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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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21〕3 号

“孙武故里，美丽广饶”第九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

料创新创业大赛网络报名结果公告
各参赛单位：

“孙武故里，美丽广饶”第九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

大赛（以下简称“第九届 PMC大赛”）网络报名工作于 5月 31日结

束，本届大赛共有来自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 148所高校 626支

团队报名参赛。

根据中石化联人发（2021）97号《关于举办“孙武故里·美丽

广饶-第九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相关规

定，6月 1日至 6 月 30日为初赛申报材料提交阶段，请各报名团队

进入大赛官网“资料下载”模块下载初赛申报材料模板（包括初赛申

报书模板及报名附件模板），撰写后通过大赛官网“资料下载”模块

以 zip压缩包格式提交。

7月 1 日至 8月 31日为初赛评审阶段，申报材料经无痕化处理

后，交由大赛评审团进行评审，大赛组委会将于 9月初公布入围决赛

的团队名单。

第九届 PMC大赛网络报名团队名单已附于附件中，如有信息漏

报、错报，请相关负责人于 6月 6日 17时前联系大赛执委会办公室，

经核实后予以修改，过期不予处理。所有报名团队将获得电子版参赛

证书，证书将在 7月中旬以电子邮件形式分批发放。



请各参赛团队关注大赛官网、微信公众号、大赛 QQ群、微信群，

及时了解第九届 PMC大赛最新动态。

附件：第九届 PMC大赛网络报名名单

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2021年 6月 1日



附件：第九届 PMC大赛网络报名名单

高校 团队 参赛队员

安徽工程大学 3+2 队 刘慧慧，刘美晨，王华栋，杨锐，张世杰

安徽工程大学 Material knight 孙国臣，杨露海，余方杰，杨钦钦，吴军

安徽工程大学 伯通队 华宇，刘琼琼，冯轩，赵苏园

安徽工程大学 材料超新星 夏文，郝海涛，赵肖磊，陈家俊

安徽工程大学 动如脱兔 任宇，杨欣，沈瑞

安徽工程大学 高电雾化 刘仁青，陈欣靓，宋琪，葛绍豪，侯财进

安徽工程大学 高分子突进队 朱玉寒，张文雅，夏雨婷，陈小凤，胡蕾

安徽工程大学 解救橡胶队 耿亚婷，胡澈，吴婧宸，夏守俊，赵嘉欣

安徽工程大学 开拓者队 欧阳邦杰，封彬，段元漳

安徽工程大学 快乐实验队 王蕾，童婧婧，赵韵竹，姚焰，黄植

安徽工程大学 老实巴胶 丁玉佳，王玲玲，丁敏敏，孔维龙，汤可望

安徽工程大学 硫硫化物纳米结构 纪宇婷，亓锐，吴斌，徐依诺，李艺

安徽工程大学 绿水 赵磊，周堂，赵玲玲，刘锁，李曼

安徽工程大学 毛毛虫战队 桂旭，毕慧琴，张家宝

安徽工程大学 使命必达队 唐秋雨，姚春莹，楼思贝，马兆臣，许海峰

安徽工程大学 五颗星队 汪程，刘彪，李良康，孙志强，杨传龙

安徽工程大学 橡胶攻坚队 冯轩，赵苏园，夏守俊，王航，赵海兵

安徽工程大学 薪火 忻志凯，吴彤，孟轩昂，马子健，栗富翔

安徽工程大学 星星之火 胡允芹，崔婉颖，李艺，刘本海，孙浩



安徽工程大学 荧光之丸 刘雅雯，刘安，宋红，刘智博琦

安徽工程大学 优质青年队 胡宇龙，翁闽闽，孙静茹，严石勇，纪宇婷

安徽工程大学 增强橡胶队 王其来，凤源，汪雨星，王航

安徽工程大学 智联小队 樊梦瑜，孙秀伦，孙志平，康若蝶，刘伊凡

安徽工程大学 逐梦者 郝海涛，夏文，赵肖磊，陈家俊

安徽工程大学 祝融队 张梦凡，黄其振，胡煌，洪欣

安徽理工大学 AUST净化团队 李硕，李大为，吴远楠

北京服装学院
Advanced FRPET

Team
杨说，马天怡，刘燕燕，李景涛，陈睿

北京服装学院 碳点阻燃小分队 顾伟文，刘彦麟，马国聪，崔佟然，刘小婷

北京服装学院 一飞冲天 刘彦麟，徐俊杰，王水莲，崔佟岩，顾伟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颗塑料牙 姚一凡，裴仲阳，李昀，董百文

北京化工大学 CNS培养皿 周易，赵怡慧，方乐欣，郑雨璇

北京化工大学 Macro Dream 杨庆坤，曹志成

北京化工大学 Piiiiisa 王毅，姜沛竺，王烁今，李建华，王信霖

北京化工大学
γ聚偏氟乙烯的拉伸

行为及压电性能研究
朱佳星，周玥，范智瑞，姜泽浩，吴带坤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5G通

信关键聚合物创作团

队

高兆圻，林子博，胡耘熙，唐成搏，林仕举

北京化工大学 不溶不熔不咕不哭 崔秀瑞，陈思博，谢玉洁



北京化工大学 复材之星 谭帅亲，秦楠，李舒云

北京化工大学 摸鱼部队 郑沁洋，刘哲彤，李新尧，黄昱，杨骏彪

北京化工大学 生材不息 陈思泉，李诗洁，杨晨语，赵文天

北京化工大学 生物基高材生 赵怡慧，赵漫，龚亚星，孙晨玲

北京化工大学 顺水推舟队 刘鸿烨，刘晨润，刘霁仪，徐振东，彭宇行

北京化工大学 熄灭那个小火苗 吴金晖，颜麦琪，史泽敏，张一涵

北京化工大学 一见仲情 全浩源，魏硕硕，廖程辉，黄一辰，谢昊男

北京化工大学 自己人战队 鲁文悦，陈彦蓓，安芮萱，詹栋，张诚致

北京化工大学 做完实验开派队 张鹏，张笑闻，张旭博，张纪魁，吴橦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创新飞扬 谢星，王海龙，李浩然，陈思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功材 181 朱彤彤，赵博，邓竹钧，杨正宇，郭媛媛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环森科技 拜雪梅，刘洋，朱进恺，赵全伟，曹宇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绿色电池团队 王宝磊，谭鸿钟，王树茂，赵欣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梦想之帆 李艳红，张昊，赵明，陈泯含，陈辉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明日之星 赵明，李艳红，张昊，冯晓虎，张笑通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拼搏 杨润琪，张浩晨，牛远清，韩锋，蔡坤彤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热之翼 王海龙，谢星，陆慧婉，陈思，韦群桂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未来之光 于利媛，陆慧婉，王炅，王帅龙，杨煜琛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吸“红视”首富 孟祥肖，李振刚，刘潇涵，金龙池，黎奇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一墨纤金 刘雨辰，朱波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荧创骄子 付贵茂，秦先财，杨浦，何诗峰，薛蕊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荧感科技 贺永晴，侯宝龙，谢龙鑫，傅杰

长春工业大学 “塑”然起“境” 吴桂辉，李昆育，孙轶男，程建斌，刘艺杰

长春工业大学 浆新独具团队 颜天文，刘浩，李世义，翟原原，王乐

长春工业大学 融水清尘 徐璐，胡艺伟，吴高澄，徐海超，张艳海

常熟理工学院 GreenChem 秦旺洋，吴静，蒋浟，李欣洁，沈芸

常熟理工学院 纳微节能复合团队 武鹏飞，戴晓磊，刘鹏，刘新宇，秦雨衡

常州大学 绿肺"生基" 殷鹏，冯苛玉，李海松，康帝，张承诺

常州大学 欧炬创业团队 傅涛，戴彦恺，熊浚翔，范怡，邱旺

常州大学 微电膜材 马燕，胡嘉慧，胡超，郑慧，蒋彩荣

常州大学 雅领团队 薛志宇，戴彦恺，常嫄，黄蓓，章雨慧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微创助手 吴捷，章嘉帧，张奇岳，苗林涛，吴星

