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文件

中国高分子大赛组委会〔2020〕5 号

“孙武故里，美丽广饶”华盛橡胶杯· 第八届中国大学

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初赛结果公告

各高校及参赛团队：

根据《关于举办“孙武故里，美丽广饶”华盛橡胶杯·第八届中国

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规定，大赛于 2020年 4月启动，

初赛于 9月 2日结束。大赛组委会根据初赛评审结果，选出 54件作品入

围决赛阶段的比赛（晋级团队名单见附件一）。未入围决赛的前 66名获

得大赛三等奖（三等奖获奖名单见附件二）。

第八届 PMC大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 2020年 10月 22日至 24日在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举行，届时将评出特等奖 3名，一等奖 9名，二等

奖 42 名 。 请 入 围 决 赛 的 参 赛 团 队 登 录 PMC 大 赛 官 方 网 站

pmc.rubbervalley.com，点击进入“资料下载”模块，下载《第八届 PMC

大赛决赛申报材料模板》，要求于 9月 30日前提交团队风采照，10月

20日前完成决赛材料提交（包括申报书、PPT及其他支撑材料），所有

材料需提交至大赛邮箱 pmc@rubbervalley.com，一经提交不再允许修改。

三等奖获奖团队请登录 PMC大赛官网 pmc.rubbervalley.com，点击

进入“资料下载”模块，下载《三等奖获奖信息回执》，于 9月 30日

前将回执发送至大赛邮箱 pmc@rubbervalley.com。获奖证书将在大赛结

束后统一发放。

请所有入围决赛的团队队长（每队仅限一人）加入第八届 PMC 决



赛交流群：864470132，用于决赛期间各项信息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2020年 9月 2日

附件一：第八届 PMC大赛决赛入围名单

附件二：三等奖获奖团队名单



附件一：第八届 PMC 大赛决赛入围名单

高 校 参赛团队名称 参赛队员

北京化工大学 器利善工队 李玢竹，张琳，郭雨舒，常洁婷，史泰龙

北京理工大学 凝银促愈 赵琳，张静华，马琰，黄炜婷

滨州学院 满腔“热”忱 杜云慧，盛喜庆，郑荟允，赵鹏鑫，孙海训

长安大学 绿塑团队 李庆俊，田渊，席子耘，杨慧雨，刘可心

常州大学 U创团队 吴旭晖，危志杰，严茂引，季媛，刘欣蔚

常州大学 光“纤”亮丽 吴谦，张帅，王睿晨，魏慧丹

重庆理工大学 未来之光 王中豪，张永峰，高亮，王畅，郑贤

重庆理工大学 雾都香草 周倩，郑言，徐建蓉，周程琳，唐问记

东北石油大学 东油微胶囊 李卡卡，张茗珺，李新凯，金佳赢，王春宇

东华理工大学 吸钍部队 张世傲，赵季洲，谭佳乐，戴雅红

东华理工大学 Unique Rising Team 张卓凡、施晓杰，鲍文利，冷雯鹃，赵伍子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寰汇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刘钧宜，刘休传，赵梦，章羽茜，郑柏涛

福州大学 骨肉相连队 李飞翰，刘晓晨，曾亮丹，阮任杰，孔琳淇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NanoFun 杨晓琳，方佳怡，叶照樑，梁滢莹，程辰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

术学院-石家庄学院
望远防雾剂 高博宇，闻琦，时震，王思，张伟亮

河海大学 绿色塑源 董锦云，朱雨，杨妍，张佳玲，于乐园

湖北工业大学 创优绿源队 徐昂，万成龙，刘倚帆，丁蕊，曹敏



华南理工大学 硅酮超人队 陈心渝，傅育槟，赵欣，罗怡婷，李睿

华南理工大学 自愈阻尼材料团队 盛叶明，蒋晓霖，王敏慧，徐敏

华南农业大学 SCAU无微不酯队 窦子睿，鲍玉琪，盘军，沈澜，黄凯西

华侨大学 季来之则铵之 雷嘉华，崔兆锋，叶日辉，黄一展，高贺磊

江南大学 江南材子 潘威豪，陶俊杰，杨晓，郭晨曦，窦鹏

江苏理工学院 赛碳环保 李冉，朱先涛，赵国庆，宋昊，张萌根

江苏理工学院 变废为宝 孙立文，张玲，张胜雄，吴艳婷，张静蕾

聊城大学 净芯环保 吕雪燕，刘港，潘文月，潘剑，战立慧

南京工程学院 “塑”战速决 董铁男，张永盛，刘奔，余慧丽，顾海龙

青岛科技大学 筑梦蓝天 董凯旋，王传伟，国钦瑞，蔡磊，任慧成

青岛科技大学 奋勇橡前 李英哲，苑欣娜，李珊珊，孙颖嘉，李琳

青岛科技大学 传动新声 刘玉红，张白浪，袁称心，王玉坤，孔慧馨

青岛科技大学 “烯”之所“橡” 魏玉展，宋庆文，韩雪敏，程玉新，李志伟

青岛科技大学 别具匠“锌”队 翟晋葶，孙嘉诚，卢航，邵一鸣，李想

衢州学院 东氟先锋 周晓丽，娄晓歌，夏自强，张天琦，储涛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清源创

