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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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 号

“孙武故里·现代之城·幸福广饶”第十届中国大学生

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报名结果公告

各参赛单位：

“孙武故里·现代之城·幸福广饶”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

料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第十届 PMC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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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所高校

711支团队报名参赛。

根据中石化联人发（2022）66号《关于举办“孙武故里·现代

之城·幸福广饶”第十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的通

知》相关规定，3 月 1 日至 6 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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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完毕后通过大赛官网“资料下载”模块，将所有文档以 zip / rar

压缩包格式统一提交；如申报材料内容包含视频，请将申报材料以“学

校-团队”格式命名，将压缩包发送至大赛邮箱 pmc@rubbervalley.com。

6月 16日至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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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审，大赛组委会将于 8月 1日前公布入围

决赛的团队名单。决赛暂定于 8月 17日至 19日在广饶举行。

第十届 PMC大赛报名团队名单已附于附件中，如有信息漏报，

错报，请团队负责人于 6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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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以网盘链接形式分批发放。

请各参赛团队关注大赛官网、微信公众号、QQ群、微信群，及

时了解第十届 PMC大赛最新动态。

附件：第十届 PMC大赛报名团队名单

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2022年 6月 1日



附件：第十届 PMC 大赛报名团队名单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团队成员

安徽大学 “膜”尔庄园 王维瑶，汪鹏飞，王理杰

安徽大学 “石分橡”散打队 朱媛媛，刘玲

安徽大学 追蓝阻燃小队 柯许麟，唐平，汪启明，赵睿，张淞

安徽工程大学 “逆思维”超材料队 韦倩，李欣怡，卜新兰，刘敏

安徽工程大学 “探”纤队 姚岚，徐荣荣，吴标，葛敬业，时旭东

安徽工程大学 “香蕉”超人队 汪雨星，王朋，周倩，乐婉怡，谢志燕

安徽工程大学 “硫”出奇计 于梦云，祝振振，吴问睿，王春苗，孟幸幸

安徽工程大学 超级橡胶队 张俞迁，陈泽瑜，闫婷婷，赵苏园，吾逸皓

安徽工程大学 低碳先锋队 王鑫，王星，粟富翔，章浩

安徽工程大学 对对队 梁青青，李鹏磊，陈晨，朱文韬，查秋宇

安徽工程大学 仿生微纳传感 程绿竹，卢海波，陆昊，唐金好，申佳锟

安徽工程大学 飞跃团队 王鑫杰，高健，丁方元，齐麒

安徽工程大学 高值化队 孙冉，赵紫奕，张晓婉，舒翠翠，白伟康

安徽工程大学 光宗耀组 刘星婷，姚玉琦，苏琳，郑慧雯，祝丽慧

安徽工程大学
抗癌先锋-载药同轴纳米

纤维膜
刘仁青，宋琪，陈欣靓，丁玉佳，汤可望

安徽工程大学 逆境成长队 赵苏园，赵嘉欣，刘言，张俞迁

安徽工程大学 球球大作战队 徐想想，韩王浩，胡露露



安徽工程大学 认真起来都队 程晋昂，张志，胡成伟，陈宇，范博涛

安徽工程大学 盛唐雨 唐屹奇，陈雨乐，盛安宁

安徽工程大学 碳纳能手战队 陆昊，李浩

安徽工程大学 勇敢向前冲队 刘智博琦，刘雅雯，刘全，钱嘉仪

安徽工程大学 有球必抑队 徐维维，王凤，马宁宁，郑耀，张家宝

安徽工程大学 增强橡胶队 王其来，赵海兵，汪雨星，赵苏园

安徽工程大学 智敏智能队 刘敏，李欣怡，卜新兰，韦倩

安徽工程大学 做事超稳队 余云涛，王沈创，陈峰，卢傲，谭迎宾

安徽建筑大学 下北泽化学大队 余芷汀，姚文婷，熊绍杰

安徽理工大学 精卫创客 崔毅，邵雨晨，张子昂，齐祖惠，游许鹏

安徽理工大学 绿翼纳米团队 李大为，李硕，王超然，吕胤儒

北方工业大学 海硅组 陈安浩楠，孟铖凯，白忠浩，卢俊彦

北京服装学院 传感“纤”锋队 丁姗姗，金旭，孙鹤原，韩淇，李婷婷

北京服装学院 化"涤"为友 吴雨航，顾伟文，张安莹，马国聪，魏艳颖

北京服装学院 可穿戴电子纺织品团队 王水莲，崔晓晴，谭宏鑫，赵忆，张婉如

北京服装学院 命运逆转 张城皓，马灿坤，刘雨婷，刘翀，韩冰

北京服装学院 双面神 Janus“膜”法小队 刘方，王向泽，蒋园园，胡苗苗，田博阳

北京服装学院 碳点阻燃小分队 顾伟文，吴雨航，张安莹，高璐，曲美茹

北京服装学院 无限可能 吴汉光，崔秀举，李荌

北京服装学院 智动森林 楚雪梅，陈彦锟，李铭昊，武文琦，文宇辉

北京化工大学 MXene 韩凝，商瑞霖，郝茗，刘宗贤，王嘉博



北京化工大学 Rubber simulation 高子豪，李圣，李帆，杨宸，余超凡

北京化工大学 保卫庄稼 黄梓懿，赵瑞雨，韩凝

北京化工大学 传感器小队 高博越，彭心悦，徐正卓，许文晔，孟作霖

北京化工大学 开心队 周明慧，张皓然，李蕾，蒋小青，叶利钦

北京化工大学 啦啦啦队 邹蓉蓉，范智瑞，姜泽浩

北京化工大学 绿脓杆菌不队 郑沁洋，刘哲彤，吴熔熔，朱星玥

北京化工大学 橡胶大师队 张家君，李佳航，卢雨峰，李根

北京化工大学 新塑科技 刘智明，翟汉骏，李浩朋，付家泓，匡金屏

北京化工大学 一定拿奖队 王章雷，周乐添，顾鸿仪，蒋治平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点石成金队 陈佳雨，祁滔，郭莹，谷利芳，叶一鸣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光感智能 何诗峰，薛蕊，黄妍，贺永晴，付贵茂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机聚创新 薛蕊，付贵茂，何诗峰，黄妍，贺永晴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荧光骄子 黄妍，付贵茂，薛蕊，何诗峰，贺永晴

北京协和医学院 明天开组会 蒋鸿辉，孔媛媛

滨州学院 滨院之星 王艺萌，程思琪，李春艳，刘彦丽，肖永乐

滨州学院 水密码 李春艳，张吉祥，刘彦丽，程思琪

长安大学 绿塑创新材料 刘风梁，王绪强，吕晓彤，陈佳敏，王丽珍

长安大学 西安绿源科技团队 赵瑞琪，牛晓涵，位丽姿，王嘉骏，李权

长春工业大学 “浆”心独运 刘浩，翟原原，李世义，李凯璇，常艺方

长春工业大学 “碳”赢未来团队 张春红，余靓靓，陈雪，张蓝月，祁志杰

长江师范学院 绿众 符文渊，田玉渺，李雯静，李志翔，盛莉



常熟理工学院 电存储团队 于凯珊，杜翔，孙悦，朱丁玮

常熟理工学院 见微知“筑”节能复合团队 韩丽娜，薛亚文，倪加康，李兆磊，杨涛

常熟理工学院 蔚蓝海洋 李梦雨，周宏伟，郑一鸣，李嘉祥，赖灵凤

常州大学 绿色推行 黄蓓，薛志宇，王若童，白天，秦俊贤

常州大学 未来已至队 彭培森，王萍，张顺珍，董然，程载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烯”息相关 肖雨婷，郭世成，王浩澜，徐骏杰，刘逸凡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相辅“相”成 于庆杰，徐俊杰，徐晨，高文浩，谈玉娇

成都师范学院 斗酯昂扬 黄川，艾科学，岳忠原，周鑫汶

成都师范学院 状“脂”凌云 周鑫汶，岳忠原，黄川，艾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诚信队 曾瑞鑫

池州学院 SAM top 朱永芳，李嘉乐，周鑫，徐佳康，朱雨萱

池州学院 胶泥座人队 王修曼，吴彦甫，胡雪儿，马海玲，郑雷庭

池州学院 奇思妙想队 丁昕，余木兰，申杨，张米佳，查同秀

池州学院 锐志队 丁昕，候义晴，姜燕平，靳皖宁，李晴缘

重庆大学 硅隐科技 张益帆，滕昊，赵珍碧，方丽姣，周先勇

重庆大学 脉捷科技 李坤荦，陈欣弘宇，胥沁茹，王梓名，张炳飞

重庆大学 追光而解 李芸嘉，黄明，田曦哲，李盟濡，曹彦楠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傲如科技 邓金山，胡高源，杨海燕，胡涛，邹宏垒