成都师范学院 可塑之才 王荣，张家华，杨淑妮，张佩炜

池州学院 老冰棍 侯义晴，方冉，丁昕，闫昊

池州学院 未来可期 陈泳，余木兰，汪成，梅颖，刘洋

池州学院 一元一根老冰棍 侯义晴，方冉，丁昕，闫昊

重庆大学 “炭”为观“治” 徐冰，赵念怡，张帆，薛芷榕，王若冰

重庆大学 腐蚀抵御者 葛广谞，廖麒喻，易何馨，李慧杰，李函芮

重庆大学 复元 沈婷，顾明希，任乐，胥沁茹，文晟林

重庆大学 硅藻智能材料团队 张益帆，王垚璘，滕昊，郑钛鐘

重庆科技学院 一“芯”一意 闫谨，黄凯萍，杨家威，李廷玲，杨蔓

重庆理工大学 晶材纷呈 郑言，王畅，周倩，杨艳，皮冰雪



重庆理工大学 聚焦渝理 高亮，郑贤，陈小红，郝金秋，余星宇

重庆理工大学 开雾睹天 艾细彤，王倩，李素兰，吕江，李林欣

重庆理工大学 翼湿无瑕 皮冰雪，任天赐，朱凌雲，李沛鑫，陈恒

滁州学院 Book 思议 汪健锋，杜佳慧，谷静娴，张澳博，桑瑞

滁州学院 Ink Dreamer 刘鹏，梅露，杨毅，黄香相，刘晶晶

滁州学院 滁城 Film Collector 温瑞瑞，朱慧敏，曾梦月，谢宗伦，吴丹

滁州学院 人鱼材料 马士保，马克，吕博文，吕博文，张浩岩

滁州学院 亭城膜幻 管其帅，洪语晗，李振雨，马紫薇，侯欣睿

滁州学院 卓越X人 居学琴，黄文刚，郑尧，李享，陈珺博

大连理工大学 大工高材生队 曹雨涵，刘芳，王婧怡

大连理工大学 高能试验田 刘澍鑫，杨正，成伊林，再米热·买买提艾力

大连理工大学 抗癌先锋队 焦子悦，程屹，闫美玉

大连理工大学 凌有纤坤 陈秋杉，范红雨，王雅婷，韦淑宁，姜楠

大连理工大学 碳囊趣物 李姝慧，赵涛福，何之源，徐鑫，刘欣悦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说石迟，纳石快 赖聪聪，袁雪莹，黄佳淇，文锦红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有温度的科研小组 杜文澔，梁浩深，郑雅汶，胡镕麟

东北大学 逐梦青年 李婷，刘富刚，刘传值，张梦竹，姜超

东北林业大学 留春驻 张金龙，孙策，郑丁源，薛磊，左雨莲

东北林业大学 木清流 薛磊，郑丁源，张金龙，万深玮，王子乔

东北林业大学
纤维素与天然产物不

得不说的二三事
曹劲松，秦冰洋，王子晗，邵冠松



东北林业大学 因材施胶 阚雨菲，张苧露，王翰骐，孙铁鑫，张馨宁

东北石油大学 高材剂济 张睿，张驰，张诗晗，刘臻燃，孟静静

东北石油大学 疏而不漏 景境，张聪源，于婧瑶，曹艺涵，张宝双

东华理工大学 "膜法释" 吴莹，左俊，王珊，刘垚，曾庆谱

东华理工大学 “材”到“污”除 左俊，刘垚，王珊，吴莹，曾庆谱

东华理工大学 “膜”法小分队 晏乐安，李鹿，肖曜东

东华理工大学 “膜”力无限 孙文杰，张辉平，余志武，郑庆妍，李福楠

东华理工大学 “锌”“镉”魅力 吴玉楠，钟祖旗，郭静，谢素鸿，胡子丹

东华理工大学 ”铀“志者事竟成 何晓，张德行，刘靖，毕诗曼，高茜钰

东华理工大学 L.Dreamer 团队 刘垚，刘彤，刘志海，陈俊杰，李可

东华理工大学 U光焕发，元气满满 辜淑芬，郭利娟，尹梦佳，赖玉莲，徐颖

东华理工大学 促排保健品研发团队 万芳，胡佳慧，刘家丽，谭琴，郭子俊

东华理工大学 氮芯竭力 高宝峰，刘方煌，谢怡新，肖曜东，郭俊豪

东华理工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灯芯草

团队
万时韵，孟寒雪，顾盼，王星，李日京

东华理工大学 飞梦小分队 刘珊，魏玮，徐惠玲，胡家榆

东华理工大学 敢想慧创队 钟昌霖，周兴盛，吴桢，郭彤彤，谌艺瑞

东华理工大学 果蔬保鲜团队 胡志勇，陈佳玉，邓俊红，吕思佳，徐涛敏

东华理工大学 和光同尘 历杰，谢友森，孙忠宽，刘艳，陈丹艳

东华理工大学 核素分离研究组 李子凡，董文洁，张珍珍，刘嘉宇

东华理工大学 核素吸附 张珍珍，李子凡，董文洁



东华理工大学 聚铼者 王学炜，王佳敏，谢实雨，龚佳帅，程文滔

东华理工大学 粮身定做研发团队 王星，毛小敏，李呵呵，汤佳，徐纯

东华理工大学 鹏程万里队 程琳，李倩，朱翔

东华理工大学 氢水科技 谌艺瑞，罗锐，王嘉睿，钟昌霖，段元凯

东华理工大学 氢云之志 周兴盛，吴桢，钟昌霖，田文琴，林良祖

东华理工大学 守口如芯 黄前，魏玮，李子凡，徐惠玲，刘珊

东华理工大学 水“芯”所欲 鲍云云，李艳，朱国宁，何键群，曾文苑

东华理工大学 水芯所欲 赖奇，平崧，陈彦宏，梅志婷，彭楠

东华理工大学 吸“铀”大师 朱志强，王诗平，彭煜恺

东华理工大学 吸钍部队 赵季洲，柳盼，张世傲，刘鹤

东华理工大学 希望之光团队 张涵，李嘉莉，黄苏萍，王健翔，江欣琪

东华理工大学 一颗红心向太阳 南华瑞，裴佳莹，龚文娟

东华理工大学 一路”铀“你 陈茜茜，谢友森，朱海峰，孙忠宽，付映文

东华理工大学 跃起动力队 张辉平，赖玉莲，徐颖，郭利娟

东华理工大学 云隙光平 郭利娟，薛金铭，裴佳莹，杨江楠，辜淑芬

东华理工大学 制粉之家 黄前，李严鹏，谢金华，席群丽，彭文浩

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旅游

商贸职业学院
希望之光 吴苗苗，张涵，李嘉莉，王健翔，江欣琪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承”风破浪 孙茹平，候芙蓉，蔡瑞康，于雅文，陈敬益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超强波 丰加旺，孙海丽，忻世慧，李雅茹，葛云云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魔力“烯” 谢永新，马嘉蔚，孙世禄，马胜利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众智成团队 温晓霞，柴红霞，杜丽敏，王俏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追梦 李凯心，段亚君，王厚旺，林琳，崔容萍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本然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螺旋静电之

光）

桂思，赵梦，吴心怡，林毅得，郑睿萱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寰汇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胡晨雯，刘钧宜，唐圣宇，李墁墁，吴志伟

福建师范大学
福州阻防抗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刘钧宜，何振乐，何诗婷，易冰，黄雅琳

