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2020 化学化工虚拟仿真邀请赛获奖名单

（一）项目竞赛获奖名单

项目名称 学校 学生姓名 导师 奖项

苯甲酸红外光谱

测定仿真 APP 长沙理工大学
李杰、郝锦锦、

隋金成

张跃飞、卢翠红、

李江胜
特等奖

间歇釜单元仿真

实训
湖南理工学院

陈子石、庞紫雯、

张志鹏

熊碧权、许卫凤、

许文苑
特等奖

比表面积孔径分

布的测定
湖南工学院 廖宇婷、胡志鹏 王津津、伍素云 特等奖

金属钠的使用与

钠渣的处理
湘潭大学

席晓仪、侯明明、

刘哲廷、张婧怡

张雪飞、舒洪波、

唐煜珍
特等奖

高炉炼铁工艺过

程信息数字化监

控系统

中南大学
曹思宇、刘金狮、

将梦轩、周昊
阳春华、周思洁 特等奖

大型分析仪器 3D
虚拟仿真实验

湖南工程学院
吴迪、邓鹍翔、

李伟杰

颜东、皮少锋、吴

锋景
特等奖

六味地黄丸提取

工段虚拟仿真
湖南中医药大学

周雨星、龚妹、

程勋龙
杨岩涛、张红刚 特等奖

固定床反应器单

元仿真操作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宋佳琳、陆小康、

王令莹、杨洁、

章晶晶

袁永兵、李立军、

许俊东
一等奖

精馏塔单元 3D
虚拟仿真软件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蔡伟杰、杨博妍、

郭佩、黄菲、徐

蓓

谢军、刘宇、熊碧

权
一等奖

吸收解析单元仿

真实训
湖南理工学院

夏玉婷、伍佳琪、

彭俊文

曹帆、张盼良、周

全
一等奖

精馏塔设计仿真

软件
湖南工程学院

丁瑶、吴公明、

刘乐

颜东、张何、吴锋

景
一等奖

氢气瓶的安全使

用
湘潭大学

马温博、王群芳、

刘烨奇、周志薇、

张静怡

彭圣明、肖 妮、彭

楚风
一等奖

（二）特别贡献奖

学校 项目名称 奖项

中南大学 矿冶工程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 特别贡献奖



（三）操作竞赛团队奖名单

学校 队伍名称 姓名 学院 奖项

长沙理工大学 长理梦之翼 李杰 化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特等奖

湖南工学院 C.H
周唤宇 材化学院

特等奖谷城 材化学院

陈越 材化学院

湖南大学 傲俊

关傲聪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聂钰聪 化学化工学院

沈悦 化学化工学院

湖南大学 龙羽奇队

彭正奇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史佳龙 化学化工学院

陆亭羽 化学化工学院

靳一帆 化学化工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 亮剑队
夏玉婷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伍佳琪 化学化工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 六月的鲸愚

谭登科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罗志成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贺学湖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湖南大学 一麓有拟

舒子睿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祖青 化学化工学院

李鸿燕 化学化工学院

南华大学 Daydream
孙果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唐仁实 化学化工学院

肖西 化学化工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坚持才是胜利

吴博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吴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佳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南华大学 化羽南华
陈棚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张倬涛 化学化工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 材化横溢队

张珺滔 材化院

特等奖楼航 材化院

许国庆 材化院

湖南城市学院 飞跃队

欧阳雁题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特等奖彭金赛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李婉婷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 Hut智慧号

饶计情 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特等奖潘玉静 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吴浩 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23队
李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霍晓茵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胜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威斯盟

姚烨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王季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颖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湘潭大学 令人制烯队
侯明明 化学学院

特等奖
刘哲廷 化学学院



学校 队伍名称 姓名 学院 奖项

张婧怡 化学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 指日可待

张志鹏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陈子石 化学化工学院

庞紫雯 化学化工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 醇醇欲动队

吴迪 材料与化工学院

特等奖邓鹍翔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李伟杰 材料与化工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 你说的都队

唐金仁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罗熠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杨霄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争做新青年

李翀宇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李可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陈玉玲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奇迹队

何建龙

特等奖陈海军

唐宇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胸怀匠心-追求卓

越
蔡伟杰 工程系 特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荣药队

周雨星 药学院

特等奖龚妹 药学院

程勋龙 药学院

长沙学院 赶路人队

陈淼鑫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特等奖雷恬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邹晨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 乙砜队

丁瑶 材料与化工学院

特等奖吴公明 材料与化工学院

刘乐 材料与化工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学习新思想队

戴佳妮 化材院化学系

特等奖周慧琳 化材院化学系

向晓玲 化材院化学系

衡阳师范学院 千层饼

陈江霖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李先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李博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 江山代有才人秃
朱泽文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王浩雨 化学化工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 开拓者

舒美亚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特等奖周晶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张耒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 胜羽

周欢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特等奖满俐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汤思玲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虚拟化世

胡尹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郭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一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真才实料 杨宗霖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系
一等奖



学校 队伍名称 姓名 学院 奖项

李培扬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系

李雨晨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系

湖南工学院 乙醚
廖宇婷 材化学院

一等奖
胡志鹏 材化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 意气疯发
王斌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一等奖
陈永康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湘潭大学 不想烧炉子队

王群芳 化学学院

一等奖
刘烨奇 化学学院

周志薇 化学学院

张静怡 化学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材化真理

李华军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系

一等奖刘嘉颖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系

覃婕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科学系

长沙学院 四海可见队

雷倩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余奇凤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魏原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果宝三剑客

徐蓓 工程系
一等奖

郭佩 工程系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BVC
周艺琳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赵海博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刘喜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长沙学院 乘风破浪队

