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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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赛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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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赛区拟授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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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奖-确认授奖团队名单公布-西北赛区 

附件二：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赛区奖-确认授奖团队名单公布-西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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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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赛区预选赛 

 

赛区奖确认授奖名单 
 

西北赛区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河西学院 犇犇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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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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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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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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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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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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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赛区壹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宝鸡文理学院 说啥都对队 陈旭、陈怡、尹代娣、杨若

雯、张奇苗 

李慧勤、卫粉艳、窦树梅、黄

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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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甘肃农业大学 醇属意外队 李箫、徐新莉、张建社、董

露露、王浩淼 

魏佳、桂文君、胡冰、崔彦

君、张志芳 

兰州城市学院 14 丁二醇队 范进虎、宁昕洁、张稳刚、

赵娟娟、杨彦超 

叶鹤琳、缑浩、李涛、马小

芳、徐大乾 

兰州大学 兰醇醇 朱雨婷、陆泳吉、李通、何

国强、冯冠晴 

常彦龙、冯庆华、于桂琴、杨

洪蕾、董春旭 

兰州理工大学 酯此一醇 耿盈、唐安漾、席聪霞、王

卓雅、陶攀 

李宁、朱照琪、杨勇、王东

亮、李春雷 

宁夏大学 炉火醇青 雷勇、李嘉怡、吴永睿、杨

舒琪、梁银萍 

李平、范辉、方芬、詹海鹃、

王淑杰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一飞醇天 徐晓龙、杨伟伟、陈珊珊、

王立、马强 

邵秀丽、张晓瑞、雍海波、任

艳娇 

陕西科技大学 醇江水暖牙先知 王超凡、胡锦龙、席心茹、

邵磊 

代方方、孙永会、韩玉英、李

小龙、范娟 

石河子大学 醇然心动队 刘梦龙、王娇娇、雷爽、马

津津、崔灿 

王绪根、王荣杰、雷志刚 

太原理工大学 醇洁无暇 张佳兴、陈锦华、高嘉伟、

贺宁、裴桐 

邱丽、盛清涛、闫晓亮、徐守

冬、王俊文 

天水师范学院 醇风逐梦 汪奋菲、王燕、王蓉、梁军

霞、宋虎喜 

张建斌、赵天宇、安子博、赵

素瑞、葛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XDU 醇爷儿们 张庭森、张旭东、卫晨龙、

陈航、董双齐 

李淑萍、梁燕萍、朱黎霞 

西安工程大学 醇躺平队 邓开心、邢斐轩、张梦娇、

阮康康、崔俊龙 

王倩、赵亚梅、刘宏臣、常

薇、车远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仰望星空 张晨阳、段之晨、刘盼、张

国翔、王世花 

张秋利、周军 

西安科技大学 共用电子队 梁添、刘昕、王子岩、毛馨

瑶、代俊朗 

汪广恒 

西北大学 啊对对队 张一凡、张乐瑶、程佳仪、

李奔驰、李文博 

吴乐、赵彬然、陈立宇、郝青

青、时孟琪 

西北民族大学 方程式 许成瑶、李欣莹、杨文海、

张慧、阿丽亚·塔力艾提 

王成君、苏小平、申涛、苏

琼、段志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醇朴勇毅队 吕英梅、杜佳丹、朱鸿懿、

程李楠、王岳程 

胡仲秋、李忠宏、王周利 

新疆大学 大漠孤烟醇 刘阳、赵翼、陈青雨、武

续、周璐 

王雪枫、黄雪莉、高歌、黄

河、王雪莹 

延安大学 卷一卷队 邵萌娜、张文澳、徐家乐、

刘璐杰、冯子烜 

高晓明、郑小峰、闫挺、简

选、李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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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银川能源学院 大黄蜂队 张博、王鑫、马帅、常娟 刘晓瑞、王斌、王颖、肖东

彩、李艳萍 

长安大学 纯淳醇 张毓松、毛永伟、刘晓楠、

单宇宸、郭荣 

刘小丽、李宇亮、孙钰琨、罗

钰、李山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 酽醯醇醴 韩佩松、李大宙、马丹、王

凯杰、杜海涛 

王艳红、郭婧、董婷、马忠

平、杨朝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醇华求实 于明宇、王璇、卢非赣、杨

贺东、徐晓曦 

张海兵、许孝玲、王志朴、翟

亚威、田青梅 

西北赛区贰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兰州理工大学 醇然天成 吴佳云、包鹏强、彭东旭、