福建师范大学
寰汇环保科技产业技

术研发中心
洛宇，唐圣宇，吴燕雪，林海丽，林周琳

福建师范大学
寰汇环保科技技术研

究中心
赵梦，刘钧宜，曾董婷，杨燕玲，温绮梦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轻工绿“塑”团队 蔡园雪，方秀芹，何泽涵，刘嘉欣，郑胜昌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筑梦之路 叶洁怡，吴启升，成裕强，廖乐桦，赵崇耀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DHEC(Dendrimer

High Exhuasted

Chrome)

周逸儒，何文霞，詹炼龙，陈宏柱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NanoFun 方佳怡，梁滢莹，叶照樑，程辰，吕英杰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超超清洁制革 蔡志宏，袁均华，吴财星，林广然，邬智铭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除色拔萃 曾枫涛，谢泽武，王华盈，杨永钰，胡清娣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创塑未来 魏润林，黄奕儒，官丽姗，林美芳，詹炼龙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锦颖诗团队 李诗涛，黄晓平，莫金凤，余梓豪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绿色阻垢 陈友怡，邱基森，杨子龙，张浩天，邱永钦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醛面防火 洪泽锋，何煜基，梁心贤，朱文清，李槊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柔科时代 杨梦洁，曾俊贤，肖歌，蔡琦婷，钟瑞玲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藻映新材小组 吴云飞，林碧雅，张佳治，刘镇波，王周磊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木聚合高分子 袁腾达，邹羽凡，庄培灿，李建霖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DE"胶"通 钟成杰，张亮浩，李导远，梁明珊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创通之星 钟成杰，张亮浩，李导远，梁明珊

桂林理工大学 泔韵团队 徐含睿，孙丹阳，黄仕杰，唐传扬，卢淼

桂林理工大学 桂磷之光 蒙义德，吴玉环，张啸峰，张贝贝，罗吉

桂林理工大学 龙米水 王嘉怡，杨雨臻，卢昭，唐炫思，张晴

桂林理工大学 柔性 4D材料队 温澜涛，覃迎喜，贝晓悦，柳雁，金新艳

桂林理工大学 荧光棒 劳奕佳，李世颖，赵含，罗吉，陈炳秀

哈尔滨工程大学 Hots(Hope of the star) 靳义飞，张珺赫，张柳，叶俊豪，张子信

哈尔滨工程大学 敢为人酰 张子信，张洁，陶康康，李亚辉，王超伟

哈尔滨理工大学 防腐小队 刘晋明，都书强，刘凯旋，王嘉莹，李晨豪

哈尔滨理工大学 绝材争霸 高峰，仇昕月，张馨月，徐行

哈尔滨理工大学 开拓者 刘晓龙，张娅，王伟，王超峰，张思远

哈尔滨理工大学 龙江东北虎 沈星宇，韩超，陶鑫炜，张明婷，孟丹丹

哈尔滨理工大学 潜心潜意 袁宁梓，孙雪，高峰，余里达，王清野



哈尔滨理工大学 叁第传感 赵雪敏，季增仁，张振楠，王伟，张娅

哈尔滨理工大学 挑战者 王伟，王超峰，张娅，张思远，赵雪敏

哈尔滨理工大学 我墙任我强 邹明贵，马续，廖小龙，付安然

哈尔滨理工大学 知行统一 钱李承，孙秀明，刘政坤，武笑旭，张琳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猎客科技 张波，张鑫宇，兰洪睿，李伟良，武婷婷

海南大学 海盐冰激凌 程仕泓，刘欢

海南大学 海之南盛胶团队 谢文谊，喻伟哲，黄晓蔚，熊思纯，王偲

韩山师范学院 环保大使 林同学，马同学，黄同学，曾同学

韩山师范学院 环镜 李胜杰，刘俊，何祥基，郑凇灵，梁宇慧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材料未来 石甜甜，方卓晗，陈夏伟，刘枫，王鑫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膜法世家 范秋瑾，洪秋林，吴彬彬，孙以锴，陈家辉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长生药剂 朱梦佳，丁阳，周逸鸣，罗小龙

合肥工业大学 “分手”小分队 章佳杰，管锐，马菲菲，李东昇

合肥工业大学 工大橡胶加工队 汪宣言，姜骁骉，董磊，李清源，高天天

合肥工业大学 凝胶特工队 王立靖，余思霖，彭宗顺，张威，王倩

合肥工业大学 小异构 大梦想 徐赫，王子豪，黄华超，冯睿琪

河北工程大学 创新团队 胡澍，赵礼陌，邱嘉瑞，曹家乐

河北工程大学 久而醚坚 王议正，郝燃泽，马佳莹，王天龙，邱嘉瑞

河北工程大学 三农小分队 刘闯闯，李进伟，闫家慧，李凌慧，张嘉璐

河北工程大学 透镜先锋队 邱嘉瑞，赵家乐，田玲利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 “玉宇澄清”--抑尘 余璇方，李运，李洋，程浩，杨子垚



学院 剂团队

河南大学 EUS团队 吴佳，李守茜，严中秋，郭金青，郝江珊

河南大学 无画可涂 郭亚琦，李思琦，范景辉，张铂昊，陆新玉

河南大学 夏凉科技 宋浩，郭晨曦，朱柯珍

河南大学 众所周“脂” 周润泽，张文佼，张雅茗，王湘宇，柴重阳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型智能敷料 徐泽辉，

河南科技大学

“纤材有道”——混

杂纤维复合材料全球

领先者

雷强，周草彬，汪祥龙，欧阳蔚，陈秋宇

河南科技大学 天纵奇材队 朱登远，王雯，李倩，周梦阳，吴东阳

河南理工大学 材不“辐”输 刘明，刘秋晨，余佳佳，甘甜甜，邹开娟

河南理工大学 可塑之材 蔡靖，续富琴，刘明，郭治颖，张筱怡

河南理工大学 气电魔术 于恒懿，续富琴，杨子涵，娄涛，秦楠

河南理工大学 拾材追梦队 续富琴，杨小勇，马志辉，于恒懿，郭治颖

河南理工大学 天生我材 杨小勇，续富琴，蔡靖，牛亚鹏，刘秋晨

河南理工大学 智联队 马志辉，杨小勇，史俊杰，胡琛，娄涛

河南师范大学 锂想能源队 赵梦琪，张柯欣，杜成龙，毕东伟，刘茹

河南师范大学 烯远制造团队 李思颖，王新宇，刘佳怡，李媛媛，郝文慧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中医

药大学
极制科技队 宋高航，韩嘉琦，户召淼，邢怡，王子戈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光催化”科技小队 杜新淼，房安全，宋向博，陈星，曹亚坤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安全卫士 张博士，张梦龙，申甜莉，张家鹏，张晓磊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慧呼吸-护健康 朱津毅，史帅杰，张浩洋，朱豪基，张心爱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聚创团队 来熙莹，张家鹏，马福雨，黄龙辉，谢伟乐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绿色催化先行专家 杜水苗，来熙莹，李维涛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智能除醛天使 赵佳磊，李加旗，尹佳琪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重康生物科技小组 刘树志，蒋艺格，来熙颖，伊佳奇，时帅杰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轴大成团队 张博士，张梦龙，申甜莉，张家鹏，张晓磊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自然之道 马心创，宋园园，刁可心，李大魁，李晓兴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星火战队 赵亮，王杰

黑龙江大学 光电队 刘一含，郭金月，刘曦，李婕，夏世璇

湖北工程学院 “晶”益求精 胡强，陈奥，郭荣，聂黎霄，游得康

湖北工程学院
春晖湖畔“金”“钛”

合一
周林，黄曼，孙凌豪，龚先艳，陈肖

湖北工程学院 向攻克癌症进军 李铭超

湖北工程学院 阻燃小分队 侯如意，梁力旭，孙德洋，李绍维

湖北民族大学 润物无声 满伟珍，刘兴爱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永恒止退＂复材战

队
丁梓怡，乔鹏程，韩玉龙，白浩龙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材能兼备 乔鹏程，李育骏，范斯特，宋浩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分子未来队 任凯欣，冯啟江，王宏哲，伍雪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钴基咕叽 游世方，王子赫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实焰 潘小龙，向钢，吴思闻，刘超琼，陶鹏

