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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科纺纱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 证书编号 

1 马力 西安工程大学 谭艳君、高婵娟 一等奖 XNFZ2022-1-1 

2 陈伦香 武汉纺织大学 刘雪亭、曹新旺 一等奖 XNFZ2022-1-2 

3 张倩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刘雪亭 一等奖 XNFZ2022-1-3 

4 肖层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一等奖 XNFZ2022-1-4 

5 李天璐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一等奖 XNFZ2022-1-5 

6 牟维 武汉纺织大学 吴童玲、张竣青 一等奖 XNFZ2022-1-6 

7 张俊雯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一等奖 XNFZ2022-1-7 

8 王何一帆 西安工程大学 高婵娟、谭艳君 一等奖 XNFZ2022-1-8 

9 刘晨希 青岛大学 姜展 一等奖 XNFZ2022-1-9 

10 胡子芹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吴童玲 一等奖 XNFZ2022-1-10 

11 王奕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一等奖 XNFZ2022-1-11 

12 向诺希 武汉纺织大学 吴童玲、李巧中 一等奖 XNFZ2022-1-12 

13 李林怡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吴童玲 一等奖 XNFZ2022-1-13 

14 杨子烨 烟台南山学院 高晓艳、王晓 一等奖 XNFZ2022-1-14 

15 李晓影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一等奖 XNFZ2022-1-15 

16 王婧之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一等奖 XNFZ2022-1-16 

17 余艳 湖南工程学院 冯浩、刘常威 一等奖 XNFZ2022-1-17 

18 覃诗雅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二等奖 XNFZ2022-1-18 

19 田雨欢 常熟理工学院 杨亚、吴建兵 二等奖 XNFZ2022-1-19 

20 周道兰 青岛大学 张玉清 二等奖 XNFZ2022-1-20 

21 孙佳琪 青岛大学 姜展 二等奖 XNFZ2022-1-21 

22 张宇晨 天津工业大学 李静、周宝明 二等奖 XNFZ2022-1-22 

23 贺婷婷 湖南工程学院 刘常威、解开放 二等奖 XNFZ2022-1-23 

24 赵婉莹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二等奖 XNFZ2022-1-24 

25 谭子贤 五邑大学 吴玉潇 二等奖 XNFZ2022-1-25 

26 张余平 泉州师范学院 林惠婷 二等奖 XNFZ2022-1-26 

27 刘昱廷 湖南工程学院 冯浩、刘常威 二等奖 XNFZ2022-1-27 

28 曾庆龙 常熟理工学院 孙银银、王薇 二等奖 XNFZ2022-1-28 

29 乐子星 江西服装学院 甘志红、王飞 二等奖 XNFZ2022-1-29 

30 张楚婷 湖南工程学院 刘常威、汪泽幸 二等奖 XNFZ2022-1-30 

31 郭盼盼 常熟理工学院 孙银银、陶金 二等奖 XNFZ2022-1-31 

32 张宇晴 青岛大学 胡星友 二等奖 XNFZ2022-1-32 

33 谢庭轩 五邑大学 王晓梅 二等奖 XNFZ2022-1-33 

34 姜梦真 烟台南山学院 高晓艳、孙娜 二等奖 XNFZ2022-1-34 

35 张祺 湖南工程学院 冯浩、何斌 二等奖 XNFZ2022-1-35 

36 黄柳协 泉州师范学院 林惠婷 二等奖 XNFZ2022-1-36 

37 包安娜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二等奖 XNFZ202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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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何嘉怡 天津工业大学 彭浩凯、周宝明 二等奖 XNFZ2022-1-38 

39 尹芳丽 湖南工程学院 周蓉、何斌 二等奖 XNFZ2022-1-39 

40 潘淑娟 青岛大学 辛玉军 二等奖 XNFZ2022-1-40 

41 郑梦娇 泉州师范学院 林惠婷 二等奖 XNFZ2022-1-41 

42 卢张健 五邑大学 王晓梅、钱幺 二等奖 XNFZ2022-1-42 

43 周雪玲 湖南工程学院 周蓉、汪泽幸 二等奖 XNFZ2022-1-43 

44 轩陆兵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二等奖 XNFZ2022-1-44 

45 李玉莹 天津工业大学 权全、周宝明 二等奖 XNFZ2022-1-45 

46 颜鸾仪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二等奖 XNFZ2022-1-46 

47 王紫琼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二等奖 XNFZ2022-1-47 

48 钟易 湖南工程学院 武世锋、刘常威 二等奖 XNFZ2022-1-48 

49 王雅丽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二等奖 XNFZ2022-1-49 

50 赵朱冰 湖南工程学院 冯浩、刘超 二等奖 XNFZ2022-1-50 

51 张炯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二等奖 XNFZ2022-1-51 

52 段忠浩 烟台南山学院 高晓艳、王晓 二等奖 XNFZ2022-1-52 

53 李姣 湖南工程学院 余奕、刘常威 三等奖 XNFZ2022-1-53 

54 陆晓玉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刘雪亭 三等奖 XNFZ2022-1-54 

55 贺鑫月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三等奖 XNFZ2022-1-55 

56 周振俭 烟台南山学院 高晓艳、孙娜 三等奖 XNFZ2022-1-56 

57 李坤磊 湖南工程学院 周蓉、解开放 三等奖 XNFZ2022-1-57 

58 徐思佳 青岛大学 姜展 三等奖 XNFZ2022-1-58 

59 潘丹 南通大学 郭滢、朱军 三等奖 XNFZ2022-1-59 

60 徐冰倩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1-60 

61 王鑫磊 五邑大学 王晓梅 三等奖 XNFZ2022-1-61 

62 吴文秀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三等奖 XNFZ2022-1-62 

63 方青青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1-63 

64 匡美情 湖南工程学院 谭冬宜、余奕 三等奖 XNFZ2022-1-64 

65 褚嘉琦 青岛大学 胡星友 三等奖 XNFZ2022-1-65 

66 刘露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

学院 
陈振宏、江会超 三等奖 XNFZ2022-1-66 

67 卢梅婕 太原理工大学 张曼、刘淑强 三等奖 XNFZ2022-1-67 

68 袁懿人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吴童玲 三等奖 XNFZ2022-1-68 

69 刘海青云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三等奖 XNFZ2022-1-69 

70 李嘉华 五邑大学 钱幺、范菲 三等奖 XNFZ2022-1-70 

71 赵晓婉 太原理工大学 刘淑强、张曼 三等奖 XNFZ2022-1-71 

72 尹康平 湖南工程学院 刘常威、罗凤香 三等奖 XNFZ2022-1-72 

73 赵清月 青岛大学 邢明杰 三等奖 XNFZ2022-1-73 

74 刘婷婷 泉州师范学院 林惠婷 三等奖 XNFZ2022-1-74 

75 肖文浩 江西服装学院 甘志红、王飞 三等奖 XNFZ2022-1-75 

76 叶苏娴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三等奖 XNFZ2022-1-76 

77 张清晨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1-77 

78 刘乐乐 五邑大学 王晓梅、黄美林 三等奖 XNFZ2022-1-78 

79 张闪闪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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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冯碧莹 五邑大学 文珊 三等奖 XNFZ2022-1-80 

