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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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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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结果公告

各参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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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评审工作于 7 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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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入围团队名单见附件一），未入围决赛的前 134名获得大赛三

等奖（三等奖获奖名单见附件二）。

为实现赛事活动在线下稳定有序进行，充分保障参赛师生健康安全，

结合目前国内疫情防控要求，经大赛主办方协商，原定于 2022年 8月中

旬举办的第十届 PMC大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延期进行，举办地点为山东

省东营市广饶县，具体举办时间待定。

第十届 PMC大赛决赛将评出特等奖 3名，一等奖 12名，二等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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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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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参赛团队关注大赛官网、微信公众号及 QQ群

内的通知公告，及时获取决赛材料提交、线下决赛时间安排等赛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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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 PMC 决赛 QQ 联络群：

576098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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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29日

附件一：第十届 PMC大赛决赛入围团队名单

附件二：第十届 PMC大赛三等奖获奖团队名单



附件一：第十届 PMC 大赛决赛入围团队名单

（按学校名称首字母排序）

申报院校名称 参赛团队名称 参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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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橡胶队 王其来，赵海兵，汪雨星，赵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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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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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工业大学 “浆”心独运 刘浩，翟原原，李世义，李凯璇，常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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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理工大学 无氧运动 周倩，王永康，陈清傲，谭婷，张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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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小“纤”锋 张德行，王钧满，张凯阳，肖景凌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魔力“硅”来 于雅文，刘心雨，王艳伟，马新如，吴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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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大学 “膨”然产动 高璇，孙睿，张雨菲，张嘉慧

河南工业大学 万路团队 冯雪晴，方保，李聪，慎亚丽，陈鸿华

湖南工业大学 柔弹专家 邹健，陈卓，王盛冀，马振萍，金涛

华南理工大学 FWPU 容浩翔，张亚楠，黎琳，王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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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驰骋电场 林佳缅，陈柱钻，卢煜睿，汪杞熙，伍世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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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益求“晶” 印泽华，张爱迪，江卓婷，孙如博，王鑫

江南大学 一膜镀江 张亚伟，赵许，柴哲元，马甜甜，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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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蠡梦新材 唐新伟，鲁士杰，胡志伟，罗江涛，杨晓

江苏科技大学 封火英雄 罗伟奇，高贵成，臧慧，郝沛男，杜昊

金陵科技学院 碳究队 陈恒兵，亢倩男，秦飞扬，丁子阳，郭校宁

兰州理工大学 “膜”法肥田 王宁，李小虎，廖勋桦，丁辉，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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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大学 “塑”立梦想 周子建，蔡雪儿，方朱，平凡，庄会通

青岛大学 呼吸保卫战士 陈萌，陈锦苗，张弛，崔姝君

青岛大学 液滴操纵研究组 张丽，夏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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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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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尚队 厉慧莹，刘龙，刘浩，方艺洁，王一奥

青岛科技大学 怦然“芯”动 杜鹏辉，厉邵，王晓东，王蕴晴，宋佩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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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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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心团队 薛嵘，李欢，陈成志，谢晨光，解欣

石河子大学 星河阻燃科技 许聪，张超，张昆伦，王怡静，李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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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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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零新材 马丽娜，柴煜莹，杨毓恒，高翔，秦子豪

台州学院 塑绘团队 叶莹莹，赵泽聪，郑熙，李若彤，黄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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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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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容小队 蔡晓爽，李廷雪，方旭，包江锴，杨智博



西安工程大学 医敷当先 张天一，宋柏青，李欣锋，杨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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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科技大学 辐射防护梦之队 张媛，麦付寒，罗非艳，刘修，刘学

盐城工学院 吸附之士 封锦洋，张星辰，浦月婷，陈明，杨飞

郑州大学 Keep Calm 李爽，陈晓杰，尹婷婷，魏依萌，娄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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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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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第十届 PMC 大赛三等奖获奖团队名单

（按学校名称首字母排序）

申报院校名称 参赛团队名称 参赛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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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思维”超材料

队
韦倩，李欣怡，卜新兰，刘敏

安徽工程大学 对对队 梁青青，李鹏磊，陈晨，朱文韬，查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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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点阻燃小分队 顾伟文，吴雨航，张安莹，高璐，曲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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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辅“相”成 于庆杰，徐俊杰，徐晨，高文浩，谈玉娇