吴佳胜、彭俊 

李宁、杨勇、张宁霜、李红

伟、李春雷 

兰州理工大学 头脑单醇 李挺、夏清晨、王丽霞、王

靖、樊颖 

李宁、朱照琪、王东亮、杨

勇、宫源 

宁夏大学 不要指望我们队 郭枞灿、杨润祺、刘子琳、

樊婷婷、林静静 

李平、范辉、张鹏飞、方芬、

詹海鹃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醇醇欲动 景文艳、徐学莹、王佳文、

马小红、剡宝 

张晓瑞、任艳娇、雍海波 

石河子大学 炉火醇青 高佳齐、李裴泽、贾雅会、

严悦嘉、王浩 

李雪琴、王绪根、贾鑫 

石河子大学 啊对对队 王储非、梁朝、杨默晗、陈

祥玫、姚伟健 

魏忠、郭瑞丽 

石河子大学 纯纯的醇 高浈凯、王豪杰、宫姝逸、

李忠韩、向龙 

邓人攀 

塔里木大学 Safety 丁昭源、王雅辉、杨钰莹、

杨江、杨瑞琦 

欧明、张娜、孙丹、李仲 

太原工业学院 如沐醇风 郭佳、柴一帆、张一凡、李

雨薇、王珂翔 

张云凤、常西亮、邵圣娟、王

春艳、宋茜 

太原理工大学 锰锝氩铍 胡雅琪、杨旭、桂家宝、周

晟、武翔宇 

邱丽、盛清涛、闫晓亮、王俊

文、申峻 

太原理工大学 炼醇术士 郑一璇、曹淑宁、吴超、李

静、周毅翔 

盛清涛、邱丽、章日光、闫晓

亮、申峻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五氟化金队 穆笑宇、张嗣旺、赵建康、

刘佳慧、白炅卓 

张秋利、周军 

西安科技大学 醇意盎然 张彦卿、崔健、陈彦融、董

亚茹、李偲珠 

张建兰、汪广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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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西安石油大学 心醇气和 勇志华、姜雯雯、焦清、丁