重庆理工大学 光之变色龙 杨艳，黄嘉悦，刘彦江，李沛鑫

重庆理工大学 合气生材 吴金城，朱禹帆，刘宇，余家皓，徐超

重庆理工大学 迷雾追踪 陈小红，朱颖，李陈，田泉池，刘廷倩



重庆理工大学 无氧运动 周倩，王永康，陈清傲，谭婷，张弘玲

重庆邮电大学 发扬光大 张致宁，耿凡婷，王子豪，毕明洲

滁州学院 By line 闫宇茜，张梦婷，于奇颜，蔺瑞鑫，刘鹏

滁州学院 OMG·ZY 刘晶晶，刘小雪，李浩文，曹芷若，刘君

滁州学院 匠心独具云涂 杨毅，郑尧，梅露，李享，陈珺博

滁州学院 蔚园膜法 洪语晗，杨瑾，管其帅，陈艺文，王兰兰

大连理工大学 “塑”造未来 程屹，周志峰，焦子悦，李铭君

大连理工大学 宝力摩 鲍庆光，程杉，赵娜，张嘉梓

大连理工大学 液晶探索
王博，张瑞雪，迷拉·努尔扎提，李悦妮，吕

钰堃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干波大的 周丹娜，谭靖茹，陈鸿，梁浩深，沈书琪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有温度的科研小组 唐诗婷，林颖馨，张光耀，李昕烨，杜文澔

东北大学 0的 0 次幂 李明泽，罗诗怡，周雪莲，段佳庆

东北大学 创新π 姚爽，申佳宁

东北电力大学 筑梦机械 金奥迪，王新缘，贾祎飞

东北林业大学 绿塑之才 张勇花，万深玮，王琪，朱嘉译

东北林业大学 涂青队 段雨婷，李龑航，徐莹，姜鑫怡，朱昊鑫

东北林业大学 缘化情愫，聚已希春 高嵩，李杨，高恒毅，李光全

东华理工大学 “胶”能易作 黄优，陈永易，刘景彬，江晴，孙忠宽

东华理工大学 L.Dreamer 团队 陈晟，刘垚，肖雨欣，胡江枰，李可

东华理工大学 百动不如一“净” 聂一丹，吴志文，胡家榆，李文丽，薛金铭



东华理工大学 低碳小“纤”锋 张德行，王钧满，张凯阳，肖景凌

东华理工大学
酚晟科技—苯酚合成新工

艺的开拓者
罗雅琪，郭琪，余俊华，洪桢臻，阮昊

东华理工大学 歌者小队 王珊，左俊，曾庆谱，吴莹

东华理工大学 光电传说 陈柳清，苏靖蔚，梁仁平，蒋冰璐，唐熙昊

东华理工大学 好事多“膜” 钟燚超，唐光亮，张针针，谢友森，郭俊豪

东华理工大学 环巯净水团队 付晓雷，黄敏，胡绍纲，黄优，江晴

东华理工大学 净源科技项目小组 余姝慧，李嘉莉，王中正，谢莹莹，肖晶

东华理工大学 緑之膜 黄芳，温霞，李嘉莉，韩欢，刘恋

东华理工大学 拓新队 彭楠，付晓雷，赖奇

东华理工大学
未来“心”计划——你的

“贴心管家”
尚宁，黄苏萍，堵荣桓，刘恋，尹雪松

东华理工大学 吸钍部队 赵季洲，陆鹏，张世傲，王廷金，代彬

东华理工大学 新“净”界 安再旭，丁春旺，文钰婕，肖雅欣廖怡，孙悦

东华理工大学 一换必胜 程琳，李倩，朱翔

东华理工大学 助农小分队 李嘉莉，余姝慧，张涵，尚宁，王中正

东华理工大学 追寻天王星（uranium） 朱志强，王诗平，彭煜恺，李创业，李婉茹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超临界改变世界 王艳伟，马新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牛奶 张宇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天天“橡”上 凃思帆，杨丹妮，钟荣健，陈冰，梁家源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欣欣“相”荣 杨丹妮，凃思帆，陈健东，梁旭昀，陈冰



福建农林大学 拯救能源队 邹秋霞，林伟杰，武帅，徐德忠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文华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陈文杰，曾董婷，林淑煌，林周琳，何锦荣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鑫鹰资源

循环科学技术研发中心
罗燕琴，胡晨雯，黄舒琪，刘玉秀，陈嘉欣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达中高分子

材料再生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福建)

董蓉，吴心怡，王可晴，王馨怡，桂思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纺熔

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熊超，杨燕玲，张伟莉，郑睿萱，林海丽

福建师范大学
福州市环一资源循环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林非，温绮梦，孟玥，余雅琼，黄静梅

广东轻工技术技术学院 轻梦科技 谢恒辉，黄创显，杨肖锋，林业锟，曾德满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绿塑科技”——“塑”

造绿色家园的引领者
卢琬，朱子涵，余加林，郑胜昌，蔡穗雯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散电科技 廖伟强，王宇航，张汪涛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NanoFun-电磁先锋 李雯，洪泽锋，黎玉婷，黄静珊，李静雅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NanoFun-防火新材 洪泽锋，夏宗琼，陈柳颖，赖俊鑫，张静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NanoFun—聚冷科技 吕英杰，朱润泽，黄永成，徐瑞璐，张健锋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绿色湾区 詹锐锋，鄞添舟，林美娇，潘玮俊

广东药科大学 PMC科创 冯驭骆，方永亮



广西大学 风雨无阻 蒋静，谭佳月，唐开有，凌雨菲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广珠纳米科技团队 宋启萌，吴梓滨，练瑜杰，余柏龙，夏晓冰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慧涂匠心 吴梓滨，夏晓冰，练瑜杰，余伯龙，宋启萌

贵阳学院 “膜”法自修复团队 任军，叶晓兰，张诚诚，王凯

贵阳学院 C S A 战队 赵豫杰，王双庆，罗梦叶，刘贵源

贵州大学 “膨”然产动 高璇，孙睿，张雨菲，张嘉慧

贵州民族大学 纳米能源小章鱼团队 于康，刘学琰，何华峰，付康，卢凡

桂林理工大学 青耕 黄孝鹏，姜鑫诚，陈洪宇，赵佳乐，姜铭

桂林理工大学 青色极光队 陈语，康旭，石方芳，钟晓秋

哈尔滨工程大学 3F-stems 靳义飞，张珺赫，张卉嬴，孙燕，韩松

哈尔滨工程大学 outstanding 团队 秦飞，苏麦耶姆·亚生，陶康康，李亚辉

哈尔滨工程大学 修复如新 李逸涛，黄慧颖，张乐乐

哈尔滨理工大学 一飞冲天 姜梦媛，赵雪敏，季增任，崔永爱

哈尔滨医科大学-太原

工业学院
除尘专家 刘志新，卜金龙

哈尔滨医科大学-太原

工业学院
舌尖伴侣 刘志新，卜金龙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向阳而生 甘显焕，梁江桥，谢福胜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晟宇科技团队 陈烽雄，李佳蕾，龙劲竹，李家乐，李小烯

韩山师范学院 环镜 李胜杰，刘俊，何祥基，曾航，梁宇慧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膜”高一丈队 吴彬彬，雷烁烁，刘科贤，陈家辉，孙以锴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胶泥 石甜甜，朱梦佳，周逸鸣，吴雨桐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化学家 鲍立群，彭梦灵，姜星岚，金琳，罗民超

合肥工业大学 绿谷科技 刘石佳，赵国皓，程学翱，王永，马军杰

合肥工业大学 守“敷”者队 陈子淳，王传博，陈莉，尚柯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

术学院
玉宇澄清抑尘剂 马超，刘建文，范明远，孟令森，李嘉伟

河南城建学院 超充宝 靳一恒，胡浩楠，冯媛，刘雪静，郭梦雨

河南城建学院 赋能之裳 胡浩楠，靳一恒，刘尧，刘雪静，郭梦雨

河南大学 声生不熄团队 李嘉钰，李博文，秦海鹰，王振宇，岳梦悦

河南工程学院 “胶”佼者团队 刘妍，常晓慧，刘傲，王虎，喻雅晴

河南工程学院 烯材团队 马钧鹏，翟晨希，刘妍，康銘清，陈增

河南工业大学 万路团队 冯雪晴，方保，李聪，慎亚丽，陈鸿华

河南理工大学 恒材科技 苏晓翔，李溢，石闪闪，宋志斌，李懿航

河南理工大学 拾材追梦 蔡靖，杨小勇，徐宏亚，李坤航，袁炳伟

河南理工大学 塑造未来 马志辉，蔡靖，于恒懿，王延广，王博

河南理工大学 天生我材 杨小勇，马志辉，王李波，张小蝶，王娅芳

河南师范大学 聚能之星 王亚寒，赵涵莹，王溯，张妍，舒渝航

河南师范大学 锂想能源队 赵梦琪，毕东伟，王煦晨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DBP 团队 张家鹏，乔洪恩，何玉婷，蒋序侗，高园园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纯净美妆团队 王香珺，陈静依，赵雨菱，张玲玲，刘佳怡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慧呼吸-护健康 杨悦，朱津毅，黄迪，窦豆，李鑫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枯木逢春 陈福音，许兆婓，王司渝，张雨婷，刘明宇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膜精灵 焦莹莹，王超前，田晨阳，王茜，张梦龙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智“芯”团队 蒋序侗，乔洪恩，赵秉轩，姜惠，李世鹏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智能除醛天使 赵佳磊，申晨曦，张腾宇，程良，杨淑惠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重康生物科技小队 张冰，申晨曦，闫少森，黄斌，辛雨豪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轴之梦 张博士，焦莹莹，王超前，田晨阳，张梦龙