81 周春泽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1-81 

82 樊婉桢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三等奖 XNFZ2022-1-82 

83 王彦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1-83 

84 刘冄冄 嘉兴学院 易洪雷 三等奖 XNFZ2022-1-84 

85 钟晓慧 五邑大学 易宁波、田立勇 三等奖 XNFZ2022-1-85 

86 汪宇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三等奖 XNFZ2022-1-86 

87 刘嘉雯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三等奖 XNFZ2022-1-87 

88 季心怡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1-88 

89 张晓梅 南通大学 朱军、郭滢 三等奖 XNFZ2022-1-89 

90 刘安全 湖南工程学院 武世锋、冯浩 三等奖 XNFZ2022-1-90 

91 黄观荣 五邑大学 王晓梅、钱幺 三等奖 XNFZ2022-1-91 

92 岳秀丽 烟台南山学院 高晓艳、孙娜 三等奖 XNFZ2022-1-92 

93 杨佳琪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三等奖 XNFZ2022-1-93 

94 李玉祥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1-94 

95 冯耀鑫 常熟理工学院 吴建兵、杨亚 三等奖 XNFZ2022-1-95 

96 余学锐 五邑大学 田立勇、易宁波 三等奖 XNFZ2022-1-96 

97 薛钦洋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三等奖 XNFZ2022-1-97 

98 夏宇航 新疆大学 程璐 三等奖 XNFZ2022-1-98 

99 路艺伟 天津工业大学 徐磊 三等奖 XNFZ2022-1-99 

100 杨智鹏 河北科技大学 江会超、陈振宏 三等奖 XNFZ2022-1-100 

101 吴慧平 西安工程大学 高婵娟、谭艳君 三等奖 XNFZ2022-1-101 

102 李祯阳 湖南工程学院 何斌、王坤 三等奖 XNFZ2022-1-102 

103 贾中豪 新疆大学 夏克尔·赛塔尔 三等奖 XNFZ2022-1-103 

104 孙红蕊 新疆大学 瓦力斯 优秀奖 XNFZ2022-1-104 

105 王妍霁 青岛大学 姜展 优秀奖 XNFZ2022-1-105 

106 王奕婕 南通大学 朱军、李学佳 优秀奖 XNFZ2022-1-106 

107 刘天威 天津工业大学 吴利伟 优秀奖 XNFZ2022-1-107 

108 唐博 嘉兴学院 易洪雷 优秀奖 XNFZ2022-1-108 

109 高思思 嘉兴学院 易洪雷 优秀奖 XNFZ2022-1-109 

110 杨晨曦 南通大学 郭滢、李学佳 优秀奖 XNFZ2022-1-110 

111 叶成灿 南通大学 郭滢、朱军 优秀奖 XNFZ2022-1-111 

112 马昕怡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优秀奖 XNFZ2022-1-112 

113 亓明坤 安徽工程大学 王勇、储长流 优秀奖 XNFZ2022-1-113 

114 刘新宇 嘉兴学院 易洪雷 优秀奖 XNFZ2022-1-114 

115 叶思佳 湖南工程学院 何斌、冯浩 优秀奖 XNFZ2022-1-115 

116 段书豪 新疆大学 夏克尔·赛塔尔 优秀奖 XNFZ2022-1-116 

117 张超 湖南工程学院 袁薇薇、刘常威 优秀奖 XNFZ2022-1-117 

118 晁亚楠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优秀奖 XNFZ2022-1-118 

119 高杰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

学院 
陈振宏、江会超 优秀奖 XNFZ2022-1-119 

120 王程琳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优秀奖 XNFZ2022-1-120 

121 张文 烟台南山学院 高晓艳、王晓 优秀奖 XNFZ202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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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陈海英 五邑大学 王晓梅、钱幺 优秀奖 XNFZ2022-1-122 

123 李佳怡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优秀奖 XNFZ2022-1-123 

124 刘研 河北科技大学 江会超、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1-124 

125 魏世晋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优秀奖 XNFZ2022-1-125 

126 王恒 安徽工程大学 王勇、储长流 优秀奖 XNFZ2022-1-126 

127 梁芷懿 烟台南山学院 高晓艳、王晓 优秀奖 XNFZ2022-1-127 

128 曾泽雨 新疆大学 夏克尔·赛塔尔 优秀奖 XNFZ2022-1-128 

129 姚颖琪 西安工程大学 高婵娟、谭艳君 优秀奖 XNFZ2022-1-129 

130 吴安霖 嘉兴学院 易洪雷 优秀奖 XNFZ2022-1-130 

131 邓钰 南通大学 朱军、郭滢 优秀奖 XNFZ2022-1-131 

132 尹晨懿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优秀奖 XNFZ2022-1-132 

133 马潇涵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

学院 
陈振宏、江会超 优秀奖 XNFZ2022-1-133 

134 彭志汶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优秀奖 XNFZ2022-1-134 

135 李媛 南通大学 朱军、李学佳 优秀奖 XNFZ2022-1-135 

136 成经凤 西安工程大学 高婵娟、谭艳君 优秀奖 XNFZ2022-1-136 

137 门聪 河北科技大学 江会超、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1-137 

138 左冬娟 南通大学 郭滢、李学佳 优秀奖 XNFZ2022-1-138 

139 牛中甘 安徽工程大学 王勇、聂文琪 优秀奖 XNFZ2022-1-139 

140 
苏比努尔·吐

尔逊江 
新疆大学 夏克尔·赛塔尔 优秀奖 XNFZ2022-1-140 

141 郑骏超 烟台南山学院 高晓艳、王晓 优秀奖 XNFZ2022-1-141 

142 张一鸣 南通大学 李学佳、朱军 优秀奖 XNFZ2022-1-142 

143 王钰尧 青岛大学 姜展 优秀奖 XNFZ2022-1-143 

144 谷晓婷 烟台南山学院 高晓艳、王晓 优秀奖 XNFZ2022-1-144 

145 戴吴帆 常熟理工学院 吴建兵、王薇 优秀奖 XNFZ2022-1-145 

146 沈依雷 常熟理工学院 孙银银、刘雷艮 优秀奖 XNFZ2022-1-146 

147 关钰茜 天津工业大学 徐磊 优秀奖 XNFZ2022-1-147 

148 陶裕杰 常熟理工学院 吴建兵、刘雷艮 优秀奖 XNFZ2022-1-148 

149 解艳玲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优秀奖 XNFZ2022-1-149 

150 李垚佩 湖南工程学院 武世锋、冯浩 优秀奖 XNFZ2022-1-150 

151 樊朝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优秀奖 XNFZ2022-1-151 

152 肖苏婷 常熟理工学院 孙银银、陶金 优秀奖 XNFZ2022-1-152 

153 张霄彤 新疆大学 夏克尔·赛塔尔 优秀奖 XNFZ2022-1-153 

154 朱昱萌 安徽工程大学 王勇、聂文琪 优秀奖 XNFZ2022-1-154 

155 罗恒恒 常熟理工学院 吴建兵、孙银银 优秀奖 XNFZ2022-1-155 

156 岳佳宁 天津工业大学 吴利伟 优秀奖 XNFZ2022-1-156 

157 陈福民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优秀奖 XNFZ2022-1-157 

158 黄恩林 中原工学院 葛朝阳 优秀奖 XNFZ2022-1-158 

159 蔡克俭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优秀奖 XNFZ2022-1-159 

160 张卉 湖南工程学院 周蓉、刘常威 优秀奖 XNFZ2022-1-160 

161 韦覃雅 嘉兴学院 易洪雷 优秀奖 XNFZ2022-1-161 

162 周皖钰 安徽工程大学 王勇、储长流 优秀奖 XNFZ2022-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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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严鑫宇 南通大学 李学佳、郭滢 优秀奖 XNFZ2022-1-163 

