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第七届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初赛）获奖名单

ID
初赛评

奖
决赛 编号 团队名称 学校 队长姓名 作者名单 导师名单

1 特 进答辩 20210150 林封团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伟波 陈伟波、廖璟、刘胜军、刘勇、刘圆健 杨国恩、旷春桃、王贵武、张林

2 特 进答辩 20210141 醇醇欲动 湘潭大学 刘艳玲 刘艳玲、黄乐、谭婉怡、夏辉、郝明泽 李正科、熊伟、易争明、揭嘉

3 特 进答辩 20210135 志虑仲醇 湖南大学 姚冀龙 姚冀龙、覃家龙、钟傲生、刘东延、游洁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波

4 特 进答辩 20210105 五颗大菠萝队 湖南工程学院 彭娟娟 彭娟娟、廖康龙、尹瑶、陈万梅、李姣 邓人杰、刘华杰、刘小娟、刘拥君

5 特 进答辩 20210163 炉火醇氢 吉首大学 唐春来 唐春来、石磊、钟成芳、吴思琦、刘洪文 张帆、邹晓勇、雷辉斌、曹文秀

6 特 进答辩 20210153 丙醇不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德明 陈德明、纪雨泽、王季萍、王颖轩、姚烨林 李兆双、旷春桃、王贵武、周军

7 特 进答辩 20210081 好评如潮队 长沙学院 朱荣华 朱荣华、李烨霓、李书荣、郑婷、陈帅 李晋波

8 特 进答辩 20210128 旺旺雪丙 湖南师范大学 肖张腾 肖张腾、李睿媌、秦静怡、杨欣怡、项爽 赵海红、陈学伟、徐琼、孟勇

9 特 进答辩 20210114 醇风得意 吉首大学 胡斯微 胡斯微、蒋卫平、赖素英、赵钰瑶、吴佳 张帆、邹晓勇、曹文秀、雷辉斌

10 特 进答辩 20210080 佛系青年队 长沙学院 尹慧梅 尹慧梅，徐梦婷，邵铭茵，李彧，胡城 李晋波

11 特 进答辩 20210121 普天酮氢 湖南中医药大学 程勋龙 程勋龙、解月香、唐智杰、林浩天、李乐窈 鲁曼霞、邓兰青、杨岩涛、张红刚

12 特 进答辩 20210082 WIN 湖南城市学院 夏思颖 夏思颖、陈浩云、梁杰军、王紫玥、王瑾蓉 王锋、曾永林、尹志芳

13 1 进答辩 20210148 鸷群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赵慧 赵慧、李瑞萍、阳斌、赵紫华、阳祁斌 周军、杨焰、杨国恩、王贵武

14 1 进答辩 20210115 S.A.Y 湘潭大学 岳洪利 岳洪利、肖玉婷、刘婷、苏卓珺、王威 李正科、易争明、揭嘉、熊伟

15 1 进答辩 20210091 C.M.S队 吉首大学 陈园园 陈园园、刘家乐、匡勇斌、刘嘉、彭灵芝 蒋剑波、李飞、邹晓勇、彭清静

16 1 进答辩 20210100 S.A.Y 吉首大学 杨亿 杨亿、卢运瑶、粟颖、陈莉、代雅浩 蒋剑波、李飞、邹晓勇、彭清静

17 1 进答辩 20210107 五喜丸子 湖南工程学院 陈市清 陈市清、任润、刘敏、邓鹍翔、钟坪煊 刘小娟、刘华杰、吴锋景、杨辉琼

18 1 进答辩 20210106 青春有你 湖南工程学院 邓兴红 邓兴红、周雅岚、盛恺航、高智、周昀 刘艳丽、刘华杰、杨辉琼、颜炜伟

19 1 进答辩 20210122 妙手生醇 湖南大学 颜震宇 陆亭羽、高昕、王广龙、周玉芳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波

