永玲、甘景红、

樊纹君、葛保保 

汤玉峰、王琳、于林涛、赵一

阳、李玉珠 

南阳师范学院 西风骑士队 蒙瑋琪、祝铭、宋江龙、曾

梦瑶、王璐军 

王琳、张海礁、汤玉峰 

三峡大学  大苯钟下送快递 张艺恒、左可莹、马德龙、

李旭、王从容 

胡为民、刘杨、陈卫丰、汪

磊、晏佳莹 

三峡大学 A 大队 张泽一、石亚森、杨珊、张

雨、覃煊莹 

胡为民、李德莹、刘杨、汪

磊、晏佳莹 

三峡大学 触手生醇 谢锦芳、陈曦、王家栋、刘

钦、刘瑞嵩 

胡为民、李德莹、刘杨、汪

磊、晏佳莹 

三峡大学 醇成队 李俊苗、胡洲、邓春林、代

霜、张忠慧 

胡为民、刘杨、李德莹、晏佳

莹、汪磊 

三峡大学 醇醇无语 戴乐、王玟玟、董熹薇、任

子豪、胥俊松 

胡为民、刘扬、陈卫丰、李德

莹、晏佳莹 

三峡大学 醇华秋实 郑自伟、王露航、邢一欣、

涂清、何欣伟 

罗华军、刘呈雄、刘祈星、范

於菟、涂志英 

三峡大学 醇在即合理 黄姝雅、高娟、王康生、张

雨涵、但莹 

田毅红 

三峡大学 化工小分队 王霞、董诗嘉、谭爱林、汪

柏龙、潘重智 

王龙、刘扬、晏佳莹、李德

莹、汪磊 

三峡大学 化龙点金队 晏乐成、周以蔚、徐一得、

吴创、徐辉 

胡为民 

三峡大学 炉火醇青 刘克毅、蒋婉、周财、汪圆

彬、肖陈宇 

   罗华军、刘呈雄、刘立

明、王慧、涂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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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学 前方高能反应队 陈婉俊、邓力千、范颢芯、

胡柳、张丝雨 

罗华军、范於菟、刘呈雄、胡

为民、田毅红 

三峡大学 生物化工合作小队 高均熠、郭骥、王俊杰、陈

泰江、张晓怡 

田毅红、刘呈雄 

武汉纺织大学 队友没有叛逃队 杨沛颖、艾诗琴、张慧、李

正红、杨清 

彭帅、熊金艳、陈飞飞、刘仰

硕、王伟明 

武汉纺织大学 绿色地球 毛旺、张玉娇、姜硕、丁晓

锋、吴雪君 

张圣祖、陈飞飞、张然 

武汉纺织大学 奇迹再现 李冰心、乔飞、蔡荣杰、王

兴瑶、赵洪秀 

彭帅、李明、熊俊、熊祎、王

伟明 

武汉纺织大学 五子同心队 王诗逸、王帅威、黄亮、罗

建宇、赵东升 

王伟明、李明、陈飞飞、刘仰

硕、熊祎 

武汉纺织大学 稀土元素 郭静怡、戴千千、王慧娟、

李文凯、袁溪 

王伟明、彭帅、李明、陈飞

飞、刘仰硕 

武汉纺织大学 酯日可待 耿敏、洪祖、杨婷、杨佳

鑫、肖静茹 

李明、彭帅、王伟明、熊俊、

刘仰硕 

武汉工程大学 bbq 黄坤、朱浩东、胡旸、杨梓

凯 

金放、张林锋、杨犁 

武汉工程大学 摆烂队 向劲萱、徐国玺、肖子龙、

郑晓豪、杜彬博 

金放、吴再坤、张林锋、杨犁 

武汉工程大学 吡啶能成 刘奕凝、胡诗敏、赖品材、

赵紫仪、谭畯靖 

张林锋、杨犁、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醇醇欲动队 方稳、崔钟琴、张倩、王荣

鹤、包梓凡 

谌颉 

武汉工程大学 醇丰得意 左训行、唐佳慧、钟廷舜、

陈泽旭、杨宇然 

王建芝、李辉 

武汉工程大学 醇风得意 赵旭、张智杰、杨旭、章思

阳、赵洪熙 

张林锋、杨犁、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醇华秋实队 董家怡、秦圆梦、常昊、周

珈生、何潇潇 

王建芝、李辉 

武汉工程大学 醇在即合理 陈嘉奇、曹萌、陈颖、陈果

佳、黄文杰 

张林锋、杨犁、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寒木醇华队 赵慧宇、龚嘉豪、陈坤、张

亦男、陈芃宇 

肖艳华、殷霞 

武汉工程大学 甲方说的都队 张龙成、尹浩然、刘敏宏、

张学辉 

谌颉 

武汉工程大学 就把这个当做队名

的队 

杨圳伟、李文文、吕文静、

张少聪、冯傲雪 

杨犁、张林锋、金放、薛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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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工程大学 马到醇功 周明驰、严小龙、郑鹏飞、