164 张福秀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优秀奖 XNFZ2022-1-164 

165 程靖雯 中原工学院 葛朝阳 优秀奖 XNFZ2022-1-165 

166 只桂文 新疆大学 夏克尔·赛塔尔 优秀奖 XNFZ2022-1-166 

167 王怡淞 江南大学 刘基宏、黄锋林 优秀奖 XNFZ2022-1-167 

168 张利平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优秀奖 XNFZ2022-1-168 

169 霍伟春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优秀奖 XNFZ2022-1-169 

170 孙钰 江南大学 刘基宏 优秀奖 XNFZ2022-1-170 

 

本科机织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 证书编号 

1 吴铭华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一等奖 XNFZ2022-2-1 

2 白晋 大连工业大学 魏春艳 一等奖 XNFZ2022-2-2 

3 黄佳 青岛大学 郭肖青 一等奖 XNFZ2022-2-3 

4 段书豪 新疆大学 
夏克尔·赛塔尔、

瓦力斯 
一等奖 XNFZ2022-2-4 

5 赵航慧妍 大连工业大学 魏春艳 一等奖 XNFZ2022-2-5 

6 殷瑜敏 青岛大学 郭肖青 一等奖 XNFZ2022-2-6 

7 姜霞霞 兰州理工大学 王雪梅、祁小芬 一等奖 XNFZ2022-2-7 

8 刘文杰 兰州理工大学 王雪梅、祁小芬 一等奖 XNFZ2022-2-8 

9 李淑慧 江西服装学院 甘志红、王飞 一等奖 XNFZ2022-2-9 

10 张汉泽 兰州理工大学 王雪梅、祁小芬 一等奖 XNFZ2022-2-10 

11 樊天昊 江西服装学院 甘志红、王飞 一等奖 XNFZ2022-2-11 

12 李永佳 青岛大学 郭肖青 一等奖 XNFZ2022-2-12 

13 颜鸾仪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二等奖 XNFZ2022-2-13 

14 蓝锋 湖南工程学院 刘常威、冯浩 二等奖 XNFZ2022-2-14 

15 徐小华 江西服装学院 甘志红、王飞 二等奖 XNFZ2022-2-15 

16 柴俊娇 常熟理工学院 王薇、杨亚 二等奖 XNFZ2022-2-16 

17 王紫琼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二等奖 XNFZ2022-2-17 

18 严鑫 江西服装学院 甘志红、王飞 二等奖 XNFZ2022-2-18 

19 邱迪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陈振宏 二等奖 XNFZ2022-2-19 

20 李坤磊 湖南工程学院 何斌、余奕 二等奖 XNFZ2022-2-20 

21 李祯阳 湖南工程学院 何斌、王坤 二等奖 XNFZ2022-2-21 

22 汪凯璇 中原工学院 梅硕 二等奖 XNFZ2022-2-22 

23 田雨欢 常熟理工学院 杨亚、吴建兵 二等奖 XNFZ2022-2-23 

24 杨宇珊 泉州师范学院 孙浪涛、林惠婷 二等奖 XNFZ2022-2-24 

25 陆晓玉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刘雪亭 二等奖 XNFZ2022-2-25 

26 潘旭佳 兰州理工大学 王雪梅、祁小芬 二等奖 XNFZ2022-2-26 

27 房丽华 常熟理工学院 杨亚、贾济如 二等奖 XNFZ2022-2-27 

28 李垚佩 湖南工程学院 武世锋、谭冬宜 二等奖 XNFZ2022-2-28 

29 莫海琴 泉州师范学院 孙浪涛 二等奖 XNFZ202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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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华昱竹 常熟理工学院 陶金、马维 二等奖 XNFZ2022-2-30 

31 裴乃超 青岛大学 郭肖青 二等奖 XNFZ2022-2-31 

32 李天璐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二等奖 XNFZ2022-2-32 

33 马克辉 常熟理工学院 杨亚、郝习波 二等奖 XNFZ2022-2-33 

34 孙芳容 常熟理工学院 杨亚、孙银银 二等奖 XNFZ2022-2-34 

35 曾庆龙 常熟理工学院 孙银银、王薇 二等奖 XNFZ2022-2-35 

36 张蒙 中原工学院 梅硕 二等奖 XNFZ2022-2-36 

37 郭盼盼 常熟理工学院 孙银银、陶金 三等奖 XNFZ2022-2-37 

38 王吉浩 常熟理工学院 郝习波、刘国亮 三等奖 XNFZ2022-2-38 

39 宁雪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三等奖 XNFZ2022-2-39 

40 陈雅雯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裕 三等奖 XNFZ2022-2-40 

41 罗诗淇 江南大学 黄锋林、刘基宏 三等奖 XNFZ2022-2-41 

42 戴兴强 泉州师范学院 孙浪涛 三等奖 XNFZ2022-2-42 

43 古琴 武汉纺织大学 刘雪亭、吴童玲 三等奖 XNFZ2022-2-43 

44 李卓群 中原工学院 梅硕 三等奖 XNFZ2022-2-44 

45 余艳 湖南工程学院 周蓉、冯浩 三等奖 XNFZ2022-2-45 

46 彭玉婷 湖南工程学院 谭冬宜、冯浩 三等奖 XNFZ2022-2-46 

47 李雅琪 泉州师范学院 孙浪涛 三等奖 XNFZ2022-2-47 

48 边昕弈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三等奖 XNFZ2022-2-48 

49 王嘉瑞 常熟理工学院 杨亚、郝习波 三等奖 XNFZ2022-2-49 

50 刘积云 湖南工程学院 谭冬宜、冯浩 三等奖 XNFZ2022-2-50 

51 何小玲 泉州师范学院 孙浪涛 三等奖 XNFZ2022-2-51 

52 陈伦香 武汉纺织大学 刘雪亭、曹新旺 三等奖 XNFZ2022-2-52 

53 张楚婷 湖南工程学院 何斌、王坤 三等奖 XNFZ2022-2-53 

54 刘安全 湖南工程学院 冯浩、刘常威 三等奖 XNFZ2022-2-54 

55 王志宇 江南大学 刘基宏、黄锋林 三等奖 XNFZ2022-2-55 

56 董嘉景 中原工学院 梅硕 三等奖 XNFZ2022-2-56 

57 杨海浪 天津工业大学 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2-57 

58 李文哲 安徽工程大学 魏安方、王旭 三等奖 XNFZ2022-2-58 

59 李明月 江南大学 黄锋林、刘基宏 三等奖 XNFZ2022-2-59 

60 文兴宇 绍兴文理学院 李曼丽、陆浩杰 三等奖 XNFZ2022-2-60 

61 朱梦慧 中原工学院 梅硕 三等奖 XNFZ2022-2-61 

62 杨舒婷 泉州师范学院 孙浪涛 三等奖 XNFZ2022-2-62 

63 梁源 天津工业大学 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2-63 

64 刘美玉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三等奖 XNFZ2022-2-64 

65 叶焙凡 常熟理工学院 郝习波、杨亚 三等奖 XNFZ2022-2-65 

66 卢潇楠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三等奖 XNFZ2022-2-66 

67 赵锦晨 天津工业大学 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2-67 

68 陈潇阳 常熟理工学院 刘国亮、贾济如 三等奖 XNFZ2022-2-68 

69 徐冰倩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王庆涛 三等奖 XNFZ2022-2-69 

70 张世瑶 西安工程大学 钱现、高婵娟 三等奖 XNFZ2022-2-70 

71 杨雨涵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71 

72 戴欣怡 天津工业大学 王庆涛 优秀奖 XNFZ202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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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李扬 西安工程大学 钱现、高婵娟 优秀奖 XNFZ2022-2-73 