池州学院 胶泥座人队 王修曼，吴彦甫，胡雪儿，马海玲，郑雷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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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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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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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力摩 鲍庆光，程杉，赵娜，张嘉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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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林业大学 涂青队 段雨婷，李龑航，徐莹，姜鑫怡，朱昊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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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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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
广珠纳米科技团队 吴梓滨，夏晓冰，余柏龙，练瑜杰，宋启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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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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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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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造未来 马志辉，蔡靖，于恒懿，，王延广，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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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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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工业大学 柔创五侠 陈卓，王盛冀，邹健，谢智晖，牛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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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王花 彭晶颖，王海燕，谢淑怡，余静，许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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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天“胶” 郑碧霞，都蕾，吴启楠，彭晶颖，许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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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烯望之胶 喻双，高欣雨，仲元昊，郝春棋，王迩贺

济南大学 高低“硅”我 李令奕，李晓迪，赵茹欣，汶伟杰，王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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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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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星计划 侯文秀，邵潘润，王小宇，杨颖哲夫，陈真

江西理工大学 一锂当先 仲伟旭，陈文豪，崔红迪，姚天华，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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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科技学院 金陵之感 薛源，史文慧，侯东杰，柯春增，姜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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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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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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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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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5 李姝姝，王嘉伟，薛佳耿，冯逸凡，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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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糖 修雨萱，王河，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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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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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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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联共创团队 何应彪，刘冰，王瑶，张娟，杨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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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油益民 乔培智，丁宏宇，刘亚琳，李亭瑶，乔镇

聊城大学 聚星抗菌团队 王鹏跃，张文慧，马淼，张煜，张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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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硅”联芳队 汝婉珂，潘清倩，韦晓雯，杨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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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转“聚苯胺” 李明戈，王婷，许诗咏，吴梓冰，邓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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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航空大学 节能环保队 阮昶皓，李想，章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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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出“新”“材” 芮月月，林郁丛，邓伟健，刘昀，张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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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耐晒 王家欣，孔令程

南京工业大学 “纤”蹦活跳 袁瑞，张宇，曹少，周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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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锌拓 王志彬，刘显贞，顾兆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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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英荟萃队 朱万超，张爽，蔡维琪，严涛，槐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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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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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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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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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革命 杨帆，闫恒宇，岳成宇，徐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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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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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烯”相关 张秀慧，王鑫，王卫鑫，徐世亮，刘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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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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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科技大学 水“浒”队 张创，张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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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往无前队 宋美萍，谷国华

山东理工大学 牙牙乐 郑博文，吕菲，张新园，王钊，郭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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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胶投漆 谢松霖，李慧婷，陈福庆，刘美玲，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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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理工大学 环保曙光队 危若红，冯羽婷，冉金枝，王晨曦，韩菁

上海交通大学 尚胶创越 刘爽，房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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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酬勤 冉夏暄，刘洵，刘淼轩，喻丹宁，王天佑

四川大学 辰墨者 肖窈，鄢雨，胡诗雨，张霖俊，杜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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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学 TJU“料”定华夏队 秦业栋，门佳仪，孙成帅，刘睿龙

天津工业大学 fenton 净团队 吴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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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科技学院 好事多“膜” 董守英，李煜，邢志豪，冯国瑞，仉元赓

五邑大学 探寻者 杨惠玲，周洁莹，刘兴菲，关渝健，王远芳



五邑大学 材疏不浅 游宗霖，曹樱凡，周丽凤，曹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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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智宇

武汉工程大学 轻声细语队 刘杨，张伟程，胡祥，杜元开，潘博坤

武汉工程大学 WIT-清源队 石遒，柯少武，何婧，董姗，张杨

武汉理工大学 裂缝无影“胶” 肖子煜，蒙泽锐，董凌枫，曹蒙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
光之使徒 朱航，田甜，宋晓琪，樊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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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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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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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科技大学
向死而生队 肖梦情，陈长稳，王超颖，杨武

西南石油大学 治污小卫士 李鑫，李百丹，戴晖，张芹，李静

新疆大学 精益“巯”精 候旭辉，张春杰，张国梁，王景阳，蔡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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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大学 材翼双全队 郑碧玉，王盼盼，尹宇昕，任昊

扬州大学
绿色除油——泡沫

先行
文静，邢文倩，高世杰，张娅，张曙

枣庄学院 “秆”为人先 林召辉，孙玉华，荆慧杰，马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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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 战术小分队 周娇，闫婧，许涵博，胡彬，岳会敏

郑州大学 微光热塑 于鑫，王义凯，王丽萍，汪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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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塑” 黄荣、杨嘉鹏、孙瑞瑞、罗丹、王露瑶

中北大学 膜“太行”小分队 周丹，王晓莉，郭玮，闫硕，梁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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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薪止火队 海艺凡，张艺淼，蒋璨，韦芳，米晓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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