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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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 号

“孙武故里，美丽广饶”· 第九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

料创新创业大赛初赛结果公告

各参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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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评审工作于 8月 31日结束。

大赛组委会根据初赛评审结果，共遴选出 60件作品入围决赛（晋级团队

名单见附件一）。未入围决赛的前 84名获得大赛三等奖（三等奖获奖名

单见附件二）。

第九届 PMC大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 2021年 11月 17日至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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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名。请入围决赛的团队登录大赛官方网站 pmc.rubbervalley.com，

点击进入“资料下载”模块，下载《第九届 PMC大赛决赛申报材料模板》，

并在规定时间内将材料提交至大赛邮箱 pmc@rubbervalley.com，材料一

经提交不再接受修改。

三等奖获奖团队请登录大赛官网 pmc.rubbervalley.com，点击进入“资

料下载”模块，下载《三等奖获奖信息回执》，并于 9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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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加入第九届 PMC 决赛 QQ 联络群：

220917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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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月 1日

附件一：第九届 PMC大赛决赛入围名单

附件二：三等奖获奖团队名单



附件一：第九届 PMC 大赛决赛入围名单

申报院校名称 参赛团队名称 参赛队员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恒亮 周沛，王亮，顾娟，张梦妮，石慧

台州学院 燃盾科技 秦子豪，周国秀，蔡沁伶，吴鑫语，郭璞曦

武汉纺织大学 SpinningBoys 许多，范航，杨辉宇，苏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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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工程大学 新声代 唐桂江，沈君实，张俊，陈雅娜，朱雯雯

青岛科技大学 高材精英团队 车俊伯，孙凝，张白浪，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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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科技学院 复材励志队 姜晓杰，侯柏祥，丁艳，严虎，丁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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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学 心桥 荣辉，陈尚良，黄冬雨，于明倩，鄢卓君

武汉工程大学 聚锌 吴可嘉，刘高峰，李成，白慧，马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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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科技大学 追光者 黄斯玮，李亚杰，杨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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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大学 筋信骨强 田崇澳，王雪洁，冯培峰，张协宸，陆鸣嘉

山东理工大学 “膜”法小分队 白晓宇，刘鹏，孙茜，张凯

东华理工大学 “膜”法小分队 晏乐安，李鹿，肖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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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 玄御防晒 鄢雨，向培劼，陈鹏，何海伦，胡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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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ker 赵月浩，张田砚，李玉琢，郑腾龙，孙嘉骏

四川大学 一膜覆川 章嘉豪，宋俊梅，柳坤锐，郭航宇，陈鹏

浙江工业大学 小材大用 李锦，谢志炀，朱旭晨，许浩飞，冯振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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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理工大学 储能“膜”范 蒲玉，应凯利，杨逸霏，严圣燎

重庆大学 复元 沈婷，顾明希，任乐，胥沁茹，文晟林

徐州工程学院 防伪先锋队 莫晨曦，经涛，孟子杰，吴昊，赵国峰

重庆理工大学 聚焦渝理 高亮，郑贤，陈小红，郝金秋，余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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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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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大学
轻装上阵，“金” 刚

“铁” 骨
李博文，张文健，郑浩，冯培峰

西南石油大学 七人膜法队 董洪雨，孙傲，杨威，奉庆萤，张桂源

北京化工大学 Piiiiisa 王毅，姜沛竺，王烁今，李建华，王信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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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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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工程学院 深藏 Blue 李世林，王涛，王景希，张林俊，李哲

中南民族大学 “超硫”不息队 李豪，钟润豪，石海弘，鄢玉琴，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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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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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工业大学 融水清尘 徐璐，胡艺伟，吴高澄，徐海超，张艳海

安徽工程大学 增强橡胶队 王其来，凤源，汪雨星，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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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阴工学院 晶微球晶 苗正瑞，高吉，赵洁仪，冯颖，高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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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滁州学院 人鱼材料 马士保，马克，吕博文，吕博文，张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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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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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科技大学 复兴 李亿程，王伦，罗鸿，张宇宇

嘉兴南湖学院 烯有涂料 屠诗雯，施寒馨，潘静，胡欣宇，来苡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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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石油大学 医废“油”用队 王棚，徐中英，马丽娃，田雯，王想云

烟台大学 百“粘”不遇 王宋琦，张文杰，王鑫，刘恒，马健栋

兰州理工大学 “钌”源之“禾”
程雯霞，陈倩倩，张小燕，王宁，阿依特古丽•

杰恩思别克

常州大学 雅领团队 薛志宇，戴彦恺，常嫄，黄蓓，章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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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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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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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工程学院 沃盾农塑团队 丰柳，刘奔，吴其炫，王旭，张雨欣

