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化工设计赛初赛获奖情况表

序号 学校 参赛队 队员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1 湖南大学 氢氦锂铍 魏诗呓，卢骞，潘罕骞，杜纪纲，邓弘立 李文生，罗伟平，夏新年，任艳群 特

2 湖南大学 车进四队 王特，李鹏飞，曾宪勇，张小坤，侯佳宁 李文生，罗伟平，任艳群，夏新年 特

3 吉首大学 烯友 易紫娟，夏文婷，毛淑华，余青药，罗佳美 张帆，高峰，彭清静，邹晓勇 特

4 湘潭大学 烯从天降 李德健，徐文婧，梁奇，陈胜旺，丁历昂 李勇飞，易争明，揭嘉，熊伟 特

5 湖南理工学院 追影 朱小玲，李菲，范沾涛，胡栩连，厉云 华杰，阳彩霞，张丽 特

6 湘潭大学 快乐四加一 牟欣，赵婷，陈梦旭，陈双，沈石根 揭嘉，易争明，熊伟，吴志民 特

7 湘潭大学 3+2=∞ 肖梦娟，宾雁林，佘祥，杨冰倩，程前 易争明，揭嘉，熊伟 一

8 湘潭大学 Starry小队 罗佳佳，朱慧琳，李灿欣，孙云鑫，陈雪涛 易争明，揭嘉，韩路长 一

9 湖南大学 Atom团队 王子瑄，闫笑笑，孙蔷，吕正阳，陈泽伟 李文生，罗伟平，任艳群，夏新年 一

10 湘潭大学 萤火虫队 闫润华，朱喜林，任放放，朱洪，欧雅梦 揭嘉，易争明，吴志民 一

11 湖南师范大学 Qoma Ⅱ 谭阳春，李薇，许迪新，杨艳霞，邹鹏 孟勇，陈雪伟，赵海红，兰支利 一

12 湖南大学 Balance 钱干，谢鹏涛，席寒，包雨婕，唐芳丽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夏新年 一

13 湘潭大学 施工队 戴伟迪，李军，周佳，杨庆莉，段中玲 易争明，揭嘉 一

14 湘潭大学 烯之翼 王蓓蕾，王旷，卢丹丹，刘亦菲，连华 揭嘉，易争明 一

15 中南大学 SIG 赵仕龙，强倩，姚顿，张铖宬，张婕妤 叶红齐，满瑞林，金一粟，李海普 一

16 长沙理工大学 Leaper团队 全浩，刘次志，马晓迪，常梦帆，陈春华 李丽峰，戴益民 一

17 长沙理工大学 101特战队 康渊，黄淑芳，白少雄，钟姗娣，姚洪 黄朋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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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湖南科技大学 AWM 罗传糠，付宇，齐炳全，王呵，白彩秀 刘和秀，黄念东，李国斌，周智华 一

19 湖南大学 Little Stars 梁璐珊，田艺兴，卢敏，邓钊劼，武雅琦 罗伟平，任艳群，李文生，夏新年 二

20 湖南大学 TANK 李响响，王楠，刘伟，郭光正，黄荣鑫 李文生，夏新年，任艳群，罗伟平 二

21 湘潭大学 wait 罗威，张秋红，黄晔，郭静怡，刘聪 易争明，揭嘉 二

22 湘潭大学 V笑 安翠花，蔡均阳，易雨洋，胡文泽，王玉 揭嘉，易争明，吴志民 二

2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风林火山队 贾继朝，田奋扬，董秀婷，徐冰杰，林安妮 旷春桃，王贵武，喻胜飞 二