黑龙江大学 高材精英队 郭金月，朱棣，吴美琳，翟明昊

湖北大学 湖北大学玩橡胶不玩泥巴队 徐洁，桂也，冉卓青，黎盛华，倪旺

湖北大学 鑫田能源技术研究团队 孙鑫格，缑炎卓，田果，王铭智

湖北工程学院
“微剪切高性能”之春晖

湖小分队
张苗，艾部部，郭荣，游得康，朱明樱

湖北工程学院 超亲微孔通道 龚先艳，刘慧君，胡东梅，贺乐为，陈依航

湖北工程学院 湖工智能防伪队 刘译壑，谢凯，张泽祥，胡东梅，周林

湖北工程学院
简单机械剪切对液晶微孔

膜形貌及吸附性能的影响
张苗，艾部部，聂黎霄，肖慎，朱明樱

湖北工程学院 青春湖工，智能“膜”团 闻锐，马莉，廖作彪，聂黎霄，胡轶豪

湖北工程学院 最强“膜”天团 黄曼，周泽江，程传静，徐胜岚，李艳萍

湖北工业大学 “晶”“孔”万分队 邹源，勾良程，魏滋

湖北工业大学 湖工大材料先进制造与成型 尹少鼎，余嘉杰，黄泽鹏，李培东

湖北工业大学 壳起未来 张志超，陈佳丽，蓝津，张晨晖

湖北工业大学 森罗万“相” 尹少鼎，余嘉杰，黄泽鹏，李培东



湖北工业大学 欣欣橡荣 谭浩东，孟子毅，刘乐乐，史红颖，鲁博文

湖北工业大学 新新相印 张亦婷，杨思雨，沈贤琪，梁欣宇，李晓龙

湖北理工学院 超燃小分队 李晓博，刘诗棋，林玉梅，陆莹，简义旭

湖北理工学院 重离子小队 高飞，黄亚雷，王鑫乐，张修瑜，熊昊宸

湖北民族大学 烯润万家 满伟珍，白利江，张超，刘兴爱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轻"材"减"工 张锐，李辉，孔骁，万梓怡，胡一恒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永恒止退”复材战队 丁梓怡，乔鹏程，曹子钢，马颜斌，李起飞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材能兼备 乔鹏程，王志伟，周方珂，何正荣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出“水”芙蓉，如胶似漆 曹子钢，乔鹏程，彭靖波，叶红延，刘郭磊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列奥 124 团队 胡金毅，张恒，徐嘉琦，鲁俊，劳泽鹏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披荆斩棘，一路有“锂” 马颜斌，马骏，李起飞，彭昊阳，何正荣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汽院彭于晏 程龙，张贝贝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实焰 魏佳安，王超，裴奥，李天，黄天宇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碳纳米纺丝研究组 张恒，劳泽鹏，胡金毅，鲁俊，徐嘉琦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欲与天公试比高 王志伟，周方珂，张刚銘，黄宝丰，熊瑞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

技学院
辍学儿童再上学队 程博，徐海燕，马黎明，安鑫，赵才波

湖北师范大学 喜爱科研的小队 马劼

湖北文理学院 杏花微雨 张淼，周自豪，冉杨洁，邓娟

湖南工业大学 "酯""蒸"朝夕 李孟琦，陈润宇，邱洁，郑周斌

湖南工业大学 “摩”力监测 王盛冀，陈卓，邹健，夏志柯，刘子豪



湖南工业大学 “天之胶子” 胡力涛，廖振生，许卫翼，唐阳

湖南工业大学 HUT似水流延 刘泓佑，杨晨，蒲雪莲，向洋，张泷

湖南工业大学 P立方 梁倍铭，刘子豪，廖柯竣，谷宇文，张青

湖南工业大学 材亦有道队 蔡书斌，彭森，郑思诺，李秋敏，李惠

湖南工业大学 超级能量块团队 罗跃聪，朱锋利，张昱彤，邬俊晖，王增生

湖南工业大学 传感之光 朱锋利，罗跃聪，王帆，王亚虎

湖南工业大学 独行侠 罗明亮，邹敏敏，高文文，吴家豪，曾雪梅

湖南工业大学 绿至卓然 冯凯林，杨炜杰，夏霜，马子豪，马灿

湖南工业大学 柔创五侠 陈卓，王盛冀，邹健，谢智晖，牛柄翰

湖南工业大学 柔弹专家 邹健，陈卓，王盛冀，马振萍，金涛

湖南工业大学 水凝胶敷料队 张昱彤，罗跃聪，张弘一，侯孟娟，岳辰辰

湖南工业大学 无所遁形 赵帅，甘星月，张振杰，喻红，陈鹏

湖南工业大学 吸附大师 汤松凡，余江容，李秋敏，郑思诺，蔡书斌

湖南工业大学 新型污水吸附剂 林小淇，张译文，邓康，艾建军，容子惠

湖南工业大学 寻保之材 何雨霖，曾雪梅，吴刘一顺，吴桐雨，余崇东

湖南工业大学 一尘不染队 邹敏敏，罗明亮，汤松凡

华北理工大学 膜法师 陈永浩，张旭，胡亚丛，李少鹏，赵新雨

华南理工大学 25312 王旭亮，韩小蝶，陈万基，余君诚

华南理工大学 FWPU 容浩翔，张亚楠，黎琳，王敏慧

华南理工大学 智能防火队 刘宇翔，邓惠琳，王大伟，郭苏萌，谢丹禹

华南农业大学 “膜”仙堡 许晓冰，彭晶颖，郑碧霞，余静，杨芳菲



华南农业大学 阿里大大 王惠斌，吴涛，李欣，刘照清，彭影影

华南农业大学 霸王花 彭晶颖，王海燕，谢淑怡，余静，许晓冰

华南农业大学 驰骋电场 林佳缅，陈柱钻，卢煜睿，汪杞熙，伍世睿

华南农业大学 功能木材数我最强 温冬贤，王铭浩，江梦虹，苏浩岚，吴芷漩

华南农业大学 快乐就队 郑彬，王玮，尹梦枰，吴梓杰

华南农业大学 木尽其用 陈磊，任卓锦，李登科，陈东鹏，雷春光

华南农业大学 碳中和小分队 吴煌，庹友民，夏涵锦，杨晨，罗玲

华南农业大学 一代天“胶” 郑碧霞，都蕾，吴启楠，彭晶颖，许晓冰

怀化学院 湖南绿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卢嘉仪，于佳欢，彭展，聂梦圆

黄冈师范学院-三峡大学 三环一体，自展宏涂 陈细芳，肖玉玲，刘如佳，陈志伟，肖庆璇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锂电先锋 李学峰，邱金桥，张鑫蕊，于名泽，王荣智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魔净涂层 康欣悦，蔡帛亨，梁译文，尹山，李贤雨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先锋 邱金桥，喻双，王成，蔡帛亨，袁斯娜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轮胎拯救者 梁智超，陈羽婷，林净伊，于淮，李佳雯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烯望之胶 喻双，高欣雨，仲元昊，郝春棋，王迩贺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玄武 C伦 陶东琪，郝婉宁，邱阳，李贤雨，王荣智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魔力无限 王成，王满，王艺儒，姜宣名，尹山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散热科技 袁斯娜，朱春芳，曹玲，徐仕隆，姜宣名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宝磁科技 王文卓，王荣智，蔡帛亨，袁斯娜，邱金桥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尼龙金刚 王艺儒，王荣智，仲原昊，邱金桥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长春工业大学
滤膜精灵 王迩贺，曹玲，姚天顺，王欣悦，喻双

吉林化工学院 CGTeam 孙振楠，游沁雨，宋壮，赵蕴博，方毅

吉林化工学院 防“毒”战“疫” 张赢元，王文函，翟钰琦，栾竞择，董潇

吉林化工学院 树脂固化小分队 武泽超，栾竞择，于子淇

吉林化工学院 星梦队 冯舒玥，汪恒，胡俊豪，董潇，杨苗苗

吉林化工学院 鹰隼队 翟钰琦，张赢元，董潇，栾竞择

吉林建筑大学 “芯”创航领 于淼，侯亦平，王铂然，朱良浩，赵明月

吉林建筑大学 变渣为宝 于佳成，郭宏伟，刘畅，侯亦平，刘新宇

吉林建筑大学
光阴任染-生物基热致玻

璃技术领航者
丁焕淇，侯亦平，王妍，刘勃铄，杨忠华

吉林建筑大学 恒新 韩利通，王瑛琪，李隆积，张春鹏，李萌

吉林建筑大学 精益求”晶“ 印泽华，张爱迪，江卓婷，孙如博，王鑫

济南大学 “聚孔纳气”团队 王伟霖，张广莹，闫怀远，孙淑睿，王佳乐

济南大学 德胜 刘辰辉，杨昌杰，刘志民，杨旭，王传奇

济南大学 点“黑”成金队 韩政洁，苏雅静，石龙雨，王希琰，杨冬泽

济南大学 高低“硅”我 李令奕，李晓迪，赵茹欣，汶伟杰，王雨涵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创赢青春”创业团队 王鑫杰，韩沐秋，张琦，王桂菁，于淼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数智滋补”创业团队 张晓荣，王鑫杰，张建明，陈姿蓉，张冰