思瑞、刘洋 

宋绍富、王蓉、刘菊荣、卢素

红、范峥 

西安石油大学 1，4-五醇崽 沈祖东、王晰、杨佳、王亚

轩、冯浩 

张君涛、申志兵、唐瑞源、钟

汉斌、梁生荣 

西安石油大学 丁一炔二 祝柯欣、郭航、张书琦、郑

紫雨、张嘉庆 

刘菊荣、李希、黎小辉、卢素

红、范峥 

西安石油大学 疑似丁二醇 孙培杰、杜琦琦、牛昱湖、

金长松、牛一峰 

范峥、刘菊荣、黎小辉、黄风

林、宋绍富 

西北大学 西南城角队 王心愿、高特、梁万龙、廖

挥亚 

吴乐、郝青青、赵彬然、陈立

宇、聂艳 

新疆大学 阳醇白雪 王浩洋、段志昊、王莹、徐

月圆、叶丽娜·哈生 

高歌、王雪枫、黄雪莉、刘晓

玲、黄河 

新疆大学 柳暗花明又一醇 鲁一哲、陈启飞、王景阳、

白天育、段梦雨 

努尔比亚·亚力坤 

延安大学 BDO 超异能团 魏佳怡、陈俊恒、屈彤、杨

莎、李宽 

高晓明、郑小峰、闫挺、简

选、李雪礼 

延安大学 醇意盎然 曹浪浪、黄鹏、孙成雯、王

林君、石婉婷 

郑小峰、王文山、张笑然、张

耀霞、张琰图 

中北大学 红日初升 曹菲、赵嘉慧、贾正娜、李

鹏娟、郭思遥 

马忠平、王艳红、郭婧、祁贵

生、董婷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海底小纵队 甘杨、孔令聪、孙雅榕、文

梦鑫、晁金波 

侯军伟、张立波、许孝玲、马

金贵、刘艳升 

西北赛区叁等奖（按学校名称音序排列） 

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安康学院 醇醇爱住我们队 秦耀升、赵妮妮、孙珂、梁

晓玉、张亚兰 

寇莹、孙安霞 

宝鸡文理学院 红飘带 周灵利、颜慧、来保强、郑

奕佟、王子欣 

卫粉艳、窦树梅、黄卓楠、李

慧勤 

宝鸡文理学院 爱锯锁的探险队 景格格、李浩佳、胡婧华、

杨惠茹、贺煊旭 

窦树梅、卫粉艳、黄卓楠、李

慧勤、 

北方民族大学 优达派勒对 谢卫东、郝文靖、薛嘉元、

贺洁 

续京、刘天霞、姜国平、高彩

云、何杰 

河西学院 醇天然无公害的都

队 

李渊博、赵耘慧、刘成、毛

瑾荣、杨渊林 

佟永纯、冯敏、杨自嵘、宋

如、李守博 

河西学院 州驰 张国浩 、张璐、张宏博、高

梦倩、毕玉娇 

杨自嵘、佟永纯、李守博、冯

敏、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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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团队 成员 指导教师 

河西学院 思醇之路 石志明、郭泓泽、段润娇、

何亚君、马旭 

佟永纯、冯敏、李守博、宋

如、杨自嵘 

兰州城市学院 银河战舰 张鑫、胡峻诚、杨彬、史明

瑞、党瑞 

魏慧娟、饶红红、朱彦荣、郭

永亮、徐大乾 

兰州城市学院 烷基八氮 符方鹏、齐俊杰、史菁菁、

田龙、王璐 

尚琼 

兰州大学 萃英山下好读书 陈胤凡、甄博涛、赵里宁、

何嘉豪、胡佳源 

常彦龙、冯庆华、杨洪蕾、于

桂琴、董春旭 

兰州交通大学 疑似丁 er 醇 张晓军、马嘉彤、史竺鹭、

黄第玮、冀奕帆 

李刚、王良成、宋河远、刘宝

勇、孙大明 

兰州理工大学 著手成醇 王佳、宋鹏、陈一萌、董星

凡、李能定 

王东亮、杨勇、李吉焱、李红

伟、张建强 

兰州理工大学 醇尚工艺 王亚龙、吉云辉、李燕维、

杜其睿、张国龙 

宫源 

兰州理工大学 醇天然 胡博、赵贵萍、陈飞、庄

海、韩鹏 

王东亮、朱照琪、杨勇、季

东、史高峰 

兰州文理学院 RK 王莉、刘盼、程研、杜志

博、康健 

师海雄、冯志刚、王子宜、陈

倩、张兴辉 

兰州文理学院 摘一颗星星 王镇玺、王伟刚、胡璟田、

张娜、陈岩 

师海雄、冯志刚、王子宜、陈

倩、张兴辉 

宁夏大学 www.chem 赵唯、马英杰、王伟、张灵

翠、吴蒙 

李平、张鹏飞、范辉、王淑

杰、任永胜 

宁夏大学 奇迹 纪小花、牛伟华、张琦、严

亮、牛民涛 

范辉、任永胜、张鹏飞、李

平、蔡超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胜羽 包平、张婷、徐洋洋、王

宇、李晓亮 

任艳娇、张晓瑞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零醇 汪天成、龙佳媛、田惠慧、

马小礼、杨帆 

邵秀丽、张晓瑞、雍海波 

山西能源学院 醇香四溢 师一凡、王汉云、徐天赐、

赵若楠、贾诚栋 

李挺、栗俊田、苗常霖 

山西中医药大学 57 碳氢氧 于晓、徐若菲、陈龙、龙建

兵、李宏宇 

王颖莉、李睿、任婧 

陕西科技大学 益化醇 梅秋雨、唐勇、吴明泽、周

行 

代方方、孙永会、范娟、韩玉

英、李小龙 

陕西科技大学 饮醇自醉 欧康乐、周佳、聂欢、安永

强 

代方方、孙永会、范娟、李小

龙、韩玉英 

石河子大学 醇醇欲动 成锦华、牛亚辉、曹国亮、

许波、张乾坤 

张传彩、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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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 醇粹划水队 曾博文、李建微、王江、李