彭懿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谢燕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欧斯姣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 三维鼎力

黎小艳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唐仟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曹子清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一心向学

欧思成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胡云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邹瑞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四）操作竞赛个人奖名单

学校 队伍名称 姓名 学院 奖项

衡阳师范学院 六月的鲸愚 贺学湖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六月的鲸愚 罗志成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你说的都队 罗熠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你说的都队 杨霄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千层饼 李先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千层饼 陈江霖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千层饼 李博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湖南城市学院 材化横溢队 张珺滔 材化院 特等奖

湖南城市学院 材化横溢队 许国庆 材化院 特等奖

湖南城市学院 材化横溢队 楼航 材化院 特等奖

湖南城市学院 飞跃队 彭金赛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特等奖

湖南城市学院 飞跃队 欧阳雁题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特等奖

湖南大学 傲俊 关傲聪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大学 傲俊 沈悦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大学 傲俊 聂钰聪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大学 龙羽奇队 彭正奇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大学 龙羽奇队 史佳龙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大学 龙羽奇队 靳一帆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大学 龙羽奇队 陆亭羽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大学 一麓有拟 李鸿燕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大学 一麓有拟 舒子睿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大学 一麓有拟 祖青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工程学院 醇醇欲动队 邓鹍翔 材料与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工程学院 醇醇欲动队 李伟杰 材料与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工学院 C.H 陈越 材化学院 特等奖

湖南工学院 C.H 谷城 材化学院 特等奖

湖南工学院 C.H 周唤宇 材化学院 特等奖

湖南工学院 乙醚 胡志鹏 材化学院 特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Hut智慧号 吴浩 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特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Hut智慧号 潘玉静 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特等奖

湖南科技学院 意气疯发 陈永康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特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亮剑队 夏玉婷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指日可待 庞紫雯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指日可待 陈子石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奇迹队 何建龙 特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奇迹队 陈海军 特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学习新思想队 戴佳妮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真才实料 李培扬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争做新青年 李翀宇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湖南文理学院 胜羽 周欢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特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荣药队 周雨星 药学院 特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荣药队 程勋龙 药学院 特等奖



学校 队伍名称 姓名 学院 奖项

南华大学 Daydream 肖西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南华大学 Daydream 孙果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南华大学 Daydream 唐仁实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南华大学 化羽南华 张倬涛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南华大学 化羽南华 陈棚 化学化工学院 特等奖

湘潭大学 不想烧炉子队 刘烨奇 化学学院 特等奖

湘潭大学 令人制烯队 侯明明 化学学院 特等奖

湘潭大学 令人制烯队 张婧怡 化学学院 特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长理梦之翼 李杰 化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特等奖

长沙学院 乘风破浪队 谢燕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特等奖

长沙学院 赶路人队 邹晨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特等奖

长沙学院 赶路人队 陈淼鑫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特等奖

长沙学院 四海可见队 余奇凤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特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23队 李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23队 霍晓茵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23队 曾胜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坚持才是胜利 吴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坚持才是胜利 吴博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威斯盟 王颖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威斯盟 王季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虚拟化世 郭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虚拟化世 胡尹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六月的鲸愚 谭登科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特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你说的都队 唐金仁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等奖

湖南城市学院 飞跃队 李婉婷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工程学院 醇醇欲动队 吴迪 材料与化工学院 一等奖

湖南工程学院 乙砜队 丁瑶 材料与化工学院 一等奖

湖南工程学院 乙砜队 刘乐 材料与化工学院 一等奖

湖南工程学院 乙砜队 吴公明 材料与化工学院 一等奖

湖南工学院 乙醚 廖宇婷 材化学院 一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Hut智慧号 饶计情 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一等奖

湖南科技学院 意气疯发 王斌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亮剑队 伍佳琪 化学化工学院 一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指日可待 张志鹏 化学化工学院 一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果宝三剑客 徐蓓 工程系 一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果宝三剑客 郭佩 工程系 一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奇迹队 唐宇 一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

胸怀匠心-追求卓

越
蔡伟杰 工程系 一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材化真理 覃婕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材化真理 李华军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材化真理 刘嘉颖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学习新思想队 周慧琳 化材院化学系 一等奖



学校 队伍名称 姓名 学院 奖项

湖南农业大学 学习新思想队 向晓玲 化材院化学系 一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真才实料 杨宗霖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真才实料 李雨晨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争做新青年 李可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争做新青年 陈玉玲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等奖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BVC 赵海博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BVC 周艺琳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BVC 刘喜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江山代有才人秃 朱泽文 化学化工学院 一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江山代有才人秃 王浩雨 化学化工学院 一等奖

湖南文理学院 开拓者 舒美亚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文理学院 开拓者 周晶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文理学院 开拓者 张耒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文理学院 三维鼎力 唐仟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文理学院 三维鼎力 黎小艳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文理学院 三维鼎力 曹子清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文理学院 胜羽 汤思玲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文理学院 胜羽 满俐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荣药队 龚妹 药学院 一等奖

湘潭大学 不想烧炉子队 周志薇 化学学院 一等奖

湘潭大学 不想烧炉子队 张静怡 化学学院 一等奖

湘潭大学 不想烧炉子队 王群芳 化学学院 一等奖

湘潭大学 令人制烯队 刘哲廷 化学学院 一等奖

长沙学院 乘风破浪队 欧斯姣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

长沙学院 乘风破浪队 彭懿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

长沙学院 赶路人队 雷恬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

长沙学院 四海可见队 雷倩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

长沙学院 四海可见队 魏原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坚持才是胜利 李佳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威斯盟 姚烨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虚拟化世 陆一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一心向学 邹瑞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一心向学 胡云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一心向学 欧思成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