24 中南大学 随变队 周思宇，陈梦洵，宋泓伯，邓伟文，梅宇鑫 叶红齐，满瑞林，金一粟，李海普 二

25 湘潭大学 BLUE DOG 郑景元，孔晴晴，蔡智慧，刘世豪，周紫薇 揭嘉，易争明 二

26 吉首大学 新能源小队 梁晶，侯坤，黄和，李荣杰，周琼梅 邹晓勇 二

27 长沙学院 ANT团队 周亚平，陈丽宇，苏慈，林秋娜，沈嘉琪 李晋波，刘静宇，李艳华 二

28 湘南学院 南岭学者小分队 黎泰玲，曾珍，舒俊，崔玉照，钟兴阳 袁宁辉，李家元，陈俊，刘卉 二

29 湖南大学 孤电子队 孙赫，龚雪，孙鸣昊，刘驿豪，王文灿 李文生，罗伟平，夏新年，任艳群 二

30 南华大学 异丁烯 石杰，刘欣，黎杰鑫，文妙，陈剑锋 阳鹏飞，侯三英，刘慧君 二

31 中南大学 我们都队 王安妮，张娜，刘锦文，陶志清，李琛坤 叶红齐，满瑞林，金一粟，李海普 二

32 吉首大学 HBL战队 黄碧玉，何花，吴亚利，刘平，罗根秀 高峰 二

33 湖南理工学院 化羽 梁汉超，甘美林，钟承志，李媛，赵倩 黄燕，华杰，罗北平 二

34 吉首大学 时代在召唤 雷千，陈晓娟，尚明慧，杨娟，王伟 彭清静 二

3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聚能环队 彭媚，谢奇龙，刘子雷，陈薇，范腾 杨国恩，王贵武，旷春桃，喻胜飞 二



第四届化工设计赛初赛获奖情况表

36 湖南大学 加麻加辣队 闫祖怡，杨晓华，罗嵩，曾志，孙里 李文生，罗伟平，夏新年，任艳群 二

37 长沙理工大学 砥砺前行 张伟静，许吕，陈旭强，周琳琳，陈翠红 黄灵芝 三

38 湖南科技大学 Mine Craft队 熊双胜，陈志辉，周志祥，陈一帆，李振亮 刘和秀，黄念东，李国斌，周智华 三

39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瓜皮战队 李晓良，刘颖，满李玉，韦永庆，王锐 张帆 三

40 中南大学 北斗星 安彩辉，赵复兴，陆政，张杞嘉，智莉平 叶红齐，满瑞林，金一粟，李海普 三

41 吉首大学 五角星战队 陈金鑫，朱勇，曾涛，王鹏，邹灵敏 高峰 三

42 中南大学 三面体队 熊泓霏，杨子鋆，夏琳琳，万叶青，李双福 叶红齐，满瑞林，金一粟，李海普 三

43 湖南理工学院 Alopex lagopus 黄迎港，袁松容，李尚剑，蒋玉容，高素辉 华杰，黄燕，武鹄 三

44 吉首大学 越过黄河队 刘浩泽，汪立城，郜瑞龙，薛振涛，孙梦来 张帆 三

45 吉首大学 红豆沙沙沙 夏子璇，资也，陈柏燕，路午辉，樊慧芳 彭清静 三

46 怀化学院 执睿队 蒋维鑫，王斯琦，郑鑫鑫，赵严涛，许熙翔 刘艳，欧阳跃军，陈迪钊，陈万平 三

47 怀化学院 乘风破浪队 尹煊智，李敏，贺贵妃，梁芬芳，陈雨慧 向柏霖，林红卫，唐莉莉 三

48 湘南学院 星火 祝小青，王涛，郑福辉，汤佳美，欧阳珮 李家元，陈俊，袁宁辉，刘卉 三

49 湘南学院 南岭学者 乐晓松，任婷婷，彭鑫钰，戴婧，杨涵 陈俊，李家元，袁宁辉，刘卉 三

50 中南大学 A++ 高壮，刘哲源，陆国靖，张颖，伍思烨 金一粟，李海普，满瑞林，韩凯 三

51 怀化学院 追梦赤子队 林梓坚，熊飞，李秀运，郭风仪，徐春雪 陈桂，林红卫，邹琼宇 三

52 吉首大学 狭路相逢 米亚妮，周亮洁，廖心如，谢莉，王霖 彭清静 三

53 湖南中医药大学 扶摇万里队 罗彩玉，蒋梦婷，罗鸿雁，李翠，何远航 黄莉，杨岩涛，盛文兵，张红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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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湖南科技学院 皎月队 杨瑾，陈丹，林晓伟，刘俊，罗江溢 王宗成，周强，罗小芳，姜红宇 三

55 吉首大学 哈哈哈哈哈 尹娜丽，胡浩，颜文娟，张建波，蔡慧 张帆 三

56 怀化学院 IMPECCABLE 三

57 湖南文理学院 执识 刘智鹏，胡海宁，秦辉，李小雨，王萌萌 万利，陈远道 三

58 湖南农业大学 星火1号队 曾康霞，刘迅林，布依婷，黄守谦，李漪锦 李本祥，蒋红梅，周春娇，喻鹏 三

59 湖南科技学院 辣辣之光队 蒋荣娜，朱攀宇，王晨沂，陈观荣 陈小明，吴超，盘俊，谢龙勇 三

60 湖南科技学院
高材生化工设计团

队
周宏杰，邹迪，陈文斌，阳珍玉，何启家 王毅，周强，彭村，唐海珊 三

61 湖南文理学院
聚异丁烯丁二酰亚

胺团队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