华南农业大学 一网打尽队 陈磊，夏炳钰，李登科，刘飞燕，陈倩

武汉工程大学 WIT 傲骨磷磷 郑思瑶，郑佩，冯天吉，王力，姜旭东



附件二：三等奖获奖团队名单（按成绩排序）

申报院校名称 参赛团队名称 参赛队员

青岛科技大学 众志成 张白浪，张田砚，赵月浩，李玉琢，穆其豪

黑龙江大学 光电队 刘一含，郭金月，刘曦，李婕，夏世璇

四川大学 光愈 李洁，梁雯，贺晓溶，陈浩东，许瀚闻

天津市职业大学 橙红战队 张嘉铖，宋飞，王璐，李茂霖，牛晴晴

武汉工程大学 锌加团队 刘高峰，涂金英，白慧，刘耀东，马茹萍

盐城工学院 跃动蛋白 储旭，刘俊伟，彭雨薇，王子涵，余泉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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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大学 lucency 安秀喆，李美哪，徐硕，胡乐田，李世宽

重庆大学 “炭”为观“治” 徐冰，赵念怡，张帆，薛芷榕，王若冰

常州大学 微电膜材 马燕，胡嘉慧，胡超，郑慧，蒋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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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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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理工大学 高材生 金瑞，王嘉峰，张悦，巨睿，吴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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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理工大学 水“芯”所欲 付晓雷，鲍云云，朱国宁，何键群，曾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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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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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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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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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融气“肽” 程玉新，夏明欣，刘欣，梁竟宇，王鑫璇

潍坊科技学院 纷脂沓来 刘宏元，张倩，董乐乐，解豪淸，王明月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热之翼 王海龙，谢星，陈思，贺迦琳，梁彦珍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追梦 李凯心，段亚君，王厚旺，林琳，崔容萍



安徽理工大学 AUST 净化团队 李硕，李大为，吴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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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农业大学 疏水柔材 支璐，陈彦求，窦欣元，王彦博，林禧

青岛科技大学 分离小队 高强民，袁莹欣，石子禾，张梦雪

中南民族大学 超支化团队 卢燕芬，雷熠枫，杨莉，刘长礼，梁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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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科技大学 Janus 谢莲，甄雪婷，谭雪，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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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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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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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职业大学 胶佼者 刘东斌，赖清燊，陈苗鑫，陈晓龙，刘淑婷

青岛科技大学 博储强材 崔久英，王宝盈，田雅，邹慧雪，李庆

上海理工大学 小猪佩奇 常淑月，朱静雯，李斯宇，陈训伟

南昌航空大学 贴“芯”护航 俞星星，郑傲峰，韩玉，华颖，梁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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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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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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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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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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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王老师的创新创

业团队
杨徐轩，黄亦捷，王光硕，张鹏，吕锦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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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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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 阿里“钯钯” 陈玉立，杨帅，郑秀，黄帅坚，邓露

兰州理工大学 "亲酶"竹马 王建斌，赵春丽，张帅，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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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农业大学 颜脂巅峰 彭晶颖，陈倩，彭俊钦，郑碧霞，都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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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农业大学 “胶”汇灵感 刘菁，王海燕，王丁彦，咸赛赛，李堃玮

山东理工大学 高效催化 徐盼盼，张家乐，庄新蝶，赵意，刘姿丽

扬州大学 热力飞扬团队 尹宇昕，任昊，杜嘉逸，钱奕涵，陈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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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大学 进击的 EVA 胡彬，费思勉，任佰浩，唐嘉仪，郝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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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理工大学 晶材纷呈 郑言，王畅，周倩，杨艳，皮冰雪

潍坊科技学院 “秸”尽全“利” 刘洁，白晓宇，孙田，刘亚，周志强

南昌航空大学
智能防腐蚀涂层

研究组
贾宇，付俊超，周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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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大学 膜法胶警 郭正翰，欧凯琴，林杰荧，陈佩茹，姚淑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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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滁州学院 亭城膜幻 管其帅，洪语晗，李振雨，马紫薇，侯欣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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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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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理工学院 追梦小队 李亚柔，刘丹，韩雅梦，周海玉，李腾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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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石油大学 疏而不漏 景境，张聪源，于婧瑶，曹艺涵，张宝双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创新飞扬 谢星，韦群桂，王海龙，李浩然，曹瑞奇

聊城大学 金子团队 王玉瑶，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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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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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实焰 潘小龙，向钢，吴思闻，刘超琼，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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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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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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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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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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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理工大学 天生我材 杨小勇，续富琴，蔡靖，牛亚鹏，刘秋晨

枣庄学院 超纤团 宋梦远，单雪，曹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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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工业大学 “超眼”示踪团队 李玮阳，杨天月，刘飞阳，杨亚霖，杨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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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大学 沧澜小队 李广振，代恩昊，李振德，张权，张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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