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第八届大学生化工设计赛（初赛）获奖情况表

序号 参赛编号 团队名称 学校 作者名单 导师名单
获奖
等级

决赛

1 20220180 醇一不杂 中南大学 谭肇泓、邢博钧、宁俊淇、谌佳蓉、李宇凤 李海普、王帅、韩凯、谢乐 特 进答辩

2 20220194 顺利酐到醇 湖南师范大学 王安、张泰源、唐攀、丁玮、王宏健
陈学伟、兰支利、赵海红、陈书

攀祥
特 进答辩

3 20220189 烷皮的BD鸥 湖南师范大学 张成豫、刘子璇、魏世远、阮文杰、郑耀民 赵海红、徐琼、兰支利、陈学伟 特 进答辩

4 20220230 沐浴醇风队 湘南学院 盛亚杰、陈婷、诸葛鹏、刘颖霖、黄巧盈 袁宁辉、刘鹏、余丽梅、邓斌 特 进答辩

5 20220255 林致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纪雨泽、牛传泳、余志强、王骏、杨波
王贵武、杨国恩、李兆双、李湘

洲
特 进答辩

6 20220195 Glittering 吉首大学 周文艳、匡勇斌、缪蓉、彭灵芝、刘美君 卓欧、李飞、邹晓勇、彭清静 特 进答辩

7 20220215 The one 湘潭大学 申乐静、杨宇萌、胡艳、刘志豪、郭婧雯 李正科、揭嘉、吕扬、吴志民 特 进答辩

8 20220273 出醇不染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文峰、阳祁斌、盛灿、林志辉、温琪琪 旷春桃、李湘洲、王贵武、周军 特 进答辩

9 20220251 林蕴团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姚烨林、张天佳、赵茂松、唐文静、陈德明 周军、旷春桃、王贵武、杨国恩 特 进答辩

10 20220186 啊对对队 湖南科技学院 段绍东、周湘柱、徐昇侃、龙俊利、易甜 龚绍峰、谢建伟、刘芳、王毅 特 进答辩

11 20220181 川不辞盈 湖南城市学院 李树、雷振东、邓璇、罗烽、蒋慧晴 王锋 1 进答辩

12 20220217 醇情火焰暴龙战士 湖南中医药大学 刘凇、肖晓、宋婉婷、林蔓芳、农家隆 黄莉、张红刚、鲁曼霞、肖梦武 1 进答辩

13 20220262 心醇气和 湖南大学 关育宁、王一可、吴一迪、王圣宇、王才荣 金波、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 1 进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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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20222 阿酐正传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万俊、李晓萱、何巧霞、卢雨婷、高浩
鲁曼霞、邓兰青、刘向前、杨岩