74 万全兴 江西服装学院 甘志红、王飞 优秀奖 XNFZ2022-2-74 

75 王华健 安徽工程大学 聂文琪、张朝辉 优秀奖 XNFZ2022-2-75 

76 陈江燕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76 

77 李凤涛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77 

78 韩梦真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78 

79 卢芳颖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79 

80 王淳 湖南工程学院 何斌、解开放 优秀奖 XNFZ2022-2-80 

81 周梨婷 武汉纺织大学 刘雪亭、黎征帆 优秀奖 XNFZ2022-2-81 

82 杨文彤 武汉纺织大学 刘雪亭、吴童玲 优秀奖 XNFZ2022-2-82 

83 宋金龙 江南大学 刘基宏、刘庆生 优秀奖 XNFZ2022-2-83 

84 任玉林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84 

85 包安娜 绍兴文理学院 李曼丽 优秀奖 XNFZ2022-2-85 

86 王雨婷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裕 优秀奖 XNFZ2022-2-86 

87 武子杰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87 

88 刘洋 湖南工程学院 何斌、冯浩 优秀奖 XNFZ2022-2-88 

89 王美超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89 

90 何瑷杉 天津工业大学 周宝明 优秀奖 XNFZ2022-2-90 

91 赵沈琪 常熟理工学院 杨亚、郝习波 优秀奖 XNFZ2022-2-91 

92 李济晨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92 

93 余学锐 五邑大学 田立勇、易宁波 优秀奖 XNFZ2022-2-93 

94 郑蔚云 天津工业大学 王庆涛 优秀奖 XNFZ2022-2-94 

95 姚颖琪 西安工程大学 钱现、高婵娟 优秀奖 XNFZ2022-2-95 

96 王天阔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96 

97 赵薇 江南大学 刘基宏、董曼辰 优秀奖 XNFZ2022-2-97 

98 周煜朋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优秀奖 XNFZ2022-2-98 

99 马盛荣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99 

100 李俊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裕 优秀奖 XNFZ2022-2-100 

101 杨玉 江南大学 刘基宏、黄锋林 优秀奖 XNFZ2022-2-101 

102 李婷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102 

103 王宝晶 天津工业大学 王庆涛 优秀奖 XNFZ2022-2-103 

104 黄昱翔 江南大学 孙洁、刘基宏 优秀奖 XNFZ2022-2-104 

105 李腾飞 河北科技大学 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2-105 

106 林嘉雯 五邑大学 吴玉潇 优秀奖 XNFZ2022-2-106 

107 徐婷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裕 优秀奖 XNFZ2022-2-107 

108 方婷婷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裕 优秀奖 XNFZ2022-2-108 

109 林佳彦 江南大学 刘基宏、黄锋林 优秀奖 XNFZ2022-2-109 

 

本科针织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 证书编号 

1 陈瑞豪 大连工业大学 吕丽华 一等奖 XNFZ2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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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葛奥 大连工业大学 吕丽华 一等奖 XNFZ2022-3-2 

3 宋煜 大连工业大学 吕丽华 一等奖 XNFZ2022-3-3 

4 张洪宾 大连工业大学 吕丽华 一等奖 XNFZ2022-3-4 

5 刘晓雨 青岛大学 李涛 一等奖 XNFZ2022-3-5 

6 张宇晴 青岛大学 李显波 一等奖 XNFZ2022-3-6 

7 邓惠妹 五邑大学 文珊、钱幺 一等奖 XNFZ2022-3-7 

8 凌泳熙 五邑大学 文珊 一等奖 XNFZ2022-3-8 

9 彭子龙 五邑大学 文珊 一等奖 XNFZ2022-3-9 

10 赵馨玮 武汉纺织大学 曹新旺、吴童玲 一等奖 XNFZ2022-3-10 

11 黄琼欣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玮 一等奖 XNFZ2022-3-11 

12 易韵侨 五邑大学 范菲、文珊 一等奖 XNFZ2022-3-12 

13 徐佩 西安工程大学 毛莉莉 一等奖 XNFZ2022-3-13 

14 陈慧玲 青岛大学 刘延辉 二等奖 XNFZ2022-3-14 

15 张龙菲 青岛大学 付冉冉 二等奖 XNFZ2022-3-15 

16 周道兰 青岛大学 徐沛龙 二等奖 XNFZ2022-3-16 

17 崔琬琪 五邑大学 文珊 一等奖 XNFZ2022-3-17 

18 张辛芮 青岛大学 李丹 二等奖 XNFZ2022-3-18 

19 李天璐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二等奖 XNFZ2022-3-19 

20 周幼军 大连工业大学 吕丽华 二等奖 XNFZ2022-3-20 

21 张哲依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

学院 
徐巧 二等奖 XNFZ2022-3-21 

22 盛亚平 青岛大学 殷文 二等奖 XNFZ2022-3-22 

23 许玉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

学院 
徐巧 二等奖 XNFZ2022-3-23 

24 郑梓葳 五邑大学 文珊 二等奖 XNFZ2022-3-24 

25 刘乐乐 五邑大学 王晓梅、黄美林 二等奖 XNFZ2022-3-25 

26 陈珊怡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

学院 
徐巧 二等奖 XNFZ2022-3-26 

27 胡一诺 武汉纺织大学 吴童玲、曹新旺 二等奖 XNFZ2022-3-27 

28 杨智鹏 河北科技大学 江会超、陈振宏 二等奖 XNFZ2022-3-28 

29 王紫琼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二等奖 XNFZ2022-3-29 

30 肖层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二等奖 XNFZ2022-3-30 

31 姜萍 青岛大学 杨晓 二等奖 XNFZ2022-3-31 

32 梅妍 青岛大学 高守武 二等奖 XNFZ2022-3-32 

33 王锶 武汉纺织大学 曹新旺、吴童玲 二等奖 XNFZ2022-3-33 

34 骆涓涓 江南大学 刘基宏、董曼辰 二等奖 XNFZ2022-3-34 

35 蔡倩倩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

学院 
徐巧 二等奖 XNFZ2022-3-35 

36 方怡静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

学院 
徐巧 二等奖 XNFZ2022-3-36 

37 颜鸾仪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二等奖 XNFZ2022-3-37 

38 李怡然 青岛大学 吴韶华 二等奖 XNFZ2022-3-38 

39 李明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玮 二等奖 XNFZ202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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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潘英爽 河北科技大学 石宝、陈振宏 二等奖 XNFZ2022-3-40 

