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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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授奖团队名单（全国总决赛）公布通知 

2022 年“天正设计杯”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拟授奖

名单已于 2022 年 8 月 28 日至 2022 年 9 月 2 日在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网上

公示。 

在公示期间，竞赛委员会对异议进行了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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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 7 日 

 

附件：“天正设计杯”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总决赛确认授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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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天正设计杯”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全国总决赛 

 

确认授奖名单 
 

冠军        华东理工大学 

亚军        浙江大学 

季军        天津大学 
 

特等奖 

序号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1 华东理工大学 E-Carbon 
朱杰，杨道明，江园， 

陈馨钰，徐心泉 

李瑞江，陶国忠，马宏方，

雷明，顾雄毅 

2 浙江大学 
东哥说的都

队 

方冠东，徐艳焦，陈志宣，

兰宇翔，黄辰悦 
蒋斌波，黄正梁，杨遥 

3 天津大学 求同醇异 
王俊杰，李婷，谢孟颖， 

王铁鸥，张中旭 

项文雨，谢闯，曾爱武， 

王晓静，赵颂 

4 南京工业大学 
齐心亦可振

寰宇 

左宇豪，李逸凡，罗子淇，

吴心蕾，赵振艺 

张林、刘业飞、罗彦、汤吉

海、张峰 

5 浙江工业大学 Blaze5 
史清扬，叶绍龙，李世越，

延羽慧，李凯奇 

刘华彦，章渊昶，蔡亦军，

周猛飞，邓东顺 

6 江南大学 
FLUMIX 孚

美队 

刘万鹏，张鑫源，郝梦雨，

韩茹，刘欢 

倪邦庆，严诸颖，钮腾飞，

林良良，洪建权 

7 四川大学 深藏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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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常州大学 氢流队 
赵承启，张旭，李文举， 

陈思雨，石婧 

周满，马江权，黎珊， 

石剑，叶青 

9 南京理工大学 Epoch 
薄菲菲，李鑫，潘素悦， 

孙浩，吕任权 

钟秦，陈迁乔，丁杰， 

张舒乐，李国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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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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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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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山大学 南天一柱 
刘钰，陈劭弘，邝惠茹， 

吴之竞，陆韵霈 
杨祖金，何畅 

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安徽大学 醇风野火 
许翰宸，郑博馨，薛如

琪，张嘉祥，林文隆 

黄毅萍，项东，徐畅， 

刘久逸，程芹 

安徽工程大学 琥琥生威 
曹飞扬，郑茂清，纪宇

婷，华渊，喻经华 

霍朝飞，李芳，许茂东， 

张荣莉，张翠歌 

北京化工大学 一支好队 
裘永刚，曾宪昆，王培

亮，牛婷婷，王梓琪 

陆颖舟，阳庆元，王水， 

代建军，杜增智 

北京理工大学 谁能赢过我们队 
宋晓岚，陈一鸣，陆运

卫，吴海霞，雷园园 

彭炯，黎汉生，梁文强， 

吴芹，陈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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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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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理工大学 醇在即合理 
陈孝萱，郭浩哲，刘洋，

宁方瑞，张维洋 

何德民，庞洪昌，肖南，

关珺，李闯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

校区） 
醇华秋实 

丁野，任小雨，牛佩瑶，

郭雨馨，刘奕舟 
阮雪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醇真年华 
纪中山，陈裕华，尹欣

红，凌星昱，朱凯威 
陈辉，黄燕青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绿蚁新醅酒 
李逸涛，刘贺龙，张乐

乐，王凯，黄慧颖 

王艳力，丁鹤，刘汝庚， 

宋莎，阿里木江·阿布都力

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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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哈尔滨理工大学 醇理工人小队 
解嘉兴，陈心仪，张宜