业团队
宋志政，周润声，许昌，张圣予，褚全杰

山东科技大学 晟一团队 尹淑君，赵泽晖，刘梦茹，张圣予，侯瑜

山东理工大学 齐膜净水 毕珲，马文怡，李汝哲

山东理工大学 追梦加油队 张曼琦，胡希敏，董添宝，韩文渊，郁宸

陕西理工大学 极光变色龙 卢雯，田东，张心宇，李耀辉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覆铁优锂 肖荔鹏，张宸濠，叶丽珊，吴杰达，倪永基

四川大学 川献染 张小康，何海伦，冉献川，陈鹏，江豪

四川大学 海默费列 李苒，汪文洁，李雯欣，刘贤达，宋昕

四川大学 水污染终结者 杨光，刘晓璇，冯文蕾，李媛媛，杜柳

四川大学 抗菌防龋队 邢泽远，陈诗帆，凌子玥，许晓洋，王玉娇

武汉工程大学 WIT莘芯向柔队 冯新畅，师雯，吴小玲，何明宏，孛金钰

武汉工程大学 WIT 清源队 王成，石遒，靳易桥，王佳静，段淼

武汉理工大学 油水分离专家 张健，雷志杰，李艳涵，李欣，陈曌

武汉理工大学 绿色电容小子 康国煌，吴心茹，王宇豪，李哲

武汉理工大学-四川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
碳囊取物 邓宗义，施禾羽子，陈全贵，张阳，罗成

西南科技大学 至强 蒋欢，卢彦志，刘骜杰，张世峰，陈诗韵

徐州工程学院 辨璞择真队 刘浩，於舜尧，李兰勖，莫晨曦，孟子杰

烟台大学 分而后锢 高璇，巩攀，张金凤，刘珂欣，段树坤

郑州大学 肿瘤终结者 张刘洋，庄田田，高婷婷，金泽，魏小洋

中南民族大学 环环相扣 米晓茜，王瑞童，许海锋，杨能，胡家瑞

中南民族大学 膜附金材 汪双元，赵江，周雨施，唐垣钰，印彬岑

中南民族大学 碳为观止 刘佳恒，黄灿，邵雯柯，马千，喻娟



附件二：三等奖获奖团队名单

高 校 参赛团队名称 参赛队员

安徽大学 莱纺阻燃小队 高洪杰，王柱，刘洪平，张铨，樊业澄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创造未来 韦群桂，于利媛，韩峤钰，艾佳，高珊

常熟理工学院 GreenChem材料科技 秦旺洋，王珩，郭路遥，古玉川，蒋浟

常州大学 2048 张晓静，王俊儒，胡漫玉，余彬，蒋彩荣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固特易 王祥龙，张和森，杨天宝

重庆大学 硅藻智能材料团队 葛广谞，王润之，李慧杰，刘川燕，席乾

滁州学院 NiKe 踔厉 刘道俊，贺雨生，任思佳，刘晓晴

大连理工大学
全球高性能工程塑料

领航者
徐沛，王怀姣，王沈帅，王姝，张怡

东北林业大学 释药之膜 王宇宁，焦天宇，李梦欣，郭子亿，马永铭

东北林业大学 无胶以 he 王瀚，尚欣宇，陈禹成，杨礼灯，叶琳

东北林业大学 击鼓之后 赵隆英，朱昊鑫，钱俊鹏，侯星州，余宸雷

东华大学 先“蜂”有 Young 卢飞扬，谢静，于懂子，李彪，杜雪

东华理工大学 以滤攻绿机动队 王珊，平崧，陈显春，池思缘

福建师范大学 螺旋静电之光 杨继忍，赵梦，黄嘉慧，唐圣宇，江若诗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筑梦之路 苏似鑫，张绮琪，萧敏婷，梁向，汤锶琪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藻映创业团队 韦文静，詹锐涛，郭象进，王嘉琪，梁锦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
Sots