41 孟琪 青岛大学 吴韶华 二等奖 XNFZ2022-3-41 

42 陈迪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

学院 
徐巧 二等奖 XNFZ2022-3-42 

43 梁月玲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

学院 
徐巧 三等奖 XNFZ2022-3-43 

44 金珍姬 湖南工程学院 何斌、解开放 三等奖 XNFZ2022-3-44 

45 梁紫茵 五邑大学 文珊 三等奖 XNFZ2022-3-45 

46 刘安全 湖南工程学院 冯浩、刘常威 三等奖 XNFZ2022-3-46 

47 赵清月 青岛大学 孙娜 三等奖 XNFZ2022-3-47 

48 覃诗雅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三等奖 XNFZ2022-3-48 

49 王伟 天津工业大学 徐磊 三等奖 XNFZ2022-3-49 

50 梁天帅 中原工学院 葛朝阳 三等奖 XNFZ2022-3-50 

51 张喬惠 中原工学院 葛朝阳 三等奖 XNFZ2022-3-51 

52 范绍琪 五邑大学 吴玉潇、代栋梁 三等奖 XNFZ2022-3-52 

53 魏建 安徽工程大学 王震、邹梨花 三等奖 XNFZ2022-3-53 

54 谢馨怡 湖南工程学院 汪泽幸、余奕 三等奖 XNFZ2022-3-54 

55 王晓飞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裕 三等奖 XNFZ2022-3-55 

56 朱雨辉 江南大学 万爱兰、陈艳君 三等奖 XNFZ2022-3-56 

57 罗迦宏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三等奖 XNFZ2022-3-57 

58 干美蓉 西安工程大学 李宁 三等奖 XNFZ2022-3-58 

59 郑泽泓 惠州学院 李华、张伍连 三等奖 XNFZ2022-3-59 

60 徐琼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玮 三等奖 XNFZ2022-3-60 

61 蓝锋 湖南工程学院 刘常威、冯浩 三等奖 XNFZ2022-3-61 

62 王洪淼 青岛大学 胡心怡 三等奖 XNFZ2022-3-62 

63 刘菁 青岛大学 高守武 三等奖 XNFZ2022-3-63 

64 江之浩 西安工程大学 毛莉莉 三等奖 XNFZ2022-3-64 

65 晏先菊 西安工程大学 毛莉莉 三等奖 XNFZ2022-3-65 

66 刘洋 湖南工程学院 何斌、冯浩 三等奖 XNFZ2022-3-66 

67 王淳 湖南工程学院 何斌、解开放 三等奖 XNFZ2022-3-67 

68 王梦科 河北科技大学 石宝、吕军勇 三等奖 XNFZ2022-3-68 

69 余艳 湖南工程学院 周蓉、冯浩 三等奖 XNFZ2022-3-69 

70 褚嘉琦 青岛大学 陈富星 三等奖 XNFZ2022-3-70 

71 潘淑娟 青岛大学 刘正芹 三等奖 XNFZ2022-3-71 

72 张迪 五邑大学 吴玉潇、代栋梁 三等奖 XNFZ2022-3-72 

73 黄小艳 五邑大学 吴玉潇、代栋梁 三等奖 XNFZ2022-3-73 

74 姜柯蕊 青岛大学 谭磊 三等奖 XNFZ2022-3-74 

75 张烨华 青岛大学 胡希丽 三等奖 XNFZ2022-3-75 

76 武梦茹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裕 三等奖 XNFZ2022-3-76 

77 陈伦香 武汉纺织大学 刘雪亭、曹新旺 三等奖 XNFZ2022-3-77 

78 赵晓婉 太原理工大学 刘淑强、张曼 三等奖 XNFZ2022-3-78 

79 黄梦如 五邑大学 文珊 三等奖 XNFZ2022-3-79 

80 彭玉婷 湖南工程学院 谭冬宜、冯浩 三等奖 XNFZ202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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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王奕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曹新旺 三等奖 XNFZ2022-3-81 

82 黄家麒 五邑大学 钱幺、王晓梅 三等奖 XNFZ2022-3-82 

83 向慧仪 湖南工程学院 刘超、周锦涛 三等奖 XNFZ2022-3-83 

84 闫庆江 河北科技大学 石宝 优秀奖 XNFZ2022-3-84 

85 王奕婕 南通大学 李学佳、朱军 优秀奖 XNFZ2022-3-85 

86 余学锐 五邑大学 田立勇、易宁波 优秀奖 XNFZ2022-3-86 

87 王娅 河北科技大学 石宝 优秀奖 XNFZ2022-3-87 

88 朱鹤馨 中原工学院 梅硕 优秀奖 XNFZ2022-3-88 

89 王慧 湖南工程学院 汪泽幸、余奕 优秀奖 XNFZ2022-3-89 

90 伍思钰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优秀奖 XNFZ2022-3-90 

91 门聪 河北科技大学 江会超、陈振宏 优秀奖 XNFZ2022-3-91 

92 赵润格 青岛大学 李显波 优秀奖 XNFZ2022-3-92 

93 胡文文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艳君 优秀奖 XNFZ2022-3-93 

94 张晓梅 南通大学 李学佳、郭滢 优秀奖 XNFZ2022-3-94 

95 路艺伟 天津工业大学 徐磊 优秀奖 XNFZ2022-3-95 

96 杨晨曦 南通大学 李学佳、朱军 优秀奖 XNFZ2022-3-96 

97 付珊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玮 优秀奖 XNFZ2022-3-97 

98 梁妙洪 中原工学院 梅硕 优秀奖 XNFZ2022-3-98 

99 温志华 浙江理工大学 王金凤 优秀奖 XNFZ2022-3-99 

100 王熙乔 大连工业大学 吕丽华 优秀奖 XNFZ2022-3-100 

101 韩瑞 青岛大学 李涛 优秀奖 XNFZ2022-3-101 

102 郑宇婷 五邑大学 文珊 优秀奖 XNFZ2022-3-102 

103 梁静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玮 优秀奖 XNFZ2022-3-103 

104 火映宇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艳君 优秀奖 XNFZ2022-3-104 

105 梁子健 常熟理工学院 高哲、彭佳佳 优秀奖 XNFZ2022-3-105 

106 石星月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裕 优秀奖 XNFZ2022-3-106 

107 钟晓慧 五邑大学 易宁波、田立勇 优秀奖 XNFZ2022-3-107 

108 林嘉雯 五邑大学 吴玉潇 优秀奖 XNFZ2022-3-108 

109 张欣欣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裕 优秀奖 XNFZ2022-3-109 

110 黄倩莹 五邑大学 王晓梅 优秀奖 XNFZ2022-3-110 

111 沈鑫 常熟理工学院 郝习波、陶金 优秀奖 XNFZ2022-3-111 

112 谭佳兆 五邑大学 王晓梅、钱幺 优秀奖 XNFZ2022-3-112 

113 刘娅婷 西安工程大学 毛莉莉 优秀奖 XNFZ2022-3-113 

114 孙溢霞 常熟理工学院 高哲 优秀奖 XNFZ2022-3-114 

115 赵健翔 五邑大学 文珊 优秀奖 XNFZ2022-3-115 

116 只桂文 新疆大学 夏克尔·赛塔尔、 优秀奖 XNFZ2022-3-116 

117 高超 西安工程大学 李宁 优秀奖 XNFZ2022-3-117 

118 叶思佳 湖南工程学院 刘常威、罗凤香 优秀奖 XNFZ2022-3-118 

119 王琛琛 中原工学院 梅硕 优秀奖 XNFZ2022-3-119 

120 卓可进 浙江理工大学 王金凤 优秀奖 XNFZ2022-3-120 

121 史小云 盐城工学院 韦肖、李慧 优秀奖 XNFZ2022-3-121 

122 刘文果 盐城工学院 韦肖、李慧 优秀奖 XNFZ2022-3-122 

123 陈子杰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裕 优秀奖 XNFZ2022-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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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杨丽 青岛大学 吴韶华 优秀奖 XNFZ2022-3-124 

125 朱丽丽 江南大学 黄锋林、陈裕 优秀奖 XNFZ2022-3-125 

126 李倩 武汉纺织大学 曹新旺、刘雪亭 优秀奖 XNFZ2022-3-126 

127 李茜茜 河北科技大学 石宝 优秀奖 XNFZ2022-3-127 

128 谷晓梦 河北科技大学 石宝、吕军勇 优秀奖 XNFZ2022-3-128 

129 李佳硕 河北科技大学 石宝 优秀奖 XNFZ2022-3-129 

130 唐迎 中原工学院 葛朝阳 优秀奖 XNFZ2022-3-130 

131 卢梅婕 太原理工大学 张曼、刘淑强 优秀奖 XNFZ2022-3-131 

132 陶肖肖 江南大学 黄锋林、陈裕 优秀奖 XNFZ2022-3-132 

133 高鹏翔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艳君 优秀奖 XNFZ2022-3-133 

134 杨皖森 西安工程大学 薛涛、程燕婷 优秀奖 XNFZ2022-3-134 

135 刘潇宇 江南大学 刘基宏、陈艳君 优秀奖 XNFZ2022-3-135 

 