湖南大学-青岛科技大学 智感橡胶 李文浩，张艺茹，陈颖，周中杰，陈雷

华南理工大学 高创打工仔 张琨，张源，岑文涛，李隽炀

华南农业大学 “胶”汇灵感 刘菁，王海燕，王丁彦，咸赛赛，李堃玮

华南农业大学 多功能材料制造者 温冬贤，江梦虹，苏浩岚，王铭浩，吴芷漩

华南农业大学 咕咕大队 练梓棋，陈蕾，黄嘉豪，陈纪龙，廖丽贤

华南农业大学 纳木机智 赵宁，刘美晨，何亮亨，赖静云，罗祥林

华南农业大学 疏水柔材 支璐，陈彦求，窦欣元，王彦博，林禧

华南农业大学 颜脂巅峰 彭晶颖，陈倩，彭俊钦，郑碧霞，都蕾

华南农业大学 一网打尽队 陈磊，夏炳钰，李登科，刘飞燕，陈倩

淮阴工学院 晶微球晶 苗正瑞，高吉，赵洁仪，冯颖，高翔宇

淮阴工学院 类玛雅蓝团队 唐屿昕，蒋睿雯，王雨星，刘希燃，谢尔尔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先锋 邱金桥，吴畅，于淮，喻双，陈羽婷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容锂先锋 巨盟池，梁译文，郭智能，康欣悦，陈羽婷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烯有橡胶 任佳会，喻双，李学峰，桑荟宇，付毓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旋舞团 喻双，邱金桥，梁志超，姜宣名，张艺莹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液体黄金 张博，桑荟宇，贾腹蓉，周旭，王艺儒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银管金料 高欣雨，喻双，李学峰，刘銘炟，于吉祥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工业大学
环保卫士 孟令鑫，杜天宇，刘雅楠，刘銘炟，马宏飞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膜力无限 陈璇，喻双，李学峰，刘銘炟，于吉祥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工业大学
烯有材料 陈璇，喻双，牛金宝，刘銘炟，高欣雨