胡浩、樊诚 

张林锋、杨犁、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满袖醇风 何川然、辜子妍、马艺蕾、

廖玫、江清瑶 

金放、殷霞、张林锋、杨犁 

武汉工程大学 梅开二度再逢醇 吴永盛、谭柳青、唐科、任

佳文、徐晗 

金放、杨犁 

武汉工程大学 应星队 王泓宇、管众、黄胜秋、杨

敏、程文丽 

陆小军、张睿、熊春艳、吴华

东 

武汉工程大学 愚公移山 李佳航、刘吉、毛有越、荣

子麒、童志文 

张林锋、杨犁、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咱就是说--醇萃 於佳韵、陈疏桐、李嘉诚、

严净宇、郭嘉 

何禄英、刘少文、戴亚芬、王

建芝、金放 

武汉工程大学 重在参与队 伍齐江、贺诗杏、江媛媛、

黄婉婷、廖承亮 

金放、张林锋、吴再坤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醇醇欲动 吴飞、苏志成、孔熠龙、杨

茂林、谢婷婷 

汤璐、薛永萍、康顺吉 、向

丽、宣爱国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

信息工程学院 

到此一游队 程宇、彭斌、吴虎辰、孟

成、张宗源 

向丽、康顺吉、杜妮、宣爱国 

武汉科技大学 醇正无杂 郑雨欣、龚晓燕、翁朝东、

杨竣博、魏雄 

罗浩、刘芯妍、雷 杨、吴晓

琴 

武汉科技大学 双“羟”会给出答

案 

白洲、黄家锋、徐德梅、龚

平、张兴科 

程正载、雷杨 

武汉轻工大学 醇属遇见你 宋庭佶、龚向玲、张镇、刘

宋可、王德 

胡廷平、李云雁、王明明、李

芙蓉、李佳涵 

武汉轻工大学 心醇气和 王兆成、李楠、申姗姗、莫

淇、詹怡平 

胡廷平、李云雁、王明明、李

芙蓉、李佳涵 

武汉轻工大学 志虑忠醇 方慧敏、陈烨、罗利琴、王

静仪、张钟妮 

胡廷平、王明明、李云雁、李

芙蓉、李佳涵 

郑州大学 F.A.B 翟自豪、徐骏浩、高权、刘

思遥、朱家辰 

白净、任珂、张亚涛、张婕、

许敬亮 

郑州大学 纯纯的醇 黄泽宇、高泽龙、刘乐天、

张博文、杨苡清 

曹春梅、杨幸川 

郑州大学 飞鸟与鱼 陈世泽、邹茂旺、周世月、

苏仪、时家伟 

薛冰、段锟 

郑州大学 锅炉没炸就算成功

队 

刁博文、程琨、范亚鹏、叶

佳隆 

曹春梅、杨幸川、白净、李奕

帆、张婕 

郑州轻工业大学 醇净苍穹 陈家浩、杨良玉、张航源、

徐璐瑶、马新月 

武潭、张羽翔、张永海、刘

勇、李贺勇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中南民族大学 BDO 小队 张艺耀、文康倪、陈逸晗、

罗鹏、徐美琳 

肖杨、赵福真、贺捷、洪景

萍、金士威 

中南民族大学 醇洁无暇 兰苏妮、杨寅赓、马诗雨、

符耀阳、鲁邦义 

洪景萍、刘冰、刘成超、肖

杨、肖少华 

中南民族大学 醇净物 潘心宇、刘雍、王业成、孙

楠、李星宇 

肖杨、赵福真、贺捷 

中南民族大学 醇卷队 严爱琳、李世龙、彭栩堃、

吴美文、吴浩贤 

赵福真、肖杨、贺捷 

中南民族大学 化工当家作组 苏峻玉、戴志国、米涛、任

亮、何慰平 

刘冰、洪景萍、刘成超、肖扬 

中南民族大学 那年杏花微雨 赵高瞻、贾绍森、杨文静、

隆小玲、马艳 

肖杨、赵福真、贺捷 

中南民族大学 你在跟我作队 陈远林、张奥、向治颖、吕

晗熹、陈子杰 

洪景萍、刘成超、刘冰、赵福

真、肖少华 

中南民族大学 十分醇粹 毕红旭、管先洪、陈婉莹、

王婧、万嘉辉 

肖杨、赵福真、贺捷 

中南民族大学 相亲相爱一家人 蒲远航、张春洋、宫雪枫、

廖运源、唐子康 

周继亮、肖杨、金士威、肖少

华 

中南民族大学 原来如此 秦兴、陈显权、郎方、黄龙

翔、李岳 

金士威、肖少华、周继亮 

中南民族大学 制醇之星 赵丹丹、彭涛、王璨、范宇

涵、郑金清 

周继亮、金士威、肖少华、肖

杨 

中南民族大学 中南碲铱砷氰 唐徐锐世、周涛、蔡石智、

何发强、杨凡 

刘成超、刘冰、洪景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