娜，冯宇昇，张明宇 
裴蕾，于红 

海南大学 醇双醇队 
邓云水，杜雨菡，凌浩

然，许琦，周星宇 

熊春荣，李进，张雷，李

嘉诚，郝红勋 

合肥工业大学 二醇映月 
陈泽军，徐碧，樊宁，方

娜，倪嘉豪 

杨则恒，姚运金，张卫

新，范小明，刘小好 

河北工业大学 醇英荟萃 
刘洋，郭艺玮，安明明，

李书磊，钟世筱 

王洪海，李春利，张文

林，喻雄，张博 

河北农业大学渤海校

区 

树上的鸟儿醇双

队 

杨一帆，侯明昕，魏钇

汐，王兆腾，李保泽 
刘祺凤，王洪东，高贵 

河西学院 犇犇犇 
李文成，祁晓静，李育

弟，姜婷，漆永亮 

佟永纯，冯敏，杨自嵘， 

宋如，李守博 

湖北工业大学 醇风嬉习 
刘杏，程丽青，李文洁，

刘恕恒，董宇 

张运华，闵捷，唐强， 

余文贝，胡兵 

湖南大学 心醇气和 
关育宁，王才荣，王圣

宇，王一可，吴一迪 

金波，罗伟平，李文生， 

任艳群，梁志武 

湖南工程学院 醇和景明 
刘鸿泉，曾芳柔，宁鹏

潜，刘腾，颜欣 

刘华杰，李泳霖，邓人

杰，颜炜伟，杨辉琼 

湖南师范大学 烷皮的 BD 鸥队 
张成豫，刘子璇，朱泽

文，魏世远，郑耀民 

赵海红，徐琼，兰支利， 

孟勇，陈书攀祥 

华中科技大学 Sterne5 
李芬，郭皓宇，蔡文龙， 

赵英杰，付玉喜 
邬勇奇 

九江学院 醇风得意没烦恼 
林皓阳，刘子琦，王均

发，邹江莹，艾彬 

李国朝，刘祥丽，柏凌， 

曾湘晖，乔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

学 
顺酐往上爬 

赵驰，王武刚，王德平， 

马继伟，王文康 

王春磊，焦林宏，赵立

祥，潘有江，马娅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醇醇欲动 
蔡元兴，王奥京，高郅

璞，李金涛，李若文 

李文深，龙文宇，苑兴

洲，封瑞江，王吉林 

宁波工程学院 Dear 醇 
杨琪杰，严海杰，芮林

涛，应佳颖，陈樱 

方圆，王江波，李颖， 

朱琳，李正辉 

衢州学院 糖炒栗子 
熊宝成，周晓婧，朱建

勇，李昕玉，谢开帆 
苏国栋，郑启富 

三峡大学 醇销一克值千金 
李鋆，肖憎锴，朱学文， 

欧思怡，胡正煜 

胡为民，刘杨，李德莹， 

晏佳莹，郑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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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厦门大学 醇香 41 
张逸晨、孙婧欧、李轶