吉林化工学院 37.2℃ 刘羽，王露鑫，王薇

吉林化工学院 EMI-Ss 张赢元，刘毛林，武泽超，田雅粟，张碗婷

吉林化工学院 WIN GROUP 王孝鹏，郑晓东，薛浩文，冼首丽，马艺双

吉林化工学院 崔化基 龙礼坤，吴彦辉，张予民，张钊，万牧杭

吉林化工学院 探路者 谭畅，李佳欣，吕春阳

吉林化工学院 晞泽团队 王虹玮，孙博，吕洋洋，田锦涛，林新鹏

吉林化工学院 竹石 陶佳男，候雨霖，刘创鑫，周思含，王若冰

济南大学 万里阳光 孙波，李令奕，李颖

嘉兴南湖学院 人催聚酯老 蒋汶杰，刘晨，周子豪，胡欣宇

嘉兴南湖学院 烯有涂料 屠诗雯，施寒馨，潘静，胡欣宇，来苡琳

嘉兴学院 保卫家园战队 马智豪，周子楠，谷雪，郑参参，陈彦君

江南大学 膜法胶警 郭正翰，欧凯琴，林杰荧，陈佩茹，姚淑睿

江南大学 水“纤”花 董媛，郝嘉策，胡洪寅，邱思杭，何王艳

江苏海洋大学 LHE光电者队 丁子隽，耿吴越，朱湘贵，张浩，王植萱

江苏海洋大学 班派必胜科 邱粟玉，余建敏，张开志，周涛，徐慧

江苏海洋大学 海洋清者 戴颖，赵智嘉，熊小荣，徐刘根，达世纪

江苏海洋大学 江海大班氏发光团 张开志，周涛，余建敏，邱粟玉，葛凤洁

江苏海洋大学 江海大有机发光组 余建敏，邱粟玉，张开志，段誉



江苏海洋大学 铸梦联盟 邱粟玉，周涛，张开志，朱鹏

江苏科技大学 多“材”多"意"
陈聪，安世博，万金鑫，KIRUBASANKAR，

BALAKRISHAN

江苏科技大学 厚积薄发 赵时龙，顾铖煜，范应强，程鹏，俞丁

江苏科技大学 一马当酰，科大一纤
何静，Mugilan，Narayanasamy，赵越，陈汪菲，

陈年婷

江苏理工学院 仿生表面超疏水 程红杰，刘黄娟，姜婷，李冉，曾凡钦

江苏理工学院 高-强-板 乔雅丽，张宇，许峰，张涛，付龙军

江苏理工学院 拖泥不带水 刘黄娟，姜婷，程红杰，赵国庆，厉子昂

江西理工大学 超能酞菁 赵建军，徐萌倩，汪路夷

江西理工大学 超能酞菁队 赵建军，汪路夷，徐萌倩，李路成，徐勇

江西理工大学 寒能 赵建军，徐萌倩，李路成，汪路夷

江西理工大学 寒能无限队 赵建军，徐萌倩，李路成，吕伟霞，朱才建

江西理工大学 铜芯协锂 仲伟旭，王怡茗，苏公勃，吕慈恩，戴鹏飞

金陵科技学院 超快乐星球 王懿佳，孙楚雯，陈硕，丁子阳

金陵科技学院 复材励志队 姜晓杰，侯柏祥，丁艳，严虎，丁子阳

金陵科技学院 干眼症克星之“镜” 肖文柯，茅云，田耘小，周敏，荆雨阳

金陵科技学院 快乐星球 王懿佳，孙楚雯，陈硕，丁子阳

昆明医科大学 逐梦小分队 许婧，徐启芳，胡雯娟，黄文欣，庹林芳

兰州理工大学 "亲酶"竹马 王建斌，赵春丽，张帅，李琳

兰州理工大学 “电”亮未来 王嘉伟，刘冰璐，李姝姝，田虎，陈新权



兰州理工大学 “聚”“橡”联盟 李雄伟，曾佳，宋玉博，孙华建，李宁

兰州理工大学 Capacitor 张宏凯，魏振乾，朱健，蒯浩，何元鑫

兰州理工大学 Forward Group 李晓华，杨海军，师晓凤，薛佳耿，钟小妹

兰州理工大学 Hope of the star 王雨萌，尚婕，邓佩瑶，谷翠翠，阿兴国

兰州理工大学 RAN GROUP 吴迪尘，王志军，丁辉，董文卓，郭琛山

兰州理工大学 Renewable 王志军，李顺妹，王航，谢元康，赵子航

兰州理工大学 Super PM Filters 田卓越，周佩蕾，叶星云，张嘉伟，范彧康

兰州理工大学 Young Group 杨海军，李晓华，薛佳耿，李鹏，钟小妹

兰州理工大学 超越 籍冰晗，盖凹，贾鹏程，王建斌，雒世林

兰州理工大学 创研吸波 赵秀文，满阿英，赵子萱，王志腾，陈沛霖

兰州理工大学 滴墨成画 魏芳，魏琳，安敏燕，扎吾列胡尔曼，王永辉

兰州理工大学 高材生 金瑞，王嘉峰，张悦，巨睿，吴逸斌

兰州理工大学 高新材队
党敏敏，韩颂，冯洋，王巍，苏比努尔·苏来

曼

兰州理工大学 寒"酶"傲雪 王建斌，赵春丽，张帅，李琳

兰州理工大学 快乐星球 何文，张琪，马天聪，张宏福，陈作伟

兰州理工大学 兰理梦之队 胡永淇，徐伟，任美丽，许锴镔，马凤矫

兰州理工大学 欧培因环保科技小组 赵世琪，卢家良，王小妹，余微，付涵

兰州理工大学 蒲公英 李姝姝，刘冰璐，王嘉伟，何玲娟，谌俊

兰州理工大学 潇潇雨歇 马志鹏，杨华，韩宇，林国强，杨景然

兰州理工大学 星火钌源 张小燕，王宁，程雯霞，陈倩倩，阿依特古丽·杰



恩思别克

兰州理工大学 一支竹竿 蒲文斌，杜丹妮，李雄伟，何玲娟，李文静

兰州理工大学 跃进 高永杰，李栋，唐峰玲，张明科，周隆隆

兰州理工大学 征途漫漫 董月明，隆成龙，张子凡，贾元龙，何佳盛

兰州理工大学 旨在纳米 魏丽琴，包艳丽，张家俊，林发，李小虎

兰州理工大学 专于吸波队 马建忠，文晓倩，杨雪莲，谢元康，许文丽

黎明职业大学 敢创 沈慧珊，吴恒，周倩楠，张杭，陈巧文

黎明职业大学 胶佼者 刘东斌，赖清燊，陈苗鑫，陈晓龙，刘淑婷

黎明职业大学 黎明环保材料队 刘玮珑，杨立仕，郑辉煌

黎明职业大学 神奇的发泡材料 刘东斌，陈晓龙

黎明职业大学 烯望之星 林䶮，张育铭，曾文娇

黎明职业大学 小材大印 石小凤，黄嘉隆，张瑞珍，吴晓毓，李泽锋

黎明职业大学 源创工坊 黄欣茹，叶辉灿，焦荃鹏，陈迎群，陈舒婷

黎明职业大学 智慧新材料 卢媛媛，张瑞珍，刘晨鑫，邱瑞香，李泽锋

黎明职业大学 智能凝胶 刘华芳，杨玮峰，王泽楷，

辽宁科技大学 节能材料小队 马蕴杰，高鑫，阮洋，崔航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芙蓉花开 王诗诺，景美凤，郑旭岚，王艺潼，朱思晴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蓝天白云 肖佳杞，王希宇，石泽坤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精灵 王势博，肖健，徐阳，艾文达，侯博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先锋 路健琦，朱云松，王繄晗，解天，杨艳敏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星梦队 金浩，王玉儒，张成军，高天宝，马金莹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队友没有叛逃队 姜立业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磨砺以须材队 高鑫隆，谢英伟，蔡志豪，许骁宇，姜立业

聊城大学 防护小分队 武月晓，董欣，孟祥胜，刘鑫

聊城大学 金子团队 王玉瑶，张微

聊城大学
勠力“铜”心，催化

助力
李嘉帅，刘港，陈恒宇，窦雪蓉，刘森

聊城大学 滤砂管团队 刘港，江黎荣，李京缘，陈恒宇，乔培智

聊城大学 匹克盛世团队 刘晓嘉，梁永悦，殷聪聪，赵跃，王凯旋

聊城大学 润滑与摩擦 梁婷婷，刘英梁，黄威蕾，王玉民，王冉

聊城大学 碳纤维轻滑未来者 高修平，武忠宇，赵壹涵，程子涵，王红阳

聊城大学 医疗碳板 石梦佳，杨晨，王芮，陈淑争

聊城大学 云开雾散 付大鹏，张越，张宇琦，侯伟鲁，梁婷婷

临沂大学 蓝精灵防水小队 王轩，程星星，彭昊全，林晓龙，孙明月

岭南师范学院 钯萃出群队 王婷，李明戈，钟耀煌，马若弘

岭南师范学院 钯气侧漏 陈宝茹，许诗咏，梁洁怡，杨秋燕

岭南师范学院 千金“硅”体 汝婉珂，邓国振，梁文瑜，唐晓敏，何琳

岭南师范学院 星晟远航 李舒平，陈春丽，刘美怡，苏君婵，曾佳欣

柳州工学院 一两圆 孔鑫

鲁东大学 “窗”世纪 陈坤，孙泽乾，谢新敏，丁丽娟，张宇

鲁东大学 传感水凝胶团队 马新涛，李正浩，孙泽乾，黄烁，闫昂

鲁东大学 灵胶妙药 史长鑫，李沅泽，孔信，李玲懿，唐远涵



鲁东大学
绿色化学科技创新团

队
赵晓涵，周迅，曲柯宇，马新涛，苑志昂

鲁东大学 智能驱动器 梁海青，孔信，李沅泽，张宇，苑志昂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玻璃钢废料回收制作

陶粒队
黄凯，龚关龛，周轩屹，杨浩，李有仙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玻璃钢废料研究团队 朱忠桃，祝清海，甘艳玲，张思伟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大兴“土木” 李泓香，王渝艳，曾强，车奕達，李钰龙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火箭少男 祝清海，王南雷，张龙军，陈相毅，朱忠桃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万物可补 曾强，车奕達，李钰龙，李泓香，王渝艳

南昌航空大学 “轻”装上阵 陈小祥，袁锋，周东鹏，徐源，彭倩群

南昌航空大学 乘风破浪 江汉文，程伊，计俞伟，李坚，袁锋

南昌航空大学 贴“芯”护航 俞星星，郑傲峰，韩玉，华颖，梁丹妮

南昌航空大学
智能防腐蚀涂层研究

组
贾宇，付俊超，周培林

南京工程学院 氢山绿水 李亮，吴其炫，沈磊，张倩，屈信宏

南京工程学院 碳中和体育领跑者 罗彦，米雨恒，印杰，欧鑫程，曹璐

南京工程学院 沃盾农塑团队 丰柳，刘奔，吴其炫，王旭，张雨欣

南京工业大学 工大万能胶队 陈一夫，刘文毅

南京工业大学 七月流火 刘文毅，沈云海，武智胜，唐洁，丁鹏程

南京工业大学 人体组织万能胶队 陈一夫，刘文毅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WIN SAFE 团队 黄志鹏，安晶晶，姚宇泽，王明阳，史建胜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恒亮 周沛，王亮，顾娟，张梦妮，石慧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聚云峰团队 黄志鹏，董磊，刘文文，魏阿倩，唐鑫璐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万众聚“新”队 黄志鹏，董磊，韦淼，郭舒婷，杨悦帆