涛
1 进答辩

15 20220224 顺酐直上 湖南中医药大学 周致远、曾赛良、龙驰、李光辉、王康 覃艳、张红刚、黄莉、陈光宇 1 进答辩

16 20220253 不理狗的包子队 湖南科技学院 苏伟康、李德寒、王诗媛、陈玲、胡敏
王宗成、阳令明、龚绍峰、刘晓

霞
1 进答辩

17 20220219 Leaper 长沙理工大学 胡东妮、庹仪敏、田博、朱昊、颜文利 黄灵芝、李丽峰、黄朋勉 1 进答辩

18 20220197 君雅博学队 湖南理工学院 黄喜、杨浩鹏、郑元铭、孙子昱、申国梁 曹帆、许卫凤、熊碧权、罗北平 1 进答辩

19 20220243 醇和景明 湖南工程学院 刘鸿泉、曾芳柔、宁鹏潜、颜欣、刘腾
李泳霖、刘华杰、杨辉琼、刘小

娟
1 进答辩

20 20220179 醇醇摆烂队 湖南城市学院 黄旻潇、 刘璇、 朱紫欣、 童盼、黄慧琳 王锋、王立勤、曾永林、尹志芳 1 进答辩

21 20220214 醇爷们儿队 湘潭大学 葛云舒、郭殿琮、卢俊江、李江硕、廖婕妤 李正科、熊伟、揭嘉、易争明 1 进答辩

22 20220201 酯日可待 吉首大学 杨阳、肖真仪、邹嘉欣、彭雨婷、彭小金 卓欧、邹晓勇、彭清静 1 进答辩

23 20220233 农夫山泉队 吉首大学 代雅浩、谭杨婧、陆思、尚佳为、刘辉勇 张帆、邹晓勇、彭清静 1 进答辩

24 20220250 鸿渐于酐
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

学院
王国祥、黄灵鹤、唐滨、王才顺、张建伟 邓兰青、鲁曼霞、肖梦武 1 进答辩

25 20220249 炔到醛前自然醇 湖南科技学院 周纯旺、梁建青、曾慧聪、刘小菲、余运宏 赵雄杰、阳令明、罗小芳、王峥 1 进答辩

26 20220199 炔一不可 南华大学 蔡美青、谭智龙、林玺、孙果、黄苗苗 阳鹏飞 1 进答辩

27 20220227 醇你所想队 湖南科技大学 刘媛媛、周靖原、梁婉晶、苏明欣、周世杰
黄念东、刘和秀、黄小平、李国

斌
1 进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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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220220 醇华求实 湖南城市学院 张深龙、李澳、成彬析、李亮、朱奥林 王锋、王立勤 1 进答辩

29 20220238 如沐醇风 湖南工程学院 李驰、侯体宁、谢乐、姚毅、龙素纤
颜炜伟、刘华杰、杨辉琼、伍水

生
1 进答辩

30 20220242 三带一队 湖南工程学院 余思雨、夏莞丽、梁梦寒、周兴发、张英迪
邓人杰、刘华杰、杨辉琼、伍水

生
1 进答辩

31 20220244 扬帆破浪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伍文杰、林琳、杜星月、周丹、陈文华 刘鑫、李克文、田修营 1 进答辩

32 20220200 小心酐队 湖南文理学院 李洁莹、夏燕、黄美琼、欧雯雅、叶潭 万利、彭辉艳 1 进答辩

33 20220184 啊对对队 湖南农业大学 陈玉玲、张思妍、张增涛、杨宗霖、易敏
蒋红梅、姜利红、吴安军、桂清

文
1 进答辩

34 20220226 干饭不想排队 湖南工业大学 边茁、孙怀玉、黎双平、张汉卿、李秋月 龚亮、许建雄、刘四化、马楠柯 1 进答辩

35 20220176 炉火醇青 长沙学院 马嘉诺、张文杰、周子瑄、张颖、陈佳颖 李晋波 1 进答辩

36 20220263 醇醇厉害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

院
周盈、刘婧斓、刘玉莹、刘晓雯、彭智超

阳彩霞、袁永兵、罗中钦、梁恩
湘

1 进答辩

37 20220261 star永恒队 怀化学院 莫琪、韩笑、邓诗源、孙梦如、张雨薇 刘艳、唐伯孝、易思利、杨欣 1 进答辩

38 20220196 众志成醇 长沙学院 王丽衡、易湘、彭康、刘宇、崔瑞雪 罗卓、黄山、王小梅、黎成勇 1 进答辩

39 20220259 醇甄 衡阳师范学院 包云龙、杨丹丹、冯定洲、郭婧、李梓豪 谭雄文、李薇、刘剑 1 进答辩

40 20220218 醇心找猹 湖南中医药大学 梁晴、刘远霖、王丹艳、任定宗、朱佳豪 张红刚、覃艳、黄莉、邓兰青 2

41 20220213 别的队取了我们名字 吉首大学 田圣杰、黄凌志、卞一诺、陈素萍、周艺 张帆、林晓、邹晓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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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220203 天赐二醇 吉首大学 厉韩慈、李典兴、张伟珍、高崇智、林丽云 卓欧、邹晓勇、彭清静 2

43 20220256 适者生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怡、邹瑞颖、杨文木、郑晶、石雨萌 魏元峰、旷春桃、王贵武、周军 2