暨南大学 肌护有方 周栩洁，周青，蔡壮壮，回冰玉，刘丰铭

江南大学 高“酚”抗菌答卷 肖力强，张许婧，姚政，韩泽宇



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 INEM团队 彭义东，马豪杰，郭旻皓

江南大学 蠡梦新材 唐新伟，鲁士杰，胡志伟，罗江涛，杨晓

江南大学 泥而不滓 张乐奕，李婷婷，冯炯皓，刘德川，向嘉杰

江南大学 铁钴铜强 蒋思昊，苗润阳，王雨淞，李前惠，林杰荧

江南大学 一膜镀江 张亚伟，赵许，柴哲元，马甜甜，李婷婷

江苏海洋大学 光之队 陈冯钰，耿吴越，张浩，王植萱，贾淳元

江苏海洋大学 清润科技 徐沛宽，吕进，龚畅，杨健，侯德旺

江苏科技大学
“吡咯”惊风雨，“柔性”

水中胜
李凌雲，任芳，玄鸿烨，张妍

江苏科技大学 “吩”驰电掣，手到“嗪”来 王任远，Mugilan，李杨昶耀，经仁威，丛鸿岷

江苏科技大学 COF BOYs 赵越，骆海华，宋江航，李明泽，李诗振

江苏科技大学 按“涂”索骥 陈年婷，吴懿涛，骆云政，严钦，刘羽婷

江苏科技大学 风云聚起，萘浪滔天
何静，徐静，玄鸿烨，何永智晗，Mugilan，

Narayanasamy

江苏科技大学 封火英雄 罗伟奇，高贵成，臧慧，郝沛男，杜昊

江苏科技大学 光之膜法 李玲玲，张雨豪，张顺红

江苏科技大学 海之祈愿 孙浩然，蒿鹏宇

江苏科技大学 合众队 陈正扬，刘建枰，王宇辰，袁明

江苏科技大学 蓝星计划 侯文秀，邵潘润，王小宇，杨颖哲夫，陈真

江苏科技大学 双碳之光 徐铮，孙鑫海，卢佳林，沈钰

江苏科技大学 顺“锂”成章 安亚非，李世文，安世博，李志敏，冯林波



江苏科技大学 逐光者 石宇星，袁浩，陈周泽，潘晶晶，陈珂怡

江苏理工学院 我自“抑燃” 乔雅丽，张宇，廖琴，张林通，孔龙杰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桐栖凤吟 胡斯琦，冉柳群，薛书静，张宇辰

江西理工大学 登高铋赋 张舒萌，刘鑫，黄哂莅，张良，王磊

江西理工大学 寒能无限 汪路夷，袁文峰，赵建军，吕伟霞，朱才建

江西理工大学 梦之队 王紫毅，付煜杰，王凯，王方哲

江西理工大学 酞框之星 张河，汪路夷，姜婷婷，李路成，袁文峰

江西理工大学 糖糖小分队 龙超，李朝阳，叶红梅，张贺丹，边芳芳

江西理工大学 铜芯协锂 仲伟旭，陈文豪，吕慈恩，苏公勃，王怡茗

江西理工大学 我们“易定行” 谢欢萌，严湖臣，易梓轩，曾新雄，肖文隆

江西理工大学 一锂当先 仲伟旭，陈文豪，崔红迪，姚天华，刘杰

江西理工大学 荧光材料小分队 黄喆，段钊钊，雷佳颖，蒋宏辉

江西理工大学 智能高分子材料 黄小慧，饶胜辉，黎日强，付雪橦，杨周林

金陵科技学院 大佬说的队 杨君豪，王闪闪，章泽，樊姝婷，姜晓杰

金陵科技学院 金陵之感 薛源，史文慧，侯东杰，柯春增，姜晓杰

金陵科技学院 水凝胶 许潇，杨玲，王磊，张子晗，孟卓

金陵科技学院 碳究队 陈恒兵，丁向阳，秦飞扬，郭校宁，亢倩男

金陵科技学院 足爱团队 王兵，李于文成，邱丛媛，沈诗苹，张雨东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风铃创客 罗庚

兰州理工大学 “吃”铼的膜法 牛昉昉，吴刚，路思源，许万，赵鑫宇

兰州理工大学 “膜”法肥田 王宁，李小虎，廖勋桦，丁辉，林发



兰州理工大学 DOU5 李姝姝，王嘉伟，薛佳耿，冯逸凡，王菲

兰州理工大学 Hope of the star 邓佩瑶，谷翠翠，尚婕，崔雅婷

兰州理工大学 MOF小分队 王嘉伟，孟田力，雷磊，李文静，张潇丹

兰州理工大学 RanGroup 付义涵，张明豫，李松，苏莉茹，国东丽

兰州理工大学 百“韧”不挠 路思源，牛昉昉，吴刚，刘阳冬，许万

兰州理工大学 北极星新能源科技团队 崔文爽，张浩，庞伟业，蒲佳佳，田慧龙

兰州理工大学 乘风破浪 雷磊，李文静，李姝姝，张潇丹，冯逸凡

兰州理工大学 初来乍到
王伊宁，冶小琴，阿迪力江·阿力木，宋玉洁，

唐延华

兰州理工大学 稻香 迟浩然，唐玮琦，庞伟业

兰州理工大学 电极小分队 王志腾，李随心，刘志温，杨景然，陈沛霖

兰州理工大学 冬日暖阳，心手相连 王园，席海霞，王智博，马桓，王琦

兰州理工大学 奋进号 李燕珍，赖富平，李雄伟，贾泽慧，杨全

兰州理工大学 高材生
李旭，曹炜，努尔德里尔•斯卡克，张卓毅，林

志渊

兰州理工大学 固废吸波队 龙建，张婷，张帆，李晋琳，杨冰岩

兰州理工大学 归去铼兮 赵鑫宇，魏旭旭，牛昉昉，赵生元，丁明涛

兰州理工大学 减施增效“利器” 廖勋桦，王宁，李小虎，赵海涛，高开明

兰州理工大学 健康卫士 李雄伟，赖富平，代小雨，罗志成，李燕珍

兰州理工大学 净化小卫士
李天泽，杨海军，孟文丽，祖白旦·斯肯德尔，

张童欣



兰州理工大学 净水清源 杨海军，孟文丽，李天泽，张芸菀，刘嘉仪

兰州理工大学 聚光踪影 辛琦，刘浩男，秦智，李国洲，姚旭文

兰州理工大学 来一碗溜滑饭 陈文静，付义涵，张童欣，史兴源，李松

兰州理工大学 铼去铼往 许万，张慧娟，牛昉昉，刘兴盛，路思源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聚丙烯
王鑫罡，张卓毅，林志渊，努尔德里尔·斯卡

克，曹炜

兰州理工大学 燎原未烬，新火相传
林小玉，刘阳东，张子凡，尹誉钦，迪丽娜尔·阿

卜杜力

兰州理工大学 玲珑剔“透” 吴刚，牛昉昉，路思源，刘阳冬，林小雨

兰州理工大学 绿氧队 张婷，龙建，雪满钰，张帆

兰州理工大学 麦力“肥砖” 李小虎，王宁，廖勋桦，兰亚红，郑鹏

兰州理工大学 铭心团队 庞伟业，何晨煜，崔文爽，蒯馨禾，贺滢

兰州理工大学 披荆斩棘 孟田力，张潇丹，李姝姝，李文静，王菲

兰州理工大学 辟“静”斩棘 刘阳冬，林小雨，何佳盛，路思源，吴刚

兰州理工大学 双碳小队 苏莉茹，付义涵，张明豫，梁爽，李松

兰州理工大学 跳跳糖 修雨萱，王河，王菲

兰州理工大学 微光成炬 吴泽宽，蒯馨禾，王灵杰，马凤矫，袁晓亮

兰州理工大学 新时代接班人 刘晟男，李栋，宋伟，张梅菊，冷啸

兰州理工大学 一路有理 糟文成，成奇，张鸿斌，封号乾，马国祥

兰州理工大学 倚楼听风雨 王嘉伟，孟田力，李姝姝，张潇丹，李文静

兰州理工大学 驭梦团队 贺滢，庞伟业，刘栩辰，迟浩然，张爱陆



兰州理工大学 元气彩虹糖 巨睿，李亚瑄，赵月梅，修雨萱，

兰州理工大学 芝良团队 郭少萍，庞伟业，程钰筱，从文倩，贺滢

兰州理工大学 智丰 蒯馨禾，王灵杰，马凤矫，章贯文，孙建强

兰州理工大学 智研团队
张佳妮，许颖欣，任斌，卡米拉·阿布都日依

木，张丽君

兰州理工大学 追根塑源 刘浩男，辛琦，李国洲，秦智，姚旭文

兰州理工大学 追光小分队 孙华建，李宁，曾佳，马鑫，魏旭旭

兰州理工大学 追梦小队
曾佳，李雄伟，孙华建，卡米拉·阿布都日依

木，杨智诚

兰州理工大学 卓凡联盟 刘金龙，胡鹏章，王伟，付蓉佳，余微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兰州绿色先行研发团队 张曦予，杜海龙，刘宇翔，陈培文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资源环境创新团队 杨自军，杨文辉，和元亨，苏洋，张海涛