本科非织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 证书编号 

1 黄伟森 五邑大学 吴玉潇 一等奖 XNFZ2022-4-1 

2 栾睿 南通大学 任煜、臧传锋 一等奖 XNFZ2022-4-2 

3 刘欣雨 苏州大学 徐玉康、丁远蓉 一等奖 XNFZ2022-4-3 

4 王付杰 南通大学 傅秋霞 一等奖 XNFZ2022-4-4 

5 尹宸希 南通大学 王海楼 一等奖 XNFZ2022-4-5 

6 何婉柔 五邑大学 王春广 一等奖 XNFZ2022-4-6 

7 付雨婷 安徽工程大学 杨莉 一等奖 XNFZ2022-4-7 

8 孔超 安徽工程大学 魏安方、凤权 一等奖 XNFZ2022-4-8 

9 钱影 南通大学 刘蓉 一等奖 XNFZ2022-4-9 

10 鲁宇亮 东华大学 刘力 二等奖 XNFZ2022-4-10 

11 柯春志 五邑大学 王春广 二等奖 XNFZ2022-4-11 

12 贾奇 南通大学 臧传锋 二等奖 XNFZ2022-4-12 

13 文嘉湘 五邑大学 吴玉潇 二等奖 XNFZ2022-4-13 

14 徐菁 南通大学 臧传锋 二等奖 XNFZ2022-4-14 

15 陈梓婷 苏州大学 徐玉康、丁远蓉 二等奖 XNFZ2022-4-15 

16 朱佳慧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二等奖 XNFZ2022-4-16 

17 李敏 五邑大学 王春广 二等奖 XNFZ2022-4-17 

18 张宇晴 青岛大学 周蓉、吴韶华 二等奖 XNFZ2022-4-18 

19 付振州 南通大学 张伟 二等奖 XNFZ2022-4-19 

20 吕继发 苏州大学 徐玉康、丁远蓉 二等奖 XNFZ2022-4-20 

21 马万启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二等奖 XNFZ2022-4-21 

22 刘铭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二等奖 XNFZ2022-4-22 

23 丁悦 五邑大学 王春广 二等奖 XNFZ2022-4-23 

24 李天成 常熟理工学院 刘国亮 二等奖 XNFZ2022-4-24 

25 朱红丽 东华大学 刘嘉炜 二等奖 XNFZ2022-4-25 

26 李彬 南通大学 张海峰 二等奖 XNFZ20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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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姜琰 安徽工程大学 杨莉 三等奖 XNFZ2022-4-27 

28 陈慧玲 青岛大学 周蓉、郑杰 三等奖 XNFZ2022-4-28 

29 杨永祥 南通大学 臧传锋 三等奖 XNFZ2022-4-29 

30 刘嘉雯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三等奖 XNFZ2022-4-30 

31 吴世杰 五邑大学 吴玉潇 三等奖 XNFZ2022-4-31 

32 韩丹叶 苏州大学 徐玉康、丁远蓉 三等奖 XNFZ2022-4-32 

33 谭昱鑫 南通大学 任煜、臧传锋 三等奖 XNFZ2022-4-33 

34 朱瑞星 南通大学 李素英 三等奖 XNFZ2022-4-34 

35 杨文豪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三等奖 XNFZ2022-4-35 

36 严俊峰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三等奖 XNFZ2022-4-36 

37 黄潘玉 南通大学 郭滢、葛建龙 三等奖 XNFZ2022-4-37 

38 张黎姿 苏州大学 徐玉康、丁远蓉 三等奖 XNFZ2022-4-38 

39 高艺涵 东华大学 王洪、刘嘉炜 三等奖 XNFZ2022-4-39 

40 李志刚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三等奖 XNFZ2022-4-40 

41 马雨萱 青岛大学 周蓉 三等奖 XNFZ2022-4-41 

42 范煦晨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三等奖 XNFZ2022-4-42 

43 刘爽 南通大学 刘蓉 三等奖 XNFZ2022-4-43 

44 廖俊杰 五邑大学 吴玉潇 三等奖 XNFZ2022-4-44 

45 刘晨希 青岛大学 周蓉、周彦粉 三等奖 XNFZ2022-4-45 

46 刘安全 湖南工程学院 刘超、冯浩 三等奖 XNFZ2022-4-46 

47 韩佳呈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三等奖 XNFZ2022-4-47 

48 蒋琴琴 南通大学 葛明政 三等奖 XNFZ2022-4-48 

49 胡欣怡 武汉纺织大学 曹新旺、张明 三等奖 XNFZ2022-4-49 

50 卢天明 安徽工程大学 杨莉 三等奖 XNFZ2022-4-50 

51 朱晨光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三等奖 XNFZ2022-4-51 

52 林耿宇 五邑大学 吴玉潇 优秀奖 XNFZ2022-4-52 

53 申彤 绍兴文理学院 邹专勇、张寅江 优秀奖 XNFZ2022-4-53 

54 陈嘉怡 湖南工程学院 周锦涛、刘常威 优秀奖 XNFZ2022-4-54 

55 宋佳静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优秀奖 XNFZ2022-4-55 

56 周梦琴 安徽工程大学 赵宝宝、王震 优秀奖 XNFZ2022-4-56 

57 杨泉 安徽工程大学 赵宝宝、王震 优秀奖 XNFZ2022-4-57 

58 黄俊鸿 武汉纺织大学 张明、吴童玲 优秀奖 XNFZ2022-4-58 

59 姜柯蕊 青岛大学 明津法 优秀奖 XNFZ2022-4-59 

60 徐东宇 武汉纺织大学 张明、吴童玲 优秀奖 XNFZ2022-4-60 

61 朱芸逍 南通大学 葛明政 优秀奖 XNFZ2022-4-61 

62 赵润格 青岛大学 周蓉 优秀奖 XNFZ2022-4-62 

63 段书豪 新疆大学 
夏克尔·赛塔尔、

瓦尔斯 
优秀奖 XNFZ2022-4-63 

64 颜鸾仪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优秀奖 XNFZ2022-4-64 

65 陈志钢 五邑大学 王晓梅 优秀奖 XNFZ2022-4-65 

66 朱浩 南通大学 刘婉婉 优秀奖 XNFZ2022-4-66 

67 刘俊辉 湖南工程学院 刘超、冯浩 优秀奖 XNFZ2022-4-67 

68 邓舒雅 武汉纺织大学 张明、黎征帆 优秀奖 XNFZ202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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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李书原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优秀奖 XNFZ2022-4-69 

70 朱春慧 新疆大学 
夏克尔·赛塔尔、

瓦力斯 
优秀奖 XNFZ2022-4-70 

71 李雪清 五邑大学 吴玉潇 优秀奖 XNFZ2022-4-71 

72 黄涛 安徽工程大学 赵宝宝、凤权 优秀奖 XNFZ2022-4-72 

73 林嘉雯 五邑大学 吴玉潇 优秀奖 XNFZ2022-4-73 

74 刘磊 西安工程大学 张星 优秀奖 XNFZ2022-4-74 

75 温顺芳 南通大学 张伟 优秀奖 XNFZ2022-4-75 

76 郭贝宁 武汉纺织大学 张明、吴童玲 优秀奖 XNFZ2022-4-76 

77 蓝锋 湖南工程学院 刘常威、冯浩 优秀奖 XNFZ2022-4-77 

78 韩东旭 安徽工程大学 赵宝宝、凤权 优秀奖 XNFZ2022-4-78 

79 赵朱冰 湖南工程学院 刘超、冯浩 优秀奖 XNFZ2022-4-79 

80 黄东义 五邑大学 王春广 优秀奖 XNFZ2022-4-80 

81 石文龙 安徽工程大学 赵宝宝、凤权 优秀奖 XNFZ2022-4-81 

82 杨丽 青岛大学 明津法 优秀奖 XNFZ2022-4-82 

83 卞梦缘 安徽工程大学 杨莉 优秀奖 XNFZ2022-4-83 

 