凡、魏梓轩、卫海天 
朱爱梅，曹志凯，周华 

山东理工大学 醇一不杂 
高景亮，张栩志，叶敏，

马星，刘金花 

秦士跃，张津津，赵蓉

蓉，宋峰，黄昊飞 

太原工业学院 醇分得意 
宋伟东，严学鹏，常家

惠，陶智志，张新宇 

常西亮，邵圣娟，张云

凤，王春艳，宋茜 

太原科技大学 醇醇欲动 
高闯基，盖浩诚，李泽

鑫，武婕，张展瑄 

段秀琴，李鹏，史宝萍， 

王潇潇，薛永兵 

太原科技大学晋城校

区 
妙手生醇 

白宇欣，刘杰，张雅奇，

杜磊，徐浩鑫 

李鹏，段秀琴，王艳， 

王齐，毛树红 

武汉工程大学 青醇由我 
吴家鹏，李敦奎，康曹

影，朱兴艳，王孔琛 

金放，张林锋，杨犁，喻

发全，汪铁林 

武汉理工大学 醇醇物语 
陈海，杨惠，冯定强， 

董香枝，周梓昊 
李单，夏涛，张光旭 

西安石油大学 醇醇牛马 
张大可，李馨怡，罗高

峰，杨晨晔，赵世阳 

黎小辉，刘菊荣，范峥， 

卢素红，宋绍富 

西北大学 Victor5 
丁唐琪，李美昕，武阳， 

毕炜，刘世琪 

郝青青，陈立宇，赵彬

然，刘恩周，吴峰 

湘潭大学 Elite 
黄乐，张博科，曾平平， 

孙荣，谢艳艳 

揭嘉，易争明，李正科， 

熊伟 

榆林学院 有点 14 
娄同，董巧，杨晶， 

张闻柱，李梦雨 

郝华睿，高雯雯，亢玉

红，王玉飞，代晓敏 

长沙理工大学 Leaper 
胡东妮，庹仪敏，田博， 

朱昊，颜文利 

张跃飞，黄灵芝，黄朋

勉，李丽峰 

浙江师范大学 行百里者 
赵薇，周浩，赵雨欣， 

周晋珂，杨国栋 

代伟，王芳芳，路建波， 

马睿，蒋永福 

郑州大学 醇意盎然 
蔡远航，王永正，杨柳

娟，刘倩如，白杰 

白净，张亚涛，王景， 

张婕，王瑞 

中北大学 GM 5 
王菠，李冰，刘宇婧， 

周鹏程，聂康瑞 

郭婧，王艳红，祁贵生， 

马忠平，董婷 

中国海洋大学 丁二不醇 
江广生，管昊煜，华帅， 

崔盼盼，邱美兰 

伍联营，安维中，林子

昕，李春虎，胡仰栋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醇属巧合 

黄卢洁，李双，杜祎军， 

陈鹤翔，齐先海 

刘金昌，孙永军，蔡卫

滨，张香兰，曹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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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醇华秋石 

申寒飞，陈浩杰，赵雪， 

胡煜韬，陈亦新 

徐建，黄星亮，杜巍， 

孟祥海，范怡平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生而不同 

郎云杰，王超，贾超群， 

尹三立，高斌 

王小强，于筱溪，于道

永，葛保胜，王生杰 

中南大学 醇一不杂 
邢博钧，宁俊淇，李宇

凤，谭肇泓，谌佳蓉 

李海普，韩凯，谢乐， 

金一粟，王帅 

 

专项奖 

设计文档质量优秀奖 

序号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1 南京工业大学 
齐心亦可振寰

宇 

左宇豪，李逸凡，罗子

淇，吴心蕾，赵振艺 

张林，刘业飞，罗彦， 

汤吉海，张峰 

2 华东理工大学 E-Carbon 
朱杰，杨道明，江园， 

陈馨钰，徐心泉 

李瑞江，陶国忠，马宏方，

雷明，顾雄毅 

3 天津大学 求同醇异 
王俊杰，李婷，谢孟颖， 

王铁鸥，张中旭 

项文雨，谢闯，曾爱武， 

王晓静，赵颂 

 

工程图纸绘制优秀奖 

序号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1 浙江大学 东哥说的都队 
方冠东，徐艳焦，陈志

宣，兰宇翔，黄辰悦 
蒋斌波，黄正梁，杨遥 

2 天津大学 求同醇异 王俊杰，李婷，谢孟颖， 
项文雨，谢闯，曾爱武， 

王晓静，赵颂 

3 华东理工大学 E-Carbon 
朱杰，杨道明，江园， 

陈馨钰，徐心泉 

李瑞江，陶国忠，马宏方，

雷明，顾雄毅 

 

 

现代设计方法应用优秀奖 

序号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1 浙江大学 东哥说的都队 
方冠东，徐艳焦，陈志

宣，兰宇翔，黄辰悦 
蒋斌波，黄正梁，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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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京工业大学 
齐心亦可振寰

宇 

左宇豪，李逸凡，罗子

淇，吴心蕾，赵振艺 

张林，刘业飞，罗彦， 

汤吉海，张峰 

3 华东理工大学 E-Carbon 
朱杰，杨道明，江园， 

陈馨钰，徐心泉 

李瑞江，陶国忠，马宏方，

雷明，顾雄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