黎明职业大学 敢创者 周倩楠，林子程，林圭垚，谢世鑫，苏原颉

黎明职业大学 黎明净水膜 沈慧珊，李炜，蔡雨恒，庄锦垅，张少杰

黎明职业大学 领航者 刘东斌，徐炜斌，赖清燊，张轲，吴施琴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勇敢队 唐金宇，李晓凇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精灵 马金莹，李可欣，解天，王繄晗，张硕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先锋 朱云松，路健琦，张楠，张婉婷，刘新雨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星梦队 佟佳乐，朱安，董美钰，徐伟程，张硕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膜”非环保 高鑫隆，谢英伟，王如意，何锦仙，张志鹏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π队 季宣岐，孙溪悦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高联共创团队 何应彪，刘冰，王瑶，张娟，杨佳宁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环氧梦之队 谢英伟，张娟，李冬梅，李思琪，刘利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老虎呲牙队 兰佳丽，黄诗雯，刘利，许瀚心，张娟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绿涂 张志鹏，李冲，高鑫隆，巴永翔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我们是“高材生” 郎学彬，武志鹏，张广翔，雷冬梅，王运楠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小小榛子壳队 郑佳旺，于雅博，姚佳木，徐天祥，纪雨含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以淀粉的名义，降解！ 周正，许骁宇，郭一萱，卜铨鹏，卫齐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勇敢队 孙溪悦，季宣岐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卓越工程师对 李雨桐，胡晋禹，田行，彭程遥

聊城大学 电功能高分子战斗大队 王振，毕雪庆，李雨凡，薛文清，杨颖慧

聊城大学 聚星抗菌团队 王鹏跃，张文慧，马淼，张煜，张曼

聊城大学 科润——以科技润泽大地 唐思璐，邵世星，陈恒宇，乔培智，丁宏宇

聊城大学 绿源环保 张煜，唐思璐，姜晨曦，刘亚琳，李亭瑶

聊城大学 润滑凝胶 赵宇，程帅，万俊栋，金庆康

聊城大学 润滑与摩擦 侯伟鲁，刘英梁，杨利伟，袁林，张越

聊城大学 问渠清如许队 邵世星，唐思璐，姜晨曦，江黎荣，陈恒宇

聊城大学 氧簇催化 李嘉帅，刘港，时彦琦，戴艺繁，陈恒宇

聊城大学 益油益民 乔培智，丁宏宇，刘亚琳，李亭瑶，乔镇

聊城大学 自清洁涂层 张永乐，周志军，逄亚楠，张晓龙，庞云龙

聊城大学-贺州学院-桂

林理工大学
焱之队 谢兆新，刘芳，魏子健，郭雨婷，朱浩然



临沂大学 砼界有我——减水大师 彭昊全，陈慧铸，林晓龙，郑晓宇，田泽鑫

岭南师范学院 5G临门 刘美怡，罗翠芬，朱玲，冯祥龙

岭南师范学院 对对队 梁同学，黄同学，张同学，赖同学，李同学

岭南师范学院 胶佼者 唐晓敏，苏君婵，申思慧，温志成，何仟富

岭南师范学院 绿色高效倡导者 黄楚荧，谭文怡，罗明阳，雷丝颖，戚静怡

岭南师范学院 取长补短 袁际晔，敖飘文，王燕鸿，黄彦颖，黄曼琳

岭南师范学院 如火如“涂” 曾佳欣，梁莉敏，曾子倩，徐钰敏

岭南师范学院 士力架队 陈志辉，梅锦涛，吴海俊，毛思燕，钟卓玲

岭南师范学院 首屈一“脂”战队 李舒平，植伟桂，王凯，梁子茵

岭南师范学院 双“硅”联芳队 汝婉珂，潘清倩，韦晓雯，杨燕婷

岭南师范学院 溯苯求源 马若弘，杨秋燕，梁洁怡，张家源，黄梓恒

岭南师范学院 玩转“聚苯胺” 李明戈，王婷，许诗咏，吴梓冰，邓子洋

鲁东大学 ”窗“世纪 谢新敏，赵益，孙泽乾，黄斌，丁俊婕

鲁东大学 灵丹妙药 公旭阳，李沅泽，张欣，王镨迎，宋兆慧

鲁东大学 绿色化学科技创新团队 赵晓涵，穆麒羽，唐远涵，苑志昂，汪徽

鲁东大学 纳浊吐新 史长鑫，战庆宏，马新涛，蒲丽莎，姜心雨

鲁东大学 智能驱动器 张笑冉，黄子旭，孔信，周迅，王妍妍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Plan A 朱良森，杨建红，张新月，周予，陈小凤