本科服工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 证书编号 

1 刘茗蔚 天津工业大学 刘利、杨秀丽 一等奖 XNFZ2022-5-1 

2 郑淑月 天津工业大学 刘利、杨秀丽 一等奖 XNFZ2022-5-2 

3 谢子欣 天津工业大学 刘利、杨秀丽 一等奖 XNFZ2022-5-3 

4 何斐然 天津工业大学 杨秀丽、刘利 一等奖 XNFZ2022-5-4 

5 杜冰莹 天津工业大学 杨秀丽、刘利 一等奖 XNFZ2022-5-5 

6 杨水波 天津工业大学 杨秀丽、李晓志 一等奖 XNFZ2022-5-6 

7 肖钰婷 天津工业大学 杨秀丽、刘利 一等奖 XNFZ2022-5-7 

8 徐鑫 青岛大学 商蕾 一等奖 XNFZ2022-5-8 

9 马卓 天津工业大学 王晓云、杨秀丽 一等奖 XNFZ2022-5-9 

10 陆铮铮 天津工业大学 杨秀丽、刘利 一等奖 XNFZ2022-5-10 

11 杨凯歌 天津工业大学 刘利、杨秀丽 一等奖 XNFZ2022-5-11 

12 杨洁 天津工业大学 刘利、杨秀丽 二等奖 XNFZ2022-5-12 

13 李梦珠 天津工业大学 刘利 二等奖 XNFZ2022-5-13 

14 田嘉怡 天津工业大学 王晓云、刘利 二等奖 XNFZ2022-5-14 

15 李娜 天津工业大学 杨秀丽、刘利 二等奖 XNFZ2022-5-15 

16 余可馨 天津工业大学 杨秀丽、刘利 二等奖 XNFZ2022-5-16 

17 耿瑶 温州大学 陈明艳 二等奖 XNFZ2022-5-17 

18 丁俐元 天津工业大学 刘利、杨秀丽 二等奖 XNFZ2022-5-18 

19 朱文慧 东华大学 鲁虹 二等奖 XNFZ2022-5-19 

20 张琪培 东华大学 鲁虹 二等奖 XNFZ2022-5-20 

21 黎小凤 天津工业大学 刘利、杨秀丽 二等奖 XNFZ2022-5-21 

22 温轶涵 东华大学 鲁虹 二等奖 XNFZ202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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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刘美雨 青岛大学 商蕾 二等奖 XNFZ2022-5-23 

24 袁歌 德州学院 石梅 二等奖 XNFZ2022-5-24 

25 王菁涵 温州大学 陈明艳 二等奖 XNFZ2022-5-25 

26 肖艳 天津工业大学 杨秀丽、刘利 二等奖 XNFZ2022-5-26 

27 吴佳倩 温州大学 陈明艳 二等奖 XNFZ2022-5-27 

28 陈仪 天津工业大学 杨秀丽、刘利 二等奖 XNFZ2022-5-28 

29 王佳琦 大连工业大学 姚彤、王军 二等奖 XNFZ2022-5-29 

30 李兴敏 青岛大学 商蕾 二等奖 XNFZ2022-5-30 

31 胡俊豪 大连工业大学 姚彤、王军 二等奖 XNFZ2022-5-31 

32 李树豪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二等奖 XNFZ2022-5-32 

33 孙洁 温州大学 叶婷 二等奖 XNFZ2022-5-33 

34 张奇奇 常熟理工学院 高岩、穆红 三等奖 XNFZ2022-5-34 

35 王颖欣 德州学院 张秀琴 三等奖 XNFZ2022-5-35 

36 周鉴琢 大连工业大学 姚彤、王军 三等奖 XNFZ2022-5-36 

37 王暄 青岛大学 商蕾 三等奖 XNFZ2022-5-37 

38 陈晶晶 大连工业大学 姚彤、王军 三等奖 XNFZ2022-5-38 

39 李星慧 河北科技大学 李晓英、胡玉良 三等奖 XNFZ2022-5-39 

40 苏之凌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三等奖 XNFZ2022-5-40 

41 钟嘉树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三等奖 XNFZ2022-5-41 

42 李昱瑶 大连工业大学 姚彤、王军 三等奖 XNFZ2022-5-42 

43 黄凤英 天津工业大学 刘利、孙慧扬 三等奖 XNFZ2022-5-43 

44 朱玥熹 天津工业大学 杨秀丽、刘利 三等奖 XNFZ2022-5-44 

45 周润 青岛大学 商蕾 三等奖 XNFZ2022-5-45 

46 高雪婷 德州学院 赵萌 三等奖 XNFZ2022-5-46 

47 李舒晴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三等奖 XNFZ2022-5-47 

48 杨雅雯 青岛大学 商蕾 三等奖 XNFZ2022-5-48 

49 巫睿玟 大连工业大学 姚彤、王军 三等奖 XNFZ2022-5-49 

50 陈亚茹 青岛大学 商蕾 三等奖 XNFZ2022-5-50 

51 张婷婷 青岛大学 商蕾 三等奖 XNFZ2022-5-51 

52 彭志汶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三等奖 XNFZ2022-5-52 

53 邓文杰 惠州学院 刘海金、陆璐 三等奖 XNFZ2022-5-53 

54 宋益 安徽工程大学 韦玉辉 三等奖 XNFZ2022-5-54 

55 刘冰冰 安徽工程大学 韩伦 三等奖 XNFZ2022-5-55 

56 张明静 安徽工程大学 韩伦 三等奖 XNFZ2022-5-56 

57 杨睿菁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三等奖 XNFZ2022-5-57 

58 周慧娴 青岛大学 商蕾 三等奖 XNFZ2022-5-58 

59 王虹昱 德州学院 王秀芝 三等奖 XNFZ2022-5-59 

60 吴铭华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三等奖 XNFZ2022-5-60 

61 易可可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三等奖 XNFZ2022-5-61 

62 李赛萌 河北科技大学 李晓英、胡玉良 三等奖 XNFZ2022-5-62 

63 郝晨阳 德州学院 穆慧玲 三等奖 XNFZ2022-5-63 

64 叶思惟 安徽工程大学 韩伦 三等奖 XNFZ2022-5-64 

65 伍思钰 五邑大学 田立勇 三等奖 XNFZ202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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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范嘉琦 大连工业大学 姚彤、王军 三等奖 XNFZ2022-5-66 