南京林业大学 FiRe 队 林雨竺，邢昊，刘仪若，袁嘉恒，董煜国

南京林业大学
国家一级实验室吉祥

物
陈军，贾桓，王磊，陈小凡，余静波

南阳理工学院
BioMed-TiO2 创新小

组
黄熙彤，王一龙，王晓蕾

内蒙古科技大学 全力以赴 郝越，王亦辰，常怡远

内蒙古农业大学 金刚队 王开颖，任溶，刘丹丹，高政

宁波工程学院 BI 团队 沈滟滟，李鸿凯，陈文博，陈嘉颖，杨佳敏

宁波工程学院 壳爱团队 罗娉婧，王瑞琪，段澍城，卢圣力，潘琦瑶

齐鲁理工学院 新仪创新团队 马莹晓，唐景明，秦帅，公淑华，李静媛

齐鲁理工学院 以聚为高 刘梦楠，马粉，张帆，张文杰，程志敏

齐鲁理工学院 追梦小队 李亚柔，刘丹，韩雅梦，周海玉，李腾翔

青岛大学 VITRIMER 田骁，杨张亲，徐静，柳扬，左登月

青岛大学 材新涂料佳 黄文峻，陈鹏，丁浩

青岛大学 沧澜小队 李广振，代恩昊，李振德，张权，张华雨

青岛大学 乘风破浪团队 徐琳，腾星河

青岛大学 大“石”代 张丽娜，徐辉，刘智涛，赵泽天，王文倩

青岛大学 环易测 周安勤，张明新，柴雅蓉，王洋厚



青岛大学 筋信骨强 田崇澳，王雪洁，冯培峰，张协宸，陆鸣嘉

青岛大学
轻装上阵，“金” 刚

“铁” 骨
李博文，张文健，郑浩

青岛大学 烯墨如金队 赵国政，杜婷婷，张培森，程泳晖，魏亚龙

青岛大学 纤维电容队 王兴建，赵超越，徐新茹，潘佳荟，林璇

青岛科技大学 “防爆”大队 郭子然，李欣悦，王金龙

青岛科技大学 “屏”心静气 成尚儒，王心成，袁莹欣，王莎莎，荆明东

青岛科技大学 CAE结构设计 冯强，王晓彤，尹晨曦

青岛科技大学 Joker 赵月浩，张田砚，李玉琢，郑腾龙，孙嘉骏

青岛科技大学 PVC石墨烯队 韩佳鹏，梁君同，徐冰，周诺，孔文卓

青岛科技大学 北成科技创业队 张成业，夏明欣，程玉新，冀双然，孙彤

青岛科技大学 奔跑吧，COFs 张柏君，丁婷婷，田霄龙，石龙，徐洁

青岛科技大学 别具匠锌 孙嘉诚，翟晋葶，邵一鸣，姚亚群，张叶清

青岛科技大学 博储强材 崔久英，王宝盈，田雅，邹慧雪，李庆

青岛科技大学 不水的超疏水 李明慧，胡云浩，毕红华，冯文璧

青岛科技大学 翠花鸡队 董升，晏欢，程义凯，张振超，何舒遥

青岛科技大学 分离小队 高强民，袁莹欣，石子禾，张梦雪

青岛科技大学 高材精英团队 车俊伯，孙凝，张白浪，王泉

青岛科技大学 高分子 张殿奇，孙晨曦，田翔远，王泽楷

青岛科技大学 激流勇进 李巧，宋英杰，张林，陈守禛，耿传宝

青岛科技大学 胶伸胶砌 王蕴晴，赵金阳，王培任，韩嘉宁，王德荣



青岛科技大学 精诚所至，墨石为开 余圣涛，苏凯宇，谭亦憬，渠庆龙

青岛科技大学 静观其“变” 唐尧凯，成尚儒，王心成，高强民，袁莹欣

青岛科技大学 聚能环团队 王洋，王威，王朝阳，张昱名

青岛科技大学 枯木逢春 李建兴，刘睿胤，韩嘉宁

青岛科技大学 蓝精灵 刘炜洁，石龙，肖玉冰，吴文慧

青岛科技大学 屏心静气 成尚儒，王心成，袁莹欣，王莎莎，荆明东

青岛科技大学 青稞队 张震，王锦韬，路耀竣，杨星雨，王志凯

青岛科技大学 神融气“肽” 程玉新，夏明欣，刘欣，梁竟宇，王鑫璇

青岛科技大学 四海“接”准 陈宇航，李明辰，王莎莎，王心雨，史普晶

青岛科技大学

羧基，氨基修饰的磁

性壳聚糖纳米吸附材

料队

荆顺顺，刘德金

青岛科技大学 碳黑魔术师 闫恒宇，杨帆，于群，王世昌，岳成宇

青岛科技大学 特种橡胶小队 陈函楚，张雨翔，巩晓乐，王蕴晴

青岛科技大学 脱“荧”而出 刘明硕，田圳铭，丛若平，赵芃芃，沙润泉

青岛科技大学 微波粼粼队 李汶达，林瑾锟，温帅，牛秀，刘欣

青岛科技大学
先进储能高分子材料

与器件
丁玉寅，陆继鑫，祝鹏浩，樊文琪，孙腾

青岛科技大学 纤纤玉手，以柔克刚 曲云菲，国振豪，张辉，张玉欣，王继微

青岛科技大学 纤纤玉手以柔克刚队 国振豪，王继微，林晓炫，王执，朱万超

青岛科技大学 向心力团队 杨宇航，管建，刘志颖，郭昊



青岛科技大学 向阳而生 郭芳麟，张照航，王辰龙，赵博，李金伟

青岛科技大学 橡尚逐梦队
Wit，Yee，Tin，赵硕，方艺洁，冯文娟，崔雪

纯

青岛科技大学 心心“橡”荣 王心成，成尚儒，高强民，袁莹欣，李国涛

青岛科技大学 新型光载材料公司 刘天骄，韩佳鹏，栾绍雨，刘泓萱，周诺

青岛科技大学 扬帆小队 曲皓童，张晓潭，徐晨阳，杨林，江雪

青岛科技大学
云智能废橡胶双螺杆

挤出再生系统队伍
程玉新，管清晓，刘杨宇，王洋，杨宇航

青岛科技大学 众志成 张白浪，张田砚，赵月浩，李玉琢，穆其豪

青岛科技大学 追光者 黄斯玮，，李亚杰，杨俊艳

青海师范大学 白羽 林浩

衢州学院 东氟先锋 储涛，巫婷，李城，周晓婧，金璐

三明学院 普诺维 刘丁丁，林珑，林科笛，卢晓妍，李小涵

三明学院 煋煜团队 张桢森，邱霆辉，吴伟东，崔小琴

三明学院 疫心环团队 施振辉，王梦阳，蒋深旺，彭顺才

三明学院 永动智造团队 薛昀萱，谢国慧，宋垚昕，黄玉宏，

三明学院 智动砂手 易金块，陈志彦，梁志远，黄明扬

三峡大学 “MOF”超容科创组 赵一鸣，许楚铭，万川，杨曦风，李可可

三峡大学 EIC小分队 张泽一，谢锦芳，胡洲，周以蔚

三峡大学
光遇—“双氧水”有

机而来
任佳琪，肖清艺，王永叶，李超



三峡大学
建筑世界，柔性饰面

天下
张武，郭朵颖，柯景川，陈曦，李想

三峡大学 净-氢-清 胡杰杰，贾艳琳，王紫昭，蔡雯

三峡大学 源兴队 李俊苗，周文燕，朱文静，付金润，任海燕

三峡大学 追光 付金润，李俊苗，任海燕，朱文静，苗沁昉

厦门大学 水凝科技 许佳黛，彭先蕾，刘伟杰，张逸晨，曾柳清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梦之队 朱泳锋，卢光跃，陈红斐

山东科技大学 恒德创业团队 霍翔宇，丁彩玉，杨昱昊，毛春雨，郭俊鑫

山东理工大学 “硅”宝之家 潘玉，张璐雪，梅博翔，刘尚

山东理工大学 “膜“法师 毕珲，马文怡

山东理工大学 BH pacer 郭万禄，刘扬，张江雷，程佳祥，郭经贺

山东理工大学 SCR开拓者 梅博翔，梅宇，王广乾，林凡淼，袁方晖

山东理工大学 材料先驱 马龙，董汝娜，刘芸，仲诚，张江雷

山东理工大学 创“Zn” 张家乐，李欣玲，王兆杰，刘姿丽，田骏宇

山东理工大学 多抗-医药队 刘世元，庄新蝶，路遥

山东理工大学 高效催化 徐盼盼，张家乐，庄新蝶，赵意，刘姿丽

山东理工大学 环保赛钢 任钊颍，张子晴，潘良波，徐浩楠，胡明洁

山东理工大学 净创一心 王兆杰，徐梦真，张家乐，梅博翔，王雪婷

山东理工大学 抗压队 全祖浩，庄新碟，刘世元，刘永灿，王岳林

山东理工大学 炮打未来技术材料队 李嘉鹏，梅宇，梅博翔，林凡淼，万建慧

山东理工大学 清扬 张江雷，侯玉凤，张延玉，郭经贺



山东理工大学 山理创业小队 毕珲，任万征，陈海梅，王娟，郭璐瑶

山东理工大学 山理实验纵队 赵金豪，郑子强，马龙，张江雷

山东理工大学 锌有灵犀超电通 郭经贺，王怡，郭万禄，陈培培，王娟

山东理工大学 新能源汽车之“芯” 陈培培，郭经贺，卢召娣，任龙霞，崔冬云

山东理工大学 以柔克刚 张延玉，张江雷，侯玉凤，郭万禄，马龙

山东理工大学 隐身“X-band” 王文秀，李秋洁，徐树远，汤雅雯

山东理工大学 隐身斗篷 都业强，曹郅远，张宇，尹浩奇，李朔先

山东理工大学 油芦而净 任龙霞，卢召娣，陈培培，刘燕铭

山东理工大学 智电储能 庄新蝶，全祖浩，张家乐，张祥，李张盼

山东理工大学-山西大学 出淤泥而不染团队 高瑞祥，杨成富，王坤，李宇轩，高康琦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吸烯相关 金文竹，李文飞，方帅