南昌航空大学 BN超疏水 罗仁康，周东鹏，李敏，陈小祥，周童汉

南昌航空大学 节能环保队 阮昶皓，李想，章宵

南昌航空大学 碳中和团队 罗志颖，康璐萍，李想，李钰枫



南昌航空大学 蔚蓝新材 李俊，欧阳红林，董育民

南昌航空大学 扬名立万队 唐子扬，王铭哲，张明哲，龚立强

南昌航空大学 有膜有 young 刘莘蕊，甘永莲，兰新雨，张宏政

南昌航空大学 真材实料航空一队 蔡婧茹，杨锦玲

南方科技大学 有研科创 李冲，王淑贤，高继，徐昕睿，

南京工业大学 “洁”然不同 陈伟坤，武智胜，赵冉，丁嘉怡

南京工业大学 “冷热”随所欲 贾宇，张晗，郝泓博，张玲，沈晴悦

南京工业大学 “轻”热去火 武智胜，陈伟坤，陈嘉楠，沈云海

南京工业大学 “纤”蹦活跳 袁瑞，张宇，曹少，周隽清

南京工业大学 俺耐晒 王家欣，孔令程

南京工业大学 别出“新”“材” 芮月月，林郁丛，邓伟健，刘昀，张宇轩

南京工业大学 博谦智”材“ 张清，陈志远，潘倩倩，赵士茂，蒋钊

南京工业大学 汽车热防护先锋队 许耀宗，刘天明，吴丹琦，吴挺豪，姚尧

南京工业大学 学海无涯 陈志远，张清，胡来，何跃，孟庆轩

南京理工大学 细秸科技 黄洪瑞，冯中昱，刘士博，杨诗恬，郜靖泽

南宁学院 清清纸衿 凌建莹，陈晴，雷娴婷，黄建东

南通理工学院 天道酬勤 成岑，周远慧子，夏婧楠

内蒙古工业大学 麦秀两岐 张逸多，余数奇，王雯蒲，李亚霖，刘沣玮

内蒙古科技大学 和发际线作队 王亦辰，郝越，罗云奇，常怡远，朱瑞

宁波大学 “塑”立梦想 周子建，蔡雪儿，方朱，平凡，庄会通

齐鲁工业大学菏泽校区 精英队 尹冲，王超，李东芮



青岛大学 高分子膜微纳改性团队 姜卜文，薛潇轩，潘佳荟，冯慧，李峰

青岛大学 呼吸保卫战士 陈萌，陈锦苗，张弛，崔姝君

青岛大学 降污金碳 代沂峰，李振德，李玮迪，胡东奇，蔡高辉

青岛大学 口罩戴没戴”对”队 陈锦苗，陈萌，赵清月，张宇晴，王妍霁

青岛大学 青春须“藻”为 王晓晓，邹宗昇，孙菁菁

青岛大学 青大涂料小队 潘佳莹，李俊逸，田孟丽，韩文静，褚晓阳

青岛大学 嗅探鹊 刘凯，张明新，丁伟，周安勤，田小竹

青岛大学 液滴操纵研究组 张丽，夏家香

青岛科技大学 “膜”法世家 杨洋，王译伟，赵旭浩，刘一鸣，李春雨

青岛科技大学 “墨”守成规 孙忠浩，魏成波，于洋，杨宇清，张振强

青岛科技大学 “涂涂”是道 李雪，赵月浩，张田砚，穆其豪，董文景

青岛科技大学 “稀烯”相关 张秀慧，王鑫，王卫鑫，徐世亮，刘晓建

青岛科技大学 “锈”来“涂”挡 王蕴晴，厉邵，张田砚，张娜，龚鸣

青岛科技大学 “以胶防毒”-新型防毒面具 王辰龙，张涵，张照航，郭芳麟，金小筱

青岛科技大学 C-aerogel 团队 郭芳麟，王辰龙，杨先龙，张照航，严涛

青岛科技大学 dreamer 张殿奇，王林营

青岛科技大学 happiness 卫士 任雪，李冬辉，陈莹莹，张洪舒

青岛科技大学 MOFs 材料团队 张涵，王辰龙，蔡雪源，郭芳麟，金小筱

青岛科技大学 Nova of PVC 尚子豪，贾婷婷，张静怡，李媛媛

青岛科技大学 PEC融创橡胶团队 任启航，宋义天，张智凯，周莉媛，陈奎铮

青岛科技大学 PMC小队 王雪婷，高泽坤，张玉欣，张明霞



青岛科技大学 qyr 李旭东

青岛科技大学 百变空心球队 林瑾昆，艾雨璇，王雨晨，张竞方，张洪斌

青岛科技大学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关彤，陈贝怡，尚靖昊，潘翔宇，季双琦

青岛科技大学 百炼成精 刘丰嘉，张珂，刘旭，高培议，霍思静

青岛科技大学 冰来“涂”挡 于瑞麒，李雪，穆其豪，张田砚，赵月浩

青岛科技大学 察源观色 王晶晶，李庆，崔久英，邹慧雪，许雪娇

青岛科技大学 持“酯”以恒 苏家丰，崔雪纯，陈萌玥，张田砚

青岛科技大学 持酯以恒 苏家丰，崔雪纯，陈萌玥，张田砚，崔睿睿

青岛科技大学 创造“烯”望 武政宇，吕文才，白新鸽，袁馨彤，卢明晶

青岛科技大学 发际线和我作队 袁莹欣，李安琦，成尚儒，王心成，徐天怡

青岛科技大学 芳香馥郁 刘欣，梁竟宇，邵依凡，张若轩，罗余

青岛科技大学 高“震”无忧 李亚非，王妤姝，赵雨桐，燕学昕，刘奕麟

青岛科技大学 高分子材料不发光 周华艺，李梓芃，邵依凡

青岛科技大学 高能团队 王辰龙，蔡雪源，程双飞

青岛科技大学 光电材料探索团 周华艺，李梓芃，邵依凡

青岛科技大学 光之所向 王执，刘悦蓉，梁佳栋，谢衍超，邵依凡

青岛科技大学 黑色革命 杨帆，闫恒宇，岳成宇，徐风坤

青岛科技大学 坚定芳橡队 蒋厚民，张年鑫，王冰凝，万乐天，刘明航

青岛科技大学 胶伸胶彻 王蕴晴，李纯朴，刘敬航，龚鸣，赵成翔

青岛科技大学 金属毛细管气相色谱柱 王鸣皓，曲皓童，范天胜，刘欣然，于泽芳

青岛科技大学 聚星队 王丹丹，孟一凡，韩明辰，张晓艺，朱弘颖



青岛科技大学 开拓创新 刘显贞，顾兆磊，王志彬

青岛科技大学 康之湛 张洪舒，许吉哲，刘宜鸣，任雪，侯凯

青岛科技大学 空穴传输层的“冠军”分子 苗传奇，于秀，吉卓婷，梁东旭，顾亮

青岛科技大学 历历在乡 刘一鸣，王笛，张坤，张晓艺，张心茹

青岛科技大学 绿匠 刘明硕，田圳铭，赵芃芃，沙润泉，丛若平

青岛科技大学 绿橡清风 姚亚群，刘子笑，李国政，孙铭璞，王玮琴

青岛科技大学 绵里藏“球” 王心成，李安琦，袁莹欣，成尚儒，高强民

青岛科技大学 明德科技队 韩佳鹏，周诺，栾绍雨，薄延恺，孔文卓

青岛科技大学 木时尼 张田砚，穆其豪，王蕴晴，赵月浩，张白浪，

青岛科技大学 凝创生物 张慧敏，孙伟霖，刘佳玮，武艺蕾，郭梓航

青岛科技大学 怦然“芯”动 杜鹏辉，厉邵，王晓东，王蕴晴，宋佩儒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国

奖预备队
杨迪，刘京鑫，李凯旋，李春锋，徐世亮

青岛科技大学 青锋队 李春锋，王禺昆，李凯旋，翟蔓瑜，张帆

青岛科技大学
青藤-高分子材料环保再

生团队
郭修瑞，郭守运，刘功旭，白立臣，孙启浩

青岛科技大学 群英荟萃队 朱万超，张爽，蔡维琪，严涛，槐凯

青岛科技大学 人民的脊梁 杨作信，曲德杰，孙涛，李春辉

青岛科技大学 润物无声 成尚儒，王心成，袁莹欣，高强民，李安琦

青岛科技大学 沙尘暴小组 吉卓婷，苗传奇，于秀，戴志诚，张春辉

青岛科技大学 设计组 侯与晴，李雯，李鹏云，宋璐璐



青岛科技大学 生物基高性能弹性体 黄一，刘成顺，黄泽宇，龚炜轩，李京翰

青岛科技大学 石墨烯水凝胶退烧贴 刘雨蒙，蔡维琪，王知瀚，张振铎，徐立成

青岛科技大学 我心飞扬团队 郝迅，范馨悦，王梦如，贾丹梦，吴然

青岛科技大学 纤纤玉手，以柔克刚 国振豪，李俊琦，尚雪莉，窦剑莹，马浩鹏

青岛科技大学 向阳团队 王辰龙，张涵，张照航，金小筱，郭芳麟

青岛科技大学 橡胶青年队 倪昊轩，李凡，王子睿

青岛科技大学 橡前进 侯加恒

青岛科技大学 橡尚队 厉慧莹，刘龙，刘浩，方艺洁，王一奥

青岛科技大学 橡尚青年队 张梦雪，陈芮，李国涛，牛满江，李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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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锌拓 王志彬，刘显贞，顾兆磊

青岛科技大学 星星之火 孙瑞君，李嘉宇

青岛科技大学 旭日东升队 李建兴，范庆超，魏怀驰，杨新厚，朱晨曦

青岛科技大学 液袋大队 郭子然，李旭东，李欣悦

青岛科技大学 易分宜合 陈萌玥，朋泽蕙，董海凌，王新媛，孙铭璞

青岛科技大学 勇往直前队 陈明月，李俏，马英雪，刘益辰，仝欣悦

青岛科技大学 云端团队 于泽芳，张一鸣，喻国叶，董欣雨，郝娜

青岛科技大学 争锋队 方敬轩，张明雪

青岛科技大学 自动过柱机与它的师兄们 于秀，王成，苗传奇，吉卓婷，何子临

青岛科技大学 自修复聚酯领航者 李汝玥，庞博，刘敬航，赵景龙，孙睿翔



青岛农业大学 一”球“见效 朱康伟，桑雨欣，赵庆娜，王琛，耿堃

清华大学-青岛科技大学 国“肽”民安 梁竟宇，程玉新，刘欣，冯文娟，王禺昆

曲阜师范大学 纳米材料研发科研院 杨佳琪，王雪梅，杨道鑫，魏庆营，王永乐

厦门大学 绿之厦 郑啸天，冯子博

厦门理工学院
“膜”力满满，“偶”气

十足
刘佳诗，宋明慧

厦门理工学院
“贻”层涂料，“贝”感

安心
廖馨馨，叶舒灵，卢靖，李梓萌，胡雯莉

厦门理工学院
1,6,7,8-四乙基双环[4.2.0]

辛烷
安彦儒，傅婷，陈润桥，陈章毅，张泽春

厦门理工学院 清晰无雾 甘梦雨，黄菲，魏铮，林炜煌

山东财经大学 集秸号队 王思瑜，刘佳琪，王一涵，张钰昕，李周年

山东大学 “氢”风徐来 刘智，杨洪韬，李思凝，赵在旭，季晨朋

山东大学 北冥之星 刘智，李思凝，杨洪韬，陈嘉坤，杨芮

山东科技大学 发泡虎虎生威 闫雪廷，王孝虎，张宁，吴嘉辉，张乾坤

山东科技大学 恒德创业团队 李乐筝，宫凯，杨昱昊，李明豪，刘羽桐

山东科技大学 绿峰生物团队 丁春瑞，官晗阳，霍翔宇，江珊，吴金慧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材以致用 王长龙，李松昊，于鹏春，鞠富全。