伟、方媛 

张传彩、陈万银 

石河子大学 醇天然队 赵宇杰、冯湧、和月婷、田

永莲、谷佳玲 

张秀兰、王兴兵、王荣杰、朱

明旭、李翠华 

石河子大学 登峰造醇 王斌、陆越越、李喆、孙付

宁、张皓 

白兰莉 

石河子大学 简简单单 刘浩、潘玪秀、杨国庆、耿

亚微、李在富 

张海燕、陈良、孙伟 

石河子大学 醇新醇意 安婷、徐科亮、陈丹青、李

亚奥、田雪 

王荣杰、王绪根、王宗元、雷

志刚、刘军 

石河子大学 醇醇无语队 张瑜、胡长涛、唐可以、魏

厚俊、程自豪 

张海洋、吴成坤 

石河子大学 大师不醇 冯豪师、张艺耀、王建冰、

司吉发、陈银生 

魏忠、郭瑞丽 

石河子大学 创造神话队 智龙、王帅、符会鹏、赵则

睿、吴睿思 

王荣杰、王绪根、贾鑫、刘纪

昌、刘杰 

塔里木大学 沙漠旅行者队 吕文涛、苏文俊杰、赛建

辉、马青、沙晓燕 

时春辉、吕喜风、穆金城、胡

立兵、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沉彩飞光 王连平、赵冰、冉奥成、朱

俊、杨岱贤 

李仲、欧明、孙丹、田维亮、

蒋卉 

塔里木大学 众志队 王钰卓、谢江鹏、陈生斌、

钟朝宇、余明杨 

卢亚玲、欧明、崔天伊、石建

敏、杨翠平 

塔里木大学 至醇派队 曾俊祯、曾家欣、林瑜模、

高承波、龚友琪 

陈亚辉 

塔里木大学 光耀队 柴欢婧、高永远、凌英、王

海桥、胡平 

侯进鹏 

塔里木大学 Design 李楠楠、李自文、廖延凤、

王玉龙、刘思莹 

时春辉、穆金城、胡立兵、吕

喜风、田维亮 

塔里木大学 化工游击队 赛银龙、申皓宇、罗衍、王

亚奇、王志伟 

马洪坤、孙丹、赵苏亚、张园 

塔里木大学 HELLO 小组 陈玲玲、欧燕、刘江红、王

建、陶成龙 

侯进鹏、田维亮、孙丹、黄丽

丽、李仲 

太原理工大学 醇风知我意 白鑫、韩东、王婷、杨仪

璇、张俊杰 

张小超、杨颂、白亚东、申

峻、赵强 

太原理工大学 醇正无瑕 张玢、张文芳、王婉利、刘

树华、侯凯 

闫晓亮、盛清涛、邱丽、徐守

冬、申峻 

太原理工大学 醇风化雨 王梓琳、项火芳、王嘉浩、

闫奎全、申冬 

张小超、杨颂、白亚东、邱

丽、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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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