陕西理工大学
“艾”满怀，“草”

满地
杜兴，何天亮，张飞燕，闫宗莹，张向阳

陕西理工大学 “氟”尔摩斯 石昕，张茜，李婉婷

陕西理工大学 ZF-高分子团队 王申奥，王俊峰，张梓文，张茜，许文轩

陕西理工大学 导电小分队 闫宗莹，张向阳，程煊，李琳娟，王乔乔

陕西理工大学 舵手 李琳娟，程煊，王乔乔，岳超，张向阳

陕西理工大学 微细无痛 针馈美丽 贾旭妙，樊昊，陈承志，李欢，张琦欣

陕西理工大学 亚克力战队 王丹，危若红，王晨曦，冉金枝，韩菁

陕西理工大学 抑菌卫士 张向阳，闫宗莹，杜兴，何天亮，张飞燕

上海大学 SHU 黄凯莉，杨娜，梁宇豪，谭皓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春风化雨队 宫婷，陈楠，曾丽君，阿宏伟，胡容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东华

大学

可“塑”之材，开“托”

未来
李彪，杜雪，邓紫怡，周文华，徐智嬴

上海理工大学 小猪佩奇 常淑月，朱静雯，李斯宇，陈训伟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慧之队 董香滨，段延捷，任静宇，惠资，徐鹏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无甾无味 王辉，李恬凝，刘学文，胡雨婷，郗涛亮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新之队 任静宇，董香滨，刘新，王帅，高晶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英涂 丰京京，武国瑞，石鑫，顾一凡，石晏豪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阻燃行动队 王鸿凯，许佳思，李林青，王承慧

绍兴文理学院 “碳”索队 陈峻杰，吴慧，许玲霞，傅程科，何解语

绍兴文理学院 艾乐洲科技 沈士琪，施益欣，高晓婷，赵易成，沈茹阳

绍兴文理学院 苝四甲酸拌饭 王巧，余冰，张艳芳，吴旻杰

绍兴文理学院 创越团队 胡航，陈必正，王婷，任旭杰，邓露

绍兴文理学院 虾兵蟹将 吴旻杰，张艳芳，余冰，王巧

沈阳工业大学
可降解阻燃材料创新

团队
笪伟，李鹏珍，王哲，陈立鑫，郭柯赟

石河子大学 攻必克 屠娟，严寅浩，方天文，刘梦龙，高浩然

石河子大学 无敌小化工 曾先朋，刘莹，张恒飞，孟才业，王雨婷

石河子大学 中医药纳米小分队 苌子怡，杨红，谢肖雨，乔智强

石河子大学
作物养分智能递释团

队
梁延斌，张倩，王雨婷，刘攀



石家庄学院 吸铁石队 辛超鑫

石家庄学院 阻燃材料 马欣雨，朱思潼，彭倩倩，赵渤瀚

四川大学 尘长砜破万里浪 曾鸿晔，颜子洁，赵春晖

四川大学
高分子还得看我川大

的
宋春阳，陈曦，省绍琦，张一晨，陈诗雨

四川大学 光愈 李洁，梁雯，贺晓溶，陈浩东，许瀚闻

四川大学 膜法“三明治” 何震，祁飞扬，马宇欣，王宇喆，岳文钦

四川大学 玄御防晒 鄢雨，向培劼，陈鹏，何海伦，胡俊飞

四川大学 一膜覆川 章嘉豪，宋俊梅，柳坤锐，郭航宇，陈鹏

四川轻化工大学 3AM 许致宁，王东山，姚本

四川轻化工大学 环保守护天使 陈治均，陈爽，曾锐，涂廉婕，曲昌镭

台州学院 超凡蜘蛛侠 刘秀秀，王渝，王美丫，唐梦妮，郭璞曦

台州学院 京与提花队 艾成浩，黄文洁，金瑛，骆岚清，张效晨

台州学院 燃盾科技 秦子豪，周国秀，蔡沁伶，吴鑫语，郭璞曦

泰山学院
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

1队
王岩，张婉怡，王菲，杜晓彤

泰山学院
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

2队
李盼盼，李智豪，王雨阳，朱宇航

泰山学院
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

3队
刘宇，王丽丽，王申明，冯雪莹

泰山学院 能源创新创业研究院 张嘉宁，刘宇，赵原，郑立岩，董文昱



泰山学院 新能源材料创新团队 李思雨，李志诚，贾聪，曹海燕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土壤医生 李馨茹，解俊峰，王圣杰，杨海明