20 1 进答辩 20210077 YYDS 长沙学院 孙双 孙双、刘好、寻冰冰、罗翠、袁梦玲 李晋波

21 1 进答辩 20210146 异丙乾坤
湖南中医药大学湘
杏学院

张培瑶 张培瑶、肖佩玲、王治、李智、王伶 杨岩涛、鲁曼霞、邓兰青、张红刚

22 1 进答辩 20210085 氢藏高原 南华大学 曾超 曾超、汤惠新、刘成、汤鹏宇、蔡美青 阳鹏飞

23 1 进答辩 20210124 炳炳醇 湖南师范大学 向千 向千、刘慧、何海彦、顾心睿、段祖铭 赵海红、徐琼、兰支利、孟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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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 进答辩 20210102 氢氧画饼 湖南工业大学 王婷婷 王婷婷、欧家懿、杨杰、李昭、户晓妍 马楠柯、周贵寅、刘四化、陶炳

25 1 进答辩 20210092 “醇”真无邪 湖南科技学院 周湘柱 周湘柱、段绍东、杨丽、胡金玉、徐昇侃 龚绍峰、王宗成、王毅、唐海珊

26 1 进答辩 20210132 万河入海流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张旭海 张旭海、曾婉娟、邓如意、何金秀、刘礼毅 刘鑫、田修营、李可文

27 1 进答辩 20210125 醇洁无瑕 湖南师范大学 王亚洁 王亚洁、赵青、张国新、张锋、余大雨 赵海红、徐琼、孟勇、兰支利

28 1 进答辩 20210154 问鼎岳麓 湖南大学 刘书畅 刘书畅、张雅萱、陈鹤、钟玉秀、张懿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梁志武

29 1 进答辩 20210086 斑马村隔壁之光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杨婷 王红雷、杨婷、刘怡君、付雪君、廖嘉玮 张红刚、黄莉、邓兰青、鲁曼霞

30 1 进答辩 20210098 醇情依旧 长沙理工大学 刘智星 刘智星、陈辉杰、刘婷、容乐、陈家敏 李丽峰、黄灵芝、黄朋勉

31 1 进答辩 20210111 氢酮炁 湘南学院 胡澳门 胡澳门、黄金渝、李澜、郭立蓉、廖晶 袁宁辉、余丽梅、刘鹏、邓斌

32 1 进答辩 20210151 非常醇粹团队 湖南科技大学 成昊霖 成昊霖、李朝民、袁立学、杜晨飞、王林泷 黄念东、刘和秀、李国斌、周智华

33 1 进答辩 20210152 醇正无邪队 中南大学 谭澳利 谭澳利、吴芳琴、余博伦、夏燕喃、钟华 谢乐、韩凯、李海普、王帅

34 1 进答辩 20210166 烯水合醇队 湖南理工学院 童庄 童庄、林心蕊、刘玉媛、张志鹏、刘炳蔺 曹帆、曾乐林、谢军、张盼良

35 1 进答辩 20210109 炉火醇青队 湖南农业大学 陈曦铭 陈曦铭、雷隆慧、谈美晨、王炼、陈玉玲 李本祥、蒋红梅、裴虎、桂清文

36 1 进答辩 20210137 正义的伙伴 湖南城市学院 楼航 楼航、王正义、胥姗姗、许国庆、苏润发 王锋、曾永林

37 1 进答辩 20210089 敢跟我作队 湖南文理学院 黄欣 黄欣、张天翼、邓新红、谭晓宇、陈玉婷 万利、唐裕才、李静雅、王菲菲

38 1 进答辩 20210168 迎面醇风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
学院

周盈 周盈、刘玉莹、刘婧斓、邓含湘、冯晨 梁恩湘、阳彩霞、王国祥、许文苑

39 1 进答辩 20210161 爆炒冰激凌团队 衡阳师范学院 李桂茹 李桂茹、曹圣军、唐铭豪、尹邦文、郭婧 谭雄文、萧丽芬、黄耿

40 1 进答辩 20210134 我爱制药 怀化学院 姚琳 姚琳、莫琪、刘丹、陈雨微、范芷欣 刘艳、李元祥、连琰

41 1 进答辩 20210157 湖工小新队 湖南工学院 谷城 谷城、陈越、于巍然、李涛鹏、廖宇婷 唐新德、王津津、伍素云

42 2 20210079 醇醇欲动队 长沙学院 黄洋 黄洋、刘慧彬、尹碧霞、高宁、杨帆 李晋波

43 2 20210147 醇风得意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娟 李娟、曾胜男、霍晓茵、文峰、王怡 张林、王贵武、杨焰、旷春桃