44 20220191 开摆队 湖南师范大学 许嘉恩、魏青青、王菲、姜文滔、张一鸣 兰支利、赵海红、徐琼、陈学伟 2

45 20220210 醇一不杂队 湘潭大学 瞿念、刘博宇、魏天祥、陈雅欣、魏可凡 李正科、熊伟、易争明、李勇飞 2

46 20220271 至醇至真 湖南中医药大学 苏捷、魏悦、李正、胡承英、黄绮雯 覃艳、张红刚、杨岩涛、黄莉 2

47 20220231 新生秀队 湘南学院 杨俊磊、李来斌、何玲、马惠敏、姚洛音 袁宁辉、刘鹏、叶丽娟、刘璐 2

48 20220229 醇风得意队 湖南科技大学 石磊、吴碧玉、唐泽溪、刘萧、唐远
黄念东、刘和秀、黄小平、李国

斌
2

49 20220265 羟羟联手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赵紫华、张林琨、窦怡岚、赵芳、王辰阳
杨国恩、王贵武、李湘洲、旷春

桃
2

50 20220237 纯纯想要醇醇队 长沙理工大学 袁美娇、黄紫璇、黄玘琛、李帅、孙佳斌 李丽峰、黄灵芝、黄朋勉 2

51 20220277 醇丘丁胜 湖南大学 刘东杰、简旭、黄亚楠、张嘉骋、罗菲菲 金波、罗伟平、李文生、任艳群 2

52 20220270 得以济沧海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朱娟、邓如意、雷大鹏、王佳程、戴海钟 刘鑫、田修营、李克文 2

53 20220245 大醇小疵 湖南工程学院 李林、张景涛、张鑫宇、邓平、莫星雨 崔海帅、刘华杰、杨辉琼、胡倩 2

54 20220183 玖拾有点甜 湖南城市学院 刘添鑫、颜阳丽、彭智炜、陈颖、汪军 曾永林、王锋 2

55 20220246 醇精英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崔益赛、蒋志鹏、李时进、何雨洁、杨立玉 刘鑫、田修营、李克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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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220188 醇醇欲动队 湖南科技学院 冯羽彤、赵艺、刘祥、黄茂勋、周文君 龚绍峰、谢建伟、王毅、袁霖 2

57 20220178 纯醇白丁队 湖南城市学院 曾婕妤、唐敏、李旭东、 舒晓玉、万真 王锋、曾永林 2

58 20220247 “醇”风十里不如你 湖南科技学院 张岩波、张东东、赵鑫、杨庆午、何培燊 阳令明、王宗成、廖云辉、骆鹰 2

59 20220198 氟氯双醛队 湖南文理学院 谢乐静、欧阳萍、向明旺、杜家骏、吴慧婷 万利 2

60 20220254 指丁能行 长沙理工大学 任梦萍、姜斯璆、李珍、刘雅琴、陈铭煜 黄朋勉、黄灵芝、李丽峰 2

61 20220177 醇靠实力 长沙学院 易昱轩、李欣、王贵香、王文斌、付威 李晋波 2

62 20220239 顺顺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

学院
左文拓、许荣海、文佳慧、曹哲慎、李平 黄莉、杨岩涛、邓兰青、覃艳 2

63 20220206 F.B.G 湖南理工学院 刘炳蔺、周韵、邹莞垣、何秀丽、李维仙 曹帆、张盼良、熊碧权、许卫凤 2

64 20220182 三带一对队 怀化学院 刘丹、张婉婷、乐洪伶、田宇、赵英姿 刘艳、唐伯孝、易思利、杨欣 2

65 20220236 一帆风顺 长沙理工大学 陈隆、郭春林、彭成、黎冠男、马思原 黄灵芝、李丽峰、黄朋勉 2

66 20220209 令人制烯 湘潭大学 刘启、刘烨、周杰、陈嘉珞、吉婉萤 李正科、吕扬、易争明、揭嘉 2

67 20220228 产量亿吨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

院
文龙、李斌、许凯文、邓若兰、罗诚 刘岸、张康、武鹄、淳于利辉 2

68 20220192 清醇人生 长沙学院 王佳烁、叶传斌、黄奇分、滕娟、饶娅茜 黄山、罗卓 2

69 20220257 别管我们队 湖南农业大学 贺依帆、张伟忠、李雨晨、黄裕梦、李莉璇 蒋红梅、吴安军、梁敏、刘晓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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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0220212 画的图都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王世风、刘美煌、郭立婷、王庭兰、陈莹 刘鑫、丁凤 2