（Soundofthesilencing
靳义飞，张浩，叶俊豪，刘英泽



静寂之声）

河南师范大学 聚能 SpongeBob 曹冠洋,李昊翰,张振楠,王宇贺,宋高航

黑龙江大学 电光队 樊丰源，刘语林，李东旭

华南农业大学 科研小分队 支璐，梁海燕，何智鹏，柯燕子，奚之昊

华南农业大学
高值低价绿色复合材

料队
陈磊，徐俊杰，夏炳钰，程奥凯，田雨森

华南农业大学 青春筑梦队 任欣乐，龙燕君，郑碧霞，高文远，崔祎龙，

淮阴工学院 类玛雅蓝战队 蒋睿雯，杨昌佑，叶婷，陆晓庆，夏正旺

集美大学 绿创团队 何颖珊，傅文君，詹嘉霖，陈会景，张聪

济南大学 神“硅”无敌 王荣琪，陈嘉俊，李玉涵，杨姗姗，侯崇洋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消失的聚氨酯 来苡琳，潘静，章学嵘

江南大学 纳米纤维与绿色能源 郝嘉策，王灿，张颂歌，胡婧雯，赵思雨

江苏海洋大学 海洋针探 吴季，谢阿迪，胡明盖，耿吴越，朱湘贵

江苏理工学院 凌波微 吴丹琦，胡译文，张馨元，王聪，裘婷婷

金陵科技学院 复材励志队 陈田恬，侯柏祥，姜晓杰，丁艳，田赟

兰州理工大学 RAN GROUP 吴迪尘，党学超，张新瑜，董济珲，王志军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绿色先行团队 王佳鹏，漆福全，姜娥，赫桐桐，刘世聪

黎明职业大学 黎小化 胡採鑫，林利娜，张少杰，吴鑫明，万铭彤

鲁东大学 “窗”世纪 孙泽乾，邵浩健，黄烁，王海丽，曲柯宇

鲁东大学 伟邦 刘云飞，董华路，张浩然，汪佳璇，任东赫



南京工业大学
环保型预防性路面养

护材料研究团队
龚赛，孙攀，赵曜，王棋酉，何爽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膜”法师战队 张福磊，柏立超，李程，祁茜，陈朴漂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轩迈 柳之乔，张子牧，潘莹，朱雨晴，薛凡

青岛大学 强筋健骨 田崇澳，陆鸣嘉，王宇航，王雪洁

青岛大学 可注射水凝胶团队 陈建宇，王佳庆，王洪坤，魏越，葛叶鑫

青岛科技大学 北创 813 李廷廷，吕小健，崔胜恺，徐祥，沈照羽

青岛科技大学 智储薪材 田雅，王宝盈，路燕，李志远

青岛科技大学 “肽”然自若队 程玉新，夏明欣，费红涛，张成业，苏琳

青岛科技大学 橡心电子 黄凯，姜立聪，杜雨倩，王京超，郑星富

青岛科技大学 窗明己净 赵浩森，卫振环，沙元彤，卢怡臣

陕西理工大学 无痛微针的领路者 张鑫，程少华，梁攀旭，李万顺，王渺

四川大学 3D碳方 安迎雪，张丁月，吕春正

四川大学 光之队 杨燕霞，段芳红，张桢溥，赵勇建 ，陈浩东

台州学院 马里奥小队 郭璞曦，江荟，黄倩，王渝，刘秀秀

潍坊科技学院 科技兴农队 高辉玉，杜帅，赵雨欣，蔡文鑫，张代鑫

五邑大学 凝胶不负天下人 戴华超，刘嘉乐，林茂钰，王康澎，郭盛柱

武汉工程大学 纤与千寻 吴小玲，蒋如意，寇靖婕，冯新畅，杨婉茹

武汉工程大学 WIT-雪中送暖队 师雯，刘杨，张梓楠，张子豪，胡芹

武汉工程大学 食品“健康码” 张金玉，李静，龙彦宏，谭义可，杨成健

武汉工程大学 进击的材料人 王祖浩，安杏平，张淑敏，杨巧，张烨



西南科技大学 超二代小队 彭钰峰，龚智博，何奇声，刘静，李海龙

西南石油大学 前涂光明队 吴洪波，于明伟，吕燕军，刘成，张国平

徐州工程学院 随波浊流 周智存，刘强，李勋章，陈媛媛，冯勇鑫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绿聚人组合 吴明义，徐可，任子旭，王杰，张政鑫

盐城工学院 NCM团队 王冠喆，韩琳，承钟涵，吴猛，张晨阳

扬州大学 聚磁而为 杜嘉逸，王琦，郑棠月

扬州大学 你好传感器 张维妙，王栋，张曙，吴利胜

枣庄学院-青岛大学 中“硫”砥柱 于方硕，孙志欣，魏金瑜，王晓东，侯宇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三下五除二 葛明娇，张舜，毛万强，游钖霖

中南民族大学 有韧有余 李豪，卢燕芬，唐美玲，田皓，柏林

中南民族大学
Polymer 殊途同道研究

小组
彭梦洁，张淳茜，郝鑫源，刘文龙


	“孙武故里，美丽广饶”华盛橡胶杯· 第八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初赛结果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