44 2 20210123 追梦合伙人 湖南师范大学 炊晓雪 炊晓雪、赵秋悦、朱芸菲、邓雨、王文馨 赵海红、徐琼、兰支利、孟勇

45 2 20210112 烯水相逢 湘南学院 高佩 高佩、刘颖霖、李焕勇、黄巧盈、陈婷 袁宁辉、张安林、刘鹏、叶丽娟

46 2 20210171 噼里啪啦 湖南大学 赵林林 赵林林、罗彤、张正雨、王梦婷、廖袁淏 李文生、罗伟平、任艳群、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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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 20210174 TR-run 湘潭大学 时钰冰 时钰冰、张博科、曾平平、刘博宇、汪忆憬 李正科、易争明、揭嘉、熊伟

48 2 20210138 炉火醇氢 湖南理工学院 伍佳琪 伍佳琪、宋逸帆、夏玉婷、戈浩伟、周腾 熊碧权、刘宇、张盼梁、许卫凤

49 2 20210104 超临界醇氢喃酮 湖南工业大学 朱国煜 朱国煜、贺伟涛、刘易、潘玉静、黎海涛 马楠柯、周贵寅、刘四化、陶炳

50 2 20210167 不酮凡响 湖南科技大学 张雅婷 张雅婷、王凯龙、郭萱、陈超、吴美玲 黄念东、刘和秀、李国斌、周智华

51 2 20210155 乘风破浪 中南大学 李瑞毅 李瑞毅、唐宇飞、杨文豪、梅梅、赵锐瑶 谢乐、韩凯、李海普、王帅

52 2 20210175 Amazing 湘潭大学 奚俸操 奚俸操、胡青、彭亚娟、马雨珊、唐国雄 李正科、揭嘉、熊伟、易争明

53 2 20210143 isopro&5 长沙理工大学 刘佳乐 刘佳乐、卓超越、田博、何沐林、朱昊 黄灵芝、李丽峰、黄朋勉

54 2 20210103 返捞还酮 湖南工业大学 陈丽用 陈丽用、熊佳琦、张旭、吴浩、陈荧荧 马楠柯、周贵寅、刘四化、陶炳

55 2 20210129 烯烯嘻嘻 湖南中医药大学 周雨星 龙雅婷、欧阳博、伍斌、阳俊杰 邓兰青、鲁曼霞、肖梦武、杨岩涛

56 2 20210133 木头人 湖南科技学院 黄苗 黄苗、肖巧威、祁克楠、刘淇、黄泽智 王毅、龚绍峰、周强、唐海珊

57 2 20210136 材化横“异” 湖南城市学院 李颖杰 李颖杰、张珺滔、彭金赛、张霞辉、吴绮莹 王锋、曾永林

58 2 20210118 TW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刘欣 刘欣、夏子童、朱娟、王佳程、戴海钟 刘鑫、田修营、李克文

59 2 20210120 醇满人间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张旺 张旺、伍文杰、马聆淙、林琳、朱小龙 刘鑫、田修营、李克文

60 2 20210099 著手成醇 湖南科技学院 陈峰 陈峰、欧阳超、袁毅、刘湘涛、杨威 廖云辉、唐海珊、刘晓霞、覃佐东

61 2 20210127 MVT 长沙理工大学 钟娟 钟娟、张乐然、邹世东、谭晶仔、石秋霞 李丽峰、黄灵芝、黄朋勉

62 2 20210162
奥特曼熬夜搞化工
了队

衡阳师范学院 陈家怡 陈家怡、郭思湘、杨丹丹、包云龙、杨烨 谭雄文、黄耿、李薇、萧丽芬

63 2 20210119 人间清醒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李晶 李晶、郑成、陈星颖、王小江、陈振鹏 吴超富、刘鑫