67 李恩慈 河北科技大学 李晓英、胡玉良 优秀奖 XNFZ2022-5-67 

68 蔡璇 安徽工程大学 韩伦、吴建川 优秀奖 XNFZ2022-5-68 

69 胡艳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优秀奖 XNFZ2022-5-69 

70 童林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优秀奖 XNFZ2022-5-70 

71 曾清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优秀奖 XNFZ2022-5-71 

72 张慧茹 德州学院 郭琪 优秀奖 XNFZ2022-5-72 

73 李梦蕊 河北科技大学 李晓英、胡玉良 优秀奖 XNFZ2022-5-73 

74 张立榀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优秀奖 XNFZ2022-5-74 

75 王岩 南通大学 张成蛟 优秀奖 XNFZ2022-5-75 

76 陈佳 常熟理工学院 高岩、穆红 优秀奖 XNFZ2022-5-76 

77 仕玉洁 德州学院 郭琪 优秀奖 XNFZ2022-5-77 

78 杨小敏 惠州学院 郑辰、陆璐 优秀奖 XNFZ2022-5-78 

79 吴立静 常熟理工学院 高岩 优秀奖 XNFZ2022-5-79 

80 黄烨诗 惠州学院 郑辰、陆璐 优秀奖 XNFZ2022-5-80 

81 李赛萌 南通大学 李晓燕 优秀奖 XNFZ2022-5-81 

82 郝晨阳 德州学院 穆慧玲 优秀奖 XNFZ2022-5-82 

83 叶思惟 安徽工程大学 韩伦 优秀奖 XNFZ2022-5-83 

84 伍思钰 常熟理工学院 高岩 优秀奖 XNFZ2022-5-84 

85 范嘉琦 大连工业大学 姚彤、王军 优秀奖 XNFZ2022-5-85 

86 李恩慈 河北科技大学 李晓英、胡玉良 优秀奖 XNFZ2022-5-86 

87 蔡璇 河北科技大学 李晓英、胡玉良 优秀奖 XNFZ2022-5-87 

88 胡艳 青岛大学 殷文 优秀奖 XNFZ2022-5-88 

89 童林 南通大学 傅海洪 优秀奖 XNFZ2022-5-89 

90 曾清 常熟理工学院 穆红 优秀奖 XNFZ2022-5-90 

91 张慧茹 天津工业大学 刘利 优秀奖 XNFZ2022-5-91 

92 李梦蕊 德州学院 郭琪 优秀奖 XNFZ2022-5-92 

93 张立榀 湖南工程学院 郭虹、左言文 优秀奖 XNFZ2022-5-93 

94 王岩 德州学院 郭琪 优秀奖 XNFZ2022-5-94 

95 王旭 安徽工程大学 韩伦 优秀奖 XNFZ2022-5-95 

96 冯春瑶 南通大学 李学佳、郭滢 优秀奖 XNFZ2022-5-96 

97 冯娅敏 南通大学 李晓燕 优秀奖 XNFZ2022-5-97 

98 包黎阳 常熟理工学院 穆红、李晓霞 优秀奖 XNFZ2022-5-98 

99 周珍珍 常熟理工学院 高岩 优秀奖 XNFZ2022-5-99 

100 陈郑 安徽工程大学 韩伦 优秀奖 XNFZ2022-5-100 

101 沙爽 武汉纺织大学 黎征帆、吴童玲 优秀奖 XNFZ2022-5-101 

102 范治亮 河北科技大学 李晓英、胡玉良 优秀奖 XNFZ2022-5-102 

103 季缘丰 南通大学 李晓燕 优秀奖 XNFZ2022-5-103 

104 李晓艳 常熟理工学院 穆红、李晓霞 优秀奖 XNFZ2022-5-104 

105 胡嘉乐 常熟理工学院 高岩 优秀奖 XNFZ2022-5-105 

106 曲敏 德州学院 王碧峤 优秀奖 XNFZ2022-5-106 

107 杨拿 常熟理工学院 高岩 优秀奖 XNFZ2022-5-107 

108 刘莺 南通大学 葛彦 优秀奖 XNFZ2022-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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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王悦 南通大学 徐利云 优秀奖 XNFZ2022-5-109 

 

高职纺织品安全性能检测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 证书编号 

1 陈静娇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李竹君、陈海宏 一等奖 XNFZ2022-6-1 

2 陈燕姿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陈海宏、李竹君 一等奖 XNFZ2022-6-2 

3 高慧恋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陈海宏、李竹君 一等奖 XNFZ2022-6-3 

4 廖静雯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李竹君、陈海宏 一等奖 XNFZ2022-6-4 

5 张远远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罗佳丽、田永龙 一等奖 XNFZ2022-6-5 

6 黄彩宁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陈海宏、李竹君 一等奖 XNFZ2022-6-6 

7 陈彦彤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陈海宏、李竹君 一等奖 XNFZ2022-6-7 

8 曾嘉颖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陈海宏、李竹君 一等奖 XNFZ2022-6-8 

9 倪祺翔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余雪满、杨彬 一等奖 XNFZ2022-6-9 

10 张伟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季荣、王超 一等奖 XNFZ2022-6-10 

11 董雪莉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一等奖 XNFZ2022-6-11 

12 李浩东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季荣、王超 一等奖 XNFZ2022-6-12 

13 曹遥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邵东锋、张春花 一等奖 XNFZ2022-6-13 

14 胡宇杰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王超、怀栖铭 一等奖 XNFZ2022-6-14 

15 隋彩玉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罗佳丽、张白露 一等奖 XNFZ2022-6-15 

16 郑洛晗 黎明职业大学 李志伟、冯萌雨 一等奖 XNFZ2022-6-16 

17 梁淑贞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陈海宏、李竹君 二等奖 XNFZ2022-6-17 

18 朱冠华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罗佳丽、张白露 二等奖 XNFZ2022-6-18 

19 徐湘楠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刘健、王超 二等奖 XNFZ2022-6-19 

20 李玟慧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二等奖 XNFZ2022-6-20 

21 高雪晴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二等奖 XNFZ2022-6-21 

22 陆佳楠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邵东锋 二等奖 XNFZ2022-6-22 

23 王梦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刘健 二等奖 XNFZ2022-6-23 

24 胡兆慧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罗佳丽、张白露 二等奖 XNFZ2022-6-24 

25 殷一凡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二等奖 XNFZ2022-6-25 

26 武亚辉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二等奖 XNFZ2022-6-26 

27 王小静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翁毅、怀栖铭 二等奖 XNFZ2022-6-27 

28 陈仁煌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陈海宏、李竹君 二等奖 XNFZ2022-6-28 

29 徐晨舒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张白露 二等奖 XNFZ202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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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纪婉晴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二等奖 XNFZ2022-6-30 

31 王昊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邵东锋 二等奖 XNFZ2022-6-31 

32 袁志丽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王正芳、夏剑雨 二等奖 XNFZ2022-6-32 

33 杨蕙宇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二等奖 XNFZ2022-6-33 

34 曹佳怡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邵东锋 二等奖 XNFZ2022-6-34 

35 章佳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杨乐芳、季荣 二等奖 XNFZ2022-6-35 

36 褚婷婷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翁毅、怀栖铭 二等奖 XNFZ2022-6-36 

37 张燕芳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季荣、刘健 二等奖 XNFZ2022-6-37 

38 惠秀秀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邵东锋、赵为陶 二等奖 XNFZ2022-6-38 

39 阙咏美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季荣、杨乐芳 二等奖 XNFZ2022-6-39 

40 刘青梅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邵东锋、静芳 二等奖 XNFZ2022-6-40 

41 陈思 黎明职业大学 李志伟、冯萌雨 二等奖 XNFZ2022-6-41 

42 周永旭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二等奖 XNFZ2022-6-42 

43 李希雅 黎明职业大学 李志伟、冯萌雨 二等奖 XNFZ2022-6-43 

44 方海远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杜庆华、李菊华 二等奖 XNFZ2022-6-44 

45 杨雲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王正芳、夏剑雨 二等奖 XNFZ2022-6-45 

46 王颖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王正芳、夏剑雨 二等奖 XNFZ2022-6-46 

47 贾文杰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二等奖 XNFZ2022-6-47 

48 谢家慧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刘健、王超 二等奖 XNFZ2022-6-48 

49 张雨桐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刘健、王超 二等奖 XNFZ2022-6-49 

50 冯鲁杭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楼永平、董艳 三等奖 XNFZ2022-6-50 

51 郑雪滢 黎明职业大学 李志伟、冯萌雨 三等奖 XNFZ2022-6-51