71 20220223 醇酐不怕巷子深 湖南理工学院 向云晖、刘小凡、唐志鸿、张健维、权荣翠 许俊东、曹兢、李立军、许文苑 2

72 20220275 令人制烯队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

院
张雨露、杨林、汪优、王津津、张楚楚 袁永兵、许文苑 2

73 20220235 Next 湖南理工学院 陈绪森、谭志华、董成斌、卓谦、陈建 熊碧权、许卫凤、曹帆、谢军 2

74 20220216 天启队 吉首大学 樊朋军、王分、张孝东、周宇轩、张天岸 易浪波、卓欧、邹晓勇、彭清静 3

75 20220248 一键三连队 吉首大学 王海茹、陈宇俊、陈严、向梅、姜峥 卓欧、邹晓勇、彭清净 3

76 20220264 林柒叁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季萍、吕鸿宇、肖灵梓、王靖然、王颖轩
李兆双、李湘洲、旷春桃、王贵

武
3

77 20220208 胜天半子 吉首大学 黄帅、黄彪、李劲松、蔡华建、孟琨明、 张帆、林晓、邹晓勇 3

78 20220258 旺旺队 吉首大学 粟晓军、李运、侯威、赵张骏、符和祥 卓欧、彭清静 3

79 20220202 醇心醇意 湖南城市学院 刘湘粤、梁淼、马国伟、余一丹、雷公竹 尹志芳、王锋、曾永林、王立勤 3

80 20220207 庖丁解二醇 吉首大学 谭家康、邓海亮、李鑫、刘佩、胡鑫怡 张帆、雷辉斌、邹晓勇 3

81 20220205 超光队 吉首大学 刘长磊、 田森、 秦龙、 金玉洁、 高向平 张帆、  林晓、  邹晓勇 3

82 20220241 醇箴 湖南中医药大学 秦旨鸿、曾文龙、王俊杰、罗琳、刘佳美 盛文兵、李斌、黄莉、傅榕赓 3

83 20220272 醇欲天花板队 长沙理工大学 田婉、王浩、刘湘怡、王宁、王志文 卢翠红、张跃飞、李江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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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0220211 炉火醇青 吉首大学 林宇婷、向舒雅、张弘毅、余孟、申湘兵 张帆、林晓、邹晓勇 3

85 20220185 木头人 湖南科技学院 黄苗、肖巧威、祁克楠、刘淇、黄泽智 彭村、王毅、龚绍峰、周强 3

86 20220190 醇湘弥漫 湖南科技学院 梁国祺、李南希、张奥峥、肖松、李思思 唐武飞、彭村、廖云辉、唐海珊 3

87 20220269 醇牛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周妙、欧厚正、王妍菡、孙田田、游映霞 王贵武、魏元峰、张林、周军 3

88 20220225 “醇”风得意队 湖南城市学院 谢星丞、冯家余、孔舒婷、童瑶、李巧 曾永林、王锋、尹志芳、王立勤 3

89 20220260 36℃醇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陈振鹏、陈云龙、陈琼、段思、朱妍 吴超富 3

90 20220252 炔一不可队 邵阳学院 苏牧水、赖鑫彪、张佳幸、刘琛、郭富贵 王毅、曾立、孙双娇、彭玲 3

91 20220204 DEC队 吉首大学 苏珊、王志杰、张东霖、庞程月、拉吉卓玛 张帆、林晓、邹晓勇 3

92 20220266 炔你不行 湖南工业大学 曾阳、隆玲玲、张芷柔、陈璐、邵宁 李青、龚亮、马楠柯、刘四化 3

93 20220234 ACE 湖南理工学院 言禧、王彦泽、袁湘佩、刘嘉旭、刘永研 谢军、武鹄、淳于利辉、李安 3

94 20220274 你说的都对团队 湖南理工学院 吴钟红、陈煜林、陈佳裕、乔羽凡、欧阳皇 李安、李立军、许俊东、张康 3

95 20220276 顺子的醇天 湖南工业大学 袁招弟、曾绍荣、张欢、凌培栋、金友平 李青、刘四化、马楠柯、龚亮 3

96 20220267 啊对对对队 湖南工学院 童圳、刘鑫、罗江欢、胡志鹏、刘孝富 刘水林、王津津、刘宁、伍素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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