山东理工大学 “Cr(VI)”终结者 吕菲，祝静文，刘含笑，倪明超，郭太洋

山东理工大学 MFC 智创新星 姜璐，黄正澎，陈彤，曹容浩，聂世林

山东理工大学 刚中含柔队 周磊，苏成壮，赵倩，王鑫雨



山东理工大学 齐膜科技 王娟，王其丰，张皓翔，张圣隆，张达

山东理工大学 清荷漫漫团队 邓佳和，高瑞祥，张露露，吕柯陈，张晓雨

山东理工大学 蔚“镧”可塑 郁宸，胡希敏，张利洁，孔伊凡，薛燕

山东理工大学 牙牙乐 郑博文，吕菲，张新园，王钊，郭太洋

山东理工大学 智创未来队 俞嘉莹，于泽栋，曹靖翊，赵明婧，程笑，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智能组 田建国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加 C四人组 任晓婷，张成全，丁宇，周越

陕西科技大学 “凝”心奔“敷” 王梦曦，魏萌，孟磊鑫，杨鑫，李阳帆

陕西科技大学 “药”检尽检-守护食品安全 郑蕊，王鹏，安军，赵芝镇，郝彩凤

陕西科技大学 飞越 吴静，尚青青，王崟彬，代佳烨

陕西科技大学 记忆大师 代佳烨，王崟彬，吴静，尚青青

陕西科技大学 抗癌药物小分队 黄涛，谢松霖，汪静雯，陈玉平，曹海鹏

陕西科技大学 快乐家族 李阳帆，彭琪，陈悦，李新琦，崔子莹

陕西科技大学 绿精灵 王雨，牛慧祝，王丹丹，田思雨，杨存国

陕西科技大学 凝材队 赵美寒，胡雯，屈姝含，胡人尹，王睿琦

陕西科技大学 青春无畏 尚青青，吴静，代佳烨，王崟彬

陕西科技大学 人在囧“涂” 韩小峰，宫捷，胡光宇，毛万宁，刘海毓

陕西科技大学 如胶投漆 谢松霖，李慧婷，陈福庆，刘美玲，李淼

陕西科技大学 水土卫士 张荣涓，马佳，张宇芊，薛哈军

陕西科技大学 一马当"纤" 孙卓，屈晴，郭楠

陕西科技大学 高材生 田鑫，高博，李子涵，李瑞，董紫晨



陕西理工大学 “移骨”接木队 王溥泽，王伟杰，杨苏昭，张君，杨龙辉

陕西理工大学 “针”心团队 薛嵘，李欢，陈成志，谢晨光，解欣

陕西理工大学 稻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君，王伟杰，汪朝鹏，王佳乐，冯瑞元

陕西理工大学 光能收集者 高祎晗，胡雨萌，陈瑾涵，张晨伟

陕西理工大学 环保曙光队 危若红，冯羽婷，冉金枝，王晨曦，韩菁

陕西理工大学 酷π团队 周京，雷泽一川

陕西理工大学 青春跃进队 剡怡岚，闫宗莹，赵兴越，齐锦辉，王瑞泽

陕西理工大学 抑菌卫士 闫宗莹，李超凡，宋欣玉，安智晖，李若瑶

陕西师范大学
基于钙钛矿纳米晶的X战

警团队
王淑美，杜江辉，雷霆霆，王达

陕西师范大学 聚星 吕锦涛，王芳，李洋，张晨晨

陕西师范大学
可重复使用的温敏尿不湿

材料团队
曾嘉琪，曾冠豪，张莹莹，王渺涵

陕西师范大学 天行团队 韩昌志，向思慧，葛满堂，张鹏超，唐琳婷

上海大学 shuer 龙再兰，赵薇，刘星男，郑先，王艺璇

上海大学 功能涂料研发团队 叶妙婷，章宇昕，雷田甜

上海大学
上大稀土金属催化课题组

团队
浦潜予，霍彦辰，胡湘

上海大学 生物墨水小分队 马妍，浦潜予，吴依凡，石林雪

上海大学 与你心连心 周许越，陈丹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蜂”景这边独好 宋吉银，孙晓玲，张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春风化雨队 宫婷，王言帅，曾丽君，阿宏伟，胡容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降“磨”润滑先驱者 刘尚保，尤晋，赵江波，叶恒昌，张志强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凝心聚“胶” 徐敬姣，王苗，王辉，李诗凝，程紫蓉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追光形彩队 王乐乐，王鸿凯，杨发成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超·云团队 张祁涛，杨涤一，梁广基，程文杰，林彦旭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烈火真金 钟金龙，田水，黄雨晴，温深愉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smile 曲妍姝，吴鹏峰，王天淇，张嘉骐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聚合物队 王龙新，李佰郁，段福赞，要磊，耿闻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航超耐高温胶黏剂团队 艾建新，李臻，李闯，于艺家，杨帅

石河子大学 攻必克 王雨泉，刘诗雨，陈龙，屠娟，方天文

石河子大学 石大梦之队 谢肖雨，曹伟成，周观果，刘小源，李雄

石河子大学 星河阻燃科技 许聪，张超，张昆伦，王怡静，李成林

石家庄铁道大学 Mxenes 攻坚小分队 王泽宏，刘姝男，刘金鹏，马晓野，张学凤

石家庄铁道大学 材料之光小分队 李岩，马宇雯，康业玮，贾国亮，李晓冰

石家庄学院 点纸成睛队 李一涵，贾晋博，张单凤，王昊，管天宇

首都师范大学 球球大作战 李嘉炜，秦仟皓，赵胜博，李申申

四川大学 “电”光火石 “墨”笔生花 安子墨，黄钰婷，罗天，陈芳，周博

四川大学 辰墨者 肖窈，鄢雨，胡诗雨，张霖俊，杜昊学

四川大学 从容应队 李冬瑞，张之慧，王清铎，艾依买尔·哈尼肯

四川大学 吉奥曼柏林 徐启明，马远琦，何世博，蒋佳嵘，王天佑

四川大学 巨能环 杨艺，杨景博，周婧，于进洋，黄家欣



四川大学 冷静面队 王清铎，张之慧，李冬瑞

四川大学 糖胰泡弹 严悦，陈玲丽，闫敬越，崔熹，王作杰

四川大学 天道酬勤 冉夏暄，刘洵，刘淼轩，喻丹宁，王天佑

四川大学 狭处逢生 林嘉颖，唐瑞，房怡朵，方乐然，唐劭

四川大学 御磁者 周宇航，张鸿博，张紫嫣，王沐珊，梁靖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膜“法 王雨杰，王鹏程，周继源，李东京

四川轻化工大学 神兵科技 王林夕，房新华，刘艳，许祺林，谌永生

四川轻化工大学 小太阳 陈治均，陈爽，胡雪菲，曾锐，曲昌镭

台州学院 塑绘团队 叶莹莹，赵泽聪，郑熙，李若彤，黄凌子

台州学院 唯零新材 马丽娜，柴煜莹，杨毓恒，高翔，秦子豪

台州学院 燚源科技 马丽娜，柴煜莹，高翔，杨毓恒，秦子豪

泰山学院 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二队 葛梅珍，高倩，常新宇，王永耀，王伟业

泰山学院 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一队 李文琪，赵林娜，赵探雨，唐志浩，王颖

天津大学 TJU“料”定华夏队 秦业栋，门佳仪，孙成帅，刘睿龙

天津大学 七星灯火小队 吴越，孙冰，赵吉

天津工业大学 fenton 净团队 吴奥

天津工业大学 膜法师团队 李玮阳，陶俊竹，赵乃嘉，李佩欣，王伊婷

天津工业大学-烟台大学 纤维新材料创新团队 赵乃嘉，黄思奇，李玮阳，王子衿，景雅妮

天津科技大学 一站到底队 王超颖，付钰，刘若暄，冯晚琨，陈林

皖西学院 火炎三 鲍书鹏，孟凡奇，杨鹏，赵鑫，闫柯柯

潍坊科技学院 “秸”能小分队 赵恩浩，赵君豪，贾鹏，董守英，曲东成



潍坊科技学院 好事多“膜” 董守英，李煜，邢志豪，冯国瑞，仉元赓

潍坊科技学院 实“脂”名归 曲东成，杨旭，董守英，赵恩浩，赵君豪

五邑大学 材疏不浅 游宗霖，曹樱凡，周丽凤，曹咏晶

五邑大学 钴碳同行 叶真颖，吴凯儿，林振远，董典，江浩波

五邑大学 探寻者 杨惠玲，周洁莹，刘兴菲，关渝健，王远芳

武汉纺织大学 经天纬地编织太空梦 邢桐贺，翟丽莎，何安南，骆宇新，张玉

武汉工程大学 "柔"可摘星辰队 何悦香，张琪，蔡建赞，谭佳，康璇

武汉工程大学 WIT 佳净队 舒永俊，杨俊锋，阚然，杜开元

武汉工程大学 WIT-清源队 石遒，柯少武，何婧，董姗，张杨

武汉工程大学 轻声细语队 刘杨，张伟程，胡祥，杜元开，潘博坤

武汉理工大学 电容小队 蔡晓爽，李廷雪，方旭，包江锴，杨智博

武汉理工大学 会滑轮的高材生 龙柢瑾，时庆松，甄思嘉，邹欣妍，伍紫馨

武汉理工大学 抗凝膜范 夏唯宜，张泽真，夏传杰，刘曦文，周俊杰

武汉理工大学 裂缝无影“胶” 肖子煜，蒙泽锐，董凌枫，曹蒙

西安工程大学 骨愈重生 范李庆，姬梦豪，张亚鹏，李文遥，杨世豪

西安工程大学 聚“胶”LED，随“芯”所欲 辛怡，张格青，田琪，王甲威，曹骏

西安工程大学 科能未来 杨鸿驰，于丛豪，王忆然

西安工程大学 医敷当先 张天一，宋柏青，李欣锋，杨凯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光之使徒 朱航，田甜，宋晓琪，樊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硅灰覆燃小分队 寇晓飞，胥明瑞，余康，张洪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诺冠纳米科技 张妍彬，雷旺旺，盛荔行，姜子钊，熊厚妃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深藏不 blue 队 樊凯，宋晓琪，田甜，朱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阻燃小分队 李凡，周钰斌，李依诺，薛晶晶，薛鑫鑫