技学院 

醇云破雾 武健健、李儒、李静凡、王

宇鑫、吴俊杰 

杨颂 

渭南师范学院 取经小队 郭海盈、李亚男、张田田、

李旭、杨森 

宋乃建、吴海珍、张洪利、王

策、曹强 

西安工程大学 五等分的醇 洪辰铭、李琪、陈丽、吕瑞

展、狄世杰 

赵亚梅、刘宏臣、刘婧、王

倩、霍锦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醇醇无 yu 亚 李昱均、陈闻宇、王宇昕、

张雨苗、李亚瑄 

张秋利、周军、马晶 

西安交通大学 沙坡丁醇厂 张子轩、王家慧、邱珮茜、

赵天昊、娜孜依拉·革命江 

黄哲庆、王斯民 

西安科技大学 氢氦锂铍硼 魏铮、杨鹏飞、陈航、王晨

飞、曾庆洪 

刘国阳 

西安理工大学 快乐星球 唐琳、王怡祥、耿耀、韩

梦、张思甜 

刘广钧、刘乃亮、杨谦 

西安理工大学 醇出不穷队 江乐、陈霖、刘博曼、杨佩

燕、杨扬 

刘广钧 

西安理工大学 绝对零度 李明旭、吴龙坤、杨睿乔、

黄佳瑞、王小文 

刘广钧、刘乃亮、杨谦 

西安石油大学 江湖百晓生 安家辉、向文荣、刘肖、姜

舒怡、刘小永 

王进、曹彬、白婷、李希、陈

雨露 

西安石油大学 啊对对队 张世容、白力瑞、张松、张

喆、管璐洁 

范峥、黎小辉、刘菊荣、宋绍

富、黄风林 

西安石油大学 四季醇风 陈政豪、张文卓、周思雨、

杨文静、刘湾 

王进、曹彬、黄风林、白婷、

陈雨露 

西安文理学院 黑马队 罗一凡、时浩森、蔚震、杨

澜、张清 

李学坤、石奇、薛敏 

西安文理学院 Book 思议 张晓娟、赵欣宇、李宝娟、

高乐、李方婷 

李学坤、张杏梅、陈茎 

西北民族大学 乘风破浪队 黄海波、郝海娟、覃寿颖、

马尧雨、王灿萍 

申涛、王爱军、李璐、黄静、

陈丽华 

西北民族大学 听天由命队 李嘉庆、黄诗怡、谭娇、杨

志庆、黄雅洁 

苏琼、申涛、范文革、刘志

远、李朝霞 

西北师范大学 千椿队 杜杨、张红玉、雒晶、张瑞

瑞、赵宝盆 

唐小华、郭惠霞、刘颖、牟

鹏、冯华 

西北师范大学 烯部大开发 徐展鹏、颜维桐、裴金楷、

陈海龙、张佳德 

冯华、唐小华、郭惠霞、刘

颖、牟鹏 

西京学院 搬砖小分队 邢欢、王林飞、雷倩萍、陈

瑞、石春萌 

宋文琦、王海洋、段文远、姚

瑞娟、张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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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 新欣向荣 李家秋、李林繁、林欣怡、

徐国洪、田莉 

钟梅、亚力昆江·吐尔逊、买

尔哈巴·阿不都热合曼、、 

新疆大学 西北五虎上将 张宸、林立成、谢翔宇、石

聪超、王菲 

亚力昆江·吐尔逊、买尔哈

巴·阿不都热合曼、钟梅 

新疆大学 冬去醇至 范宇、蒲永健、段晨峰、宋

延智、李嘉诚 

王强、王雪枫、黄雪莉、高

歌、亚力昆江·吐尔逊 

新疆大学 醇眠不觉晓 徐坤宇、孙北、孟庆尧、马

俊岩、付强 

王强、辛明远、白小薇、郭浩 

新疆工程学院 啊对对队 陈瑞阳、张新园、张路康、

王纪仁、李军峰 

蔡香丽、何芳、吴进喜、马朝

伟、李璇 

新疆工程学院 醇一不杂 谢可沁、陈云江、刘嘉鑫、

罗茜匀、时平 

何芳、蔡香丽、吴进喜、吴咏

梅、马燕 

新疆理工学院 疆醇小队 康永乐、万国峰、余天培、

陈发万、景嘉辉 

卫智毅、王海龙、苗鹏杰、朱

泽阳、张景梅 

新疆师范大学 醇蒸无邪队 李佳乐、兰甜、郭怡、李宛

泽、 

冶育芳、赵志西、孙传庆、文

彬、卢娜 

延安大学 拼烯烯 薛开心、史国旭、刘飞艳、

徐小露、赵月月 

杨春明、王传涛、简选、闫

挺、王光清 

延安大学 梦之翼 夏利军、杨杰、杨钊、郑博

文、唐杰 

闫挺、简选、张文林、张耀

霞、张壮壮 

延安大学 纯醇无语 刘嘉盛、范宏杰、李伟、白

海娇、王垚 

李雪礼、张琰图、张笑然、张

雪梅、高晓明 

延安大学 丁二醇的第二春 管森林、张宽俊、段孟言、

刘倩、赵龙 

王传涛、杨春明、闫挺、简

选、张雪梅 

银川能源学院 Arknights 马鑫、刘勃然、崔一凡、锁

佳成、马生虎 

刘晓瑞、王斌、王颖、肖东

彩、李艳萍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 开拓者队 田钰蓉、赵强、尹晓敏、梁

栋材、郭宇琛 

王艳红、郭婧、马忠平、董

婷、杨朝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 

醇醇欲动 杨坤、谢晴、董卓雅、高文

昊、张安琪 

许孝玲、张海兵、田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