天津大学 心桥 荣辉，陈尚良，黄冬雨，于明倩，鄢卓君

天津工业大学 “超眼”示踪团队 李玮阳，杨天月，刘飞阳，杨雅南，杨媛媛

天津科技大学
高分子创新开发实践

队
路雯，贾为

天津市职业大学 橙红战队 张嘉铖，宋飞，王璐，李茂霖，牛晴晴

天津市职业大学 废水克星团队 宋飞，卢鑫宇，相佳佳，顾振圣，卫京玉

天津市职业大学 护水分队 李昊昱，朱晓京，徐振堂，卢鑫宇，相佳佳

潍坊科技学院 “秸”尽全“利” 刘洁，白晓宇，孙田，刘亚，周志强

潍坊科技学院 纷脂沓来 刘宏元，张倩，董乐乐，解豪淸，王明月

潍坊科技学院 刚柔并“基” 崔佳，董乐乐，刘亚，孙田

潍坊职业学院 石代先锋 孙德清，李玉莹，乔宝莹，陈彬，周威

潍坊职业学院 微粉科技 孙德清，李玉莹，乔宝莹，陈彬，许子烜

潍坊职业学院 引磁创新 孙德清，杨飞飞，贾志洁，高路尧，窦伽慧

武汉纺织大学 SpinningBoys 许多，范航，杨辉宇，苏子毅

武汉纺织大学 太空队 翟丽莎，王宗垒

武汉工程大学 WIT傲骨磷磷 郑思瑶，郑佩，冯天吉，王力，姜旭东

武汉工程大学 WIT-电柔传感队 师雯，孙富昌，冯新畅，李博诚，丁心悦

武汉工程大学 WIT高材“膜”法队 陈龙，关放，何莲莲，刘宇航，李富明

武汉工程大学 WIT清源队 石遒，叶国峰，鞠心怡，熊曼灵，张甜甜



武汉工程大学 WIT智能控制Ⅰ队 张翼，卢俊杰，王志远，赵晓园，杨洋

武汉工程大学 WIT智能控制Ⅱ队 卢俊杰，高欣奕，张帆，魏子昂，李欣澎

武汉工程大学 WIT智能控制Ⅲ队 邓婕，杜博飞，丛万骏，于澄嵩，郭鹏辉

武汉工程大学 齿若编贝 张傲寒，张伟程，雷宇豪

武汉工程大学 高新分子星 朱佳庆，高双姣，师雯，陈颖，杜寒威

武汉工程大学 海绵智联队 田雪凡，祝博萱，崔凯文，刘心阳，彭燕勐

武汉工程大学 弘兴科技 叶国锋，涂伟强，石遒，於凌锋，蔡东睿

武汉工程大学 聚锌 吴可嘉，刘高峰，李成，白慧，马茹萍

武汉工程大学 轻声细语队 刘杨，霍又嘉，杜元开，张伟程，胡祥

武汉工程大学 柔光之星 陈珠玉，彭铭宇，张欢，张琪，章菱歌

武汉工程大学 突击队 丁珮珊，程凯旋，潘凌峰，王文，张延华

武汉工程大学 锌加团队 刘高峰，涂金英，白慧，刘耀东，马茹萍

武汉工程大学 新声代 唐桂江，沈君实，张俊，陈雅娜，朱雯雯

武汉工程大学 新型胶筒队 付宗强，陈亮亮，邓飞飞，廖微，朱银英

武汉理工大学 PCs 水凝胶小队 吴致远，李锦，徐林，韩忠信

武汉理工大学 才思飞扬队 董凌枫，肖子煜，蒙泽锐，胡伟昱，张泽真

武汉理工大学 储能“膜”范 蒲玉，应凯利，杨逸霏，严圣燎

武汉理工大学 电致“变色龙” 刘月谦，洪佳佳，陈泳安，张桂霞，刘思远

西安工程大学 骨愈重生 姬梦豪，张格青，范李庆

西安工程大学 绿色纤维 衣美低碳 宋柏青，蒲海红，贺芃鑫，马凯超，潘绍学

西安工程大学 绿研科技 胡锋，陈露，刘涛



西安工程大学 织梦 陆宇言，令狐克亮，周阳，刘莎

西安交通大学 电力小分队 张阳，范翔宇，刘香江，刘正伟，康佳

西安交通大学 我一定不会咕咕咕队 王启迪

西安石油大学 Demons 吴雅康，景张倩，马晗

西安石油大学 医废“油”用队 王棚，徐中英，马丽娃，田雯，王想云

西华大学 有材有才 何宇轩，易嘉雯，朱江，陈典，聂林

西南大学 进动队 贾芃，张星瑶，何彩娥，马宪彬，梁梦云

西南科技大学 3-8 股东大会 卢洁，王雅兰，毛湘凯，阳斌

西南科技大学 Janus 谢莲，甄雪婷，谭雪，成怡

西南科技大学 Purify 蒋欢，卢彦志，陈长稳，陈诗韵，刘骜杰

西南科技大学
弹性导热定形相变材

料团队
刘桎鹏，丁泽，曹倩云，

西南科技大学 发光脂 刘志艳，徐陈，雷洛，徐梓馨，陈明

西南科技大学 复兴 李亿程，王伦，罗鸿，张宇宇

西南科技大学 高介电材料材子队 李昱，杨博，张红霞，曹清，金晴晴

西南科技大学
高性能相变热界面材

料团队
刘桎鹏，杨云淼，谷博，丁泽，曹倩芸

西南科技大学

你稍等下我觉得你这

个杂质可以让我吸附

试试

朱浩然，张博渊，钟迟，何沛玉，庞丽群

西南科技大学 去污面膜 陈长稳，蒋欢，卢彦志，赵利婷，刘骜杰



西南科技大学 特种硅橡胶研发团队 母汶汶，赵孙策，陈芳，肖顺红，曾诚

西南科技大学 邪魔族骑士 张钺，韩光旭，蒋迪汶，曾波，黄林聪

西南科技大学-北京科技

大学
致强 杜孟奇，宋凯宇，朱浩然，周乐乐，包芸嘉

西南石油大学 化里柚化 李鑫，李百丹，王彬，戴辉

西南石油大学 七人膜法队 董洪雨，孙傲，杨威，奉庆萤，张桂源

西南石油大学 五人膜法师 张桂源，杨威，奉庆莹，董宏宇，孙傲

西南石油大学 西柚管"＋" 吴沛恩，卢俊熙，张子怡，鲁兴宇，王新评

新疆工程学院 五星塑料 任鑫，李开兴，张洋，杨梦赟，屈秋珍

新疆工程学院 一瓷一化小队 王钰含，王凤毅，毛灿宇

新疆工程学院 以材成才 胡令洋，杜天龙，刘若菲

新疆工程学院 照夜清 刘仙军，佟文智，王子桐

徐州工程学院 彩色梦幻团队 李世杰，刘海涛，王忠峰，黄晟晨，鲁佑

徐州工程学院 防伪先锋队 莫晨曦，经涛，孟子杰，吴昊，赵国锋

徐州工程学院 逆边际团队 单忻，周龙，汤哲，方汉章，刘炎

徐州工程学院 凝胶升水 陈金雨，武千越，刘源，张浩然，何红丽

徐州工程学院 深藏Blue 李世林，王涛，王景希，张林俊，李哲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步步高 孙媛媛，朱广萱，满帅，吴菲儿，崔媛媛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绿旋风 史志全，倪克新，赵志龙，陈嘉祥，许高聪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卖炭翁 郭一鸣，柏文欣，陈子豪，陈辽宁，马兆杰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有“尼”相伴 崔媛媛，丁玲林，王兆威，吴菲儿，王善鹏



烟台大学 lucency 安秀喆，李美哪，徐硕，胡乐田，李世宽

烟台大学 百“粘”不遇 王宋琦，张文杰，王鑫，刘恒，马健栋

烟台大学 奋“发”“涂”强 张田田，杨雨晴，焦梦薇，张凡庆，孙旭伟

盐城工学院 “膜”力无限 王冠喆，陆瞳，薛友财，张萌，贾玥

盐城工学院 白光奥莱德 蔡月，卞慧，万宇航，杨铭梓，李浩辰

盐城工学院 跃动蛋白 储旭，刘俊伟，彭雨薇，王子涵，余泉熠

燕山大学 凝心聚力 张依，童瑶，孙佳娜，孙志伟，李景学

扬州大学 清洁卫士―导电橡胶 邢文倩，李奕瑶，李俊涛，王栋，张曙

扬州大学 热力飞扬团队 尹宇昕，任昊，杜嘉逸，钱奕涵，陈露

扬州大学 三月烟花队 刘德，刘雨晗，王意

枣庄学院 超纤团 宋梦远，单雪，曹珑玉

浙江工业大学 小材大用 李锦，谢志炀，朱旭晨，许浩飞，冯振帅

郑州大学 “纸”做文章 李恩，张鑫，张明涛，王一丁，李秋璇

郑州大学 进击的 EVA 胡彬，费思勉，任佰浩，唐嘉仪，郝超博

郑州大学 郑山河 张明涛，李恩，苏梦，贾云鹏，张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梦之队 王敏，晁全超，张力丹，申玉敏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材高八斗 苗晓雨

郑州轻工业大学 高材八斗 苗晓雨，骆正强，李梦辛

郑州轻工业大学 列车不再晚点 李鑫建，袁楷，鲁瑞瑶，谭理，徐玮海

中北大学 柔创小分队 李润杰，乔杰，王晨，马雯静，王帅鹏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敢为人“纤” 侯宇振，吴经纬，贡睿涵，胡莹菲，赵泽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研里有光 张树森，叶云鹏，刘春华，黄琴琴，李佩琦

中南民族大学 “超硫”不息队 李豪，钟润豪，石海弘，鄢玉琴，秦缘

中南民族大学 超支化团队 卢燕芬，雷熠枫，杨莉，刘长礼，梁糯

中南民族大学 独辟“烯”径队 赵优，程伟伟，张定一，魏晨钰，陶明洁

中南民族大学 高分子阻燃团队 王灿，高骏豪，彭建辉，张曼，熊莹莹

中南民族大学 践冰履“碳”小队 汪双元，高宇龙，何小凤，刘根，许海峰

中南民族大学 聚通 熊凯，王思颖，蒋璨，海艺凡，郝彦鑫

中南民族大学 墨墨出彩 陶明洁，李晶晶，王玉琴，汪子馨，李寻

中南民族大学 柔电科技 何春霓，余礼杰，胡家瑞，王瑞童，杨铭

中南民族大学 若隐若荧队 马佳慧，杨能，占德志，钟慧清，冉子钰

中南民族大学 胜羽队 韩旭，吴娱，陈丹

中南民族大学 玩“固”不化队 董呈文，王九龙，侯苏秸，马旭，曾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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