西安交通大学 雏鹰科技小分队 冯丽，刘伟，宋小凡，张卓琳，李萌

西安交通大学 智能高分子实验室 郭锐，唐泽辉，宋喆

西北工业大学
“墨”高“异”尺，“导”

高医“障”
王双双，康卿饴，李沐坤，何萧玉，张晨阳

西北工业大学 “热”“磁”不疲 钱祎祎，张雅莉，封文卓，彭宇天，梅君竹

西北工业大学 SSL 能源之星 韩毅飞，和舒越，陈嘉禾，刘任如鸿，曲昌镇

西北工业大学 凝智科技 乔宇轩，陈润泽，谭亦夫，刘荣珺，王雷

西北工业大学 永无“脂”境 封文卓，钱祎祎，陈嘉麟，查荃彬，和舒越

西北民族大学 “塑”途同归 马瑜浩，宋浩，贺丹丹

西北民族大学 顶创光制创新创业团队 王成硕，颜邓伊，慕蓉，汪祎贤，刘森

西北民族大学 环保先锋队 郭旭春，詹梦茹，李胜硕，刘倩，桂腾宇

西北民族大学 槿华创新创业团队 郭亭亭，赵军瑞，赖道伟，向文峻

西北民族大学 七彩MiNi 队 文春花，徐松琼，杨浩，卢泳，侯金权

西北民族大学 润舟 颜邓伊，王成硕，贾丙森，黄雅琦，李煊禹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开拓者 桂腾宇，黄巧鑫，韩进英，杨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多功能涂层小分队 杨徐轩，王光硕，黄亦捷，李思维，赵艺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敷料小分队 杨徐轩，黄亦捷，吴越，王光硕，顾赞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神奇的纳米活性因子团队 郭加祥，吴越，朱瑜，吴疆，孙恩泽

西南大学 智感生活 肖珊珊，陈世强，于帅，安剑，令狐顺



西南交通大学 LDH小组 马丹阳，王浩宇，姚烨兰，周孟雪，黄丕江

西南科技大学 分子降解—强农惠农项目组 贾潇，吴宇嘉，刘原，李岚丽，袁涛

西南科技大学 辐射防护梦之队 张媛，麦付寒，罗非艳，刘修，刘学

西南科技大学 高储能材子队 李昱，干思宇，陈泽锡，曹清，杨星宝

西南科技大学 开心吸吸乐 黄远亮，李洋，陈紫烟，何虹萍

西南科技大学 缆线-星策万里队 肖顺红，陈瑶，孙锐，卢东，侯璐华

西南科技大学 黏黏胶小队 丁博南，蒋静，刘畅，墙雨轩，杨光磊

西南科技大学 山水如画 徐江山，宋超琪，李敏，周王欣，张雪玲

西南科技大学 涂护队 卿周长，屈崇瑞，程晓鸿，刘倩雯

西南科技大学-天津科

技大学
向死而生队 肖梦情，陈长稳，王超颖，杨武

西南科技大学-西昌学院 高材精英联合队 王易杨，李昕，黄乙，张恩博，邓春

西南石油大学 “西柚”卫士 董洪雨，陈轶文，孙傲，陈锡敏，杨威

西南石油大学 西柚管“＋” 荣林，杨帅，王新评，鲁兴宇，邓小军

西南石油大学 新氢年 孟新儒，林晓燏，谭晶，毛妍颖，王品壹

西南石油大学 治污小卫士 李鑫，李百丹，戴晖，张芹，李静

咸阳师范学院 检抗团队 朱珮瑄，寇旭芝，张璐，邵妮，赵晨阳

咸阳师范学院 清麦阳团队 张西静，牛白婷，张辽辽，任佳，吴禧阳

咸阳师范学院 神锋智能小分队 万魏彤，任瑶，邱德德，张鑫悦，张锋

新疆大学 精益“巯”精 候旭辉，张春杰，张国梁，王景阳，蔡钰洁

新疆大学 破壳成材 马晓卿，胡文莉，丛真成，詹天墉，温文卓



徐州工程学院 晶彩呈现 王忠峰，黄晟晨，徐国元，王晨阳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行远 姚理想，李玉浩，梁龙坤，张甜甜，徐亚婷

烟台大学 葛以修骨 徐小彭，张文，李明慧，刘国英，王莎莎

烟台大学 聚金触媒科技创新团队 高玥，尹泽群，宋薇，周硕，王文韬

延边大学 延融胶卓 张嘉琪，张林，申晨，何立琪，王哲

盐城工学院 吸附之士 封锦洋，杨飞，汤文杰，陈明，张星辰

扬州大学 材翼双全队 郑碧玉，王盼盼，尹宇昕，任昊

扬州大学 抗癌狙击队 陈露，周宇珂，陈林嵩，吴嘉敏

扬州大学 绿色除油——泡沫先行 文静，邢文倩，高世杰，张娅，张曙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膜法团队 禹紫燕，庞玲，张自通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云帆 孟思文，邓先超，刘荟英，浦仕权，王照凯

枣庄学院 “秆”为人先 林召辉，孙玉华，荆慧杰，马媛媛

枣庄学院 超“膜”队 张宇，姜宇翔，孙乾威

浙江工业大学 谈电色变 邵明发，李锦，许浩飞，朱旭晨，冯振帅

郑州大学 Keep Calm 李爽，陈晓杰，尹婷婷，魏依萌，娄宏川

郑州大学 PU战术小分队 周娇，闫婧，许涵博，胡彬，岳会敏

郑州大学 节能热管理织物团队 张宇轩，杜星园，石梦科，闫绍杰，杨如意，

郑州大学 进击的“PA” 魏云飞，尹琨，冯嗣召，陈力溧，刘子阳

郑州大学 微光热塑 于鑫，王义凯，王丽萍，汪仲泽



郑州大学-内蒙古科技

大学
舒敷佳 卞晓雯，张舒，王生，王汇丽，杨劲萱

中北大学 “膜丝”“针”探小分队 赵姝聪，任燕子，段继宇，梁宏丽，焦梦瑶

中北大学 膜“太行”小分队 周丹，王晓莉，郭玮，闫硕，梁海迪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柔性传感 张旺龙，侯琴，徐寅东，孙雪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小“膜”仙队 柴鹏程，马奕，邵鸿博，许依玲，张一凡

中国矿业大学 口罩吸吸吸 单连峰，赵睿晨，卢君同，杨成淑瑜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强韧 BOZ 李政白，朱珂琪，孙鑫悦

中国人民大学 天“降”奇材 韩文文，张守鹏，王振昊，潘若辰

中国人民大学 永不言败队 王昊，习秀姝，薛梦瑶，马晓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新型功能材料科研团队 黄辰栖，张美娟，曹亚京，严丽琴，柴贝遐

中南民族大学 “肽”定乾坤 赵优，李佳倩，程伟伟，张定一，冯佳琪

中南民族大学 HBP降脂小分队 方美喻，郝彦鑫，薛雨鑫，向丹，钟柳悦

中南民族大学 ROS 保卫队 陈春晓，陈瑞楠，肖攀飞，高宇龙，曹阿敏

中南民族大学 复合材料小队 杨莉，梁糯，雷熠枫，李小兵，刘欣

中南民族大学 共聚镁好 夏亚平，秦缘，石元阳，王成哲，彭志勇

中南民族大学 绝薪止火队 海艺凡，张艺淼，蒋璨，韦芳，米晓茜

中南民族大学 欣“锌”向荣 王琪，赵善智，王萌，于灏，向印

中南民族大学 粘粘虫队 张馨，伍艳芳，赵周焰，吴一涵，向凌锋

中央财经大学 T&X 谭晰月，谢慧雯

中原工学院 快快毕业 李方圆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恺膜团队 蔡婉玲，陈润康，陈嘉怡，吴菲晖

珠海科技学院 禹赫 吴楠，郝欣露，杜宇丽，周琪，王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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