64 2 20210170 周公解梦队 湖南理工学院 李旋 李旋、彭俊文、龚承越、肖阔、徐鑫 许俊东、曾乐林、李立军、张岑

65 2 20210101 金木水火土 南华大学 田培 田培、许美雪、郑洋洋、吴栋杰、李春杨 刘慧君

66 2 20210149 青年大学习 湖南农业大学 戴佳妮 戴佳妮、李翀宇、周慧琳、彭丽佳、彭阳 李本祥、蒋红梅、何恩祺、刘刚

67 2 20210088 令人制烯队 湖南文理学院 孟大权 孟大权、房涛、石强云、李福涛、唐明芳 万利、唐裕才、李静雅、王菲菲

68 2 20210076 乘风破浪队 怀化学院 王飘 王飘、谢力文、王乐娟、丁晓笑、曾佳敏 向柏霖

69 3 20210094 噗哈哈哈队 吉首大学 郭小爱 郭小爱、周文艳、袁雅珏、邹腾龙、邓淳键 彭清静、易浪波、卓欧、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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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3 20210078 山依旧 长沙学院 龙德顺 龙德顺，黎政，唐昕，姜震南，肖航 李晋波

71 3 20210156 醇秋五霸 吉首大学 彭超 彭超、李海生、聂澎、陈妍祺、李宏笑 张帆、曹文秀、邹晓勇

72 3 20210093 万花丛中一点绿 吉首大学 黄湘宇 黄湘宇、谭琰俐、欧阳丹、押莉飒、陶晓彦 李飞、卓欧、邹晓勇、彭清静

73 3 20210165 异心一意 吉首大学 谢志阳 谢志阳、曾理、龙刚、李鹏飞、张子瑶 邹晓勇、彭清静、高峰

74 3 20210131 什么都队 吉首大学 缪蓉 缪蓉、刘甘、郑佳缘、张滔、梅亚珺 卓欧、彭清静、邹晓勇

75 3 20210097
不想取名只想来口
氯气

吉首大学 张华 张华、邹高争、廖志祥、戴圣亲、田琳 邹晓勇

76 3 20210110 A.I.P 吉首大学 魏志翔 魏志翔、张亚凤、王动尘一、张夏夏、黎樱子李飞、卓欧、邹晓勇、彭清净

77 3 20210113 烯阳红醇玩团 吉首大学 汪丽敏 汪丽敏，王茜宛，吴润佳，田森，周宇轩 易浪波，李飞，高峰，彭清静

78 3 20210140 糖果超甜 湖南大学 彭正奇 彭正奇、沈悦、靳一帆、关傲聪、王元 罗伟平、李文生、金波、任艳群

79 3 20210145 五动奇迹 湘潭大学 Tianzi Liu刘天姿、岳亮宏、刘启、程彩雯、何洁 孙伟杰、李正科、熊伟、揭嘉

80 3 20210173 孤岛的鲸 湘潭大学 毛宇祥 毛宇祥、李沛璠、金波、贲旭、王威 李正科、揭嘉、熊伟、易争明

81 3 20210108 课后喝茶会 湖南大学 史佳龙 史佳龙，罗崇炬，王敏学，李重洋，彭佳龙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

82 3 20210139 求酮醇异 湖南大学 舒子睿 舒子睿、祖青、洪东晖、狄欣嘉、蒋源洁 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金波

83 3 20210144 醇属意外 湖南大学 莫小茜 莫小茜、赵清逸、宋美慧、苏凰、刘彦江 罗伟平、金波、任艳群、李文生

84 3 20210172 天赋异丙 长沙理工大学 高海 高海、曹俊、尹鑫、谭璐、王浩 黄朋勉、李丽峰、黄灵芝

85 3 20210159 你说的都队 衡阳师范学院 陈江霖 陈江霖、彭婧、钟雯、肖楚琪、唐金仁 谭雄文、萧丽芬、黄耿

86 3 20210169 醇醇欲动 长沙理工大学 彭礼明 彭礼明、李艳桃、刘欢、刘新雅、胡东妮 黄朋勉、李丽峰、黄灵芝

87 3 20210160 Esther 衡阳师范学院 刘西林 刘西林、邓全晓、胡涛、展硕、杨婷英 谭雄文、萧丽芬、黄耿

88 3 20210126 lcebreaker团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陈云龙 陈云龙；易颖；刘星廷；黄江维；钟华文 吴超富

89 3 20210164 醇心制造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
学院

蔡伟杰 蔡伟杰、陆小康、宋佳琳、张文强、宋志强 熊碧权、许卫凤、谢军、曹帆

90 3 20210158 官能团 湖南农业大学 张欣 张欣、李鼎乾、谭伟量、周诚、李伟杰 苏招红、蒋红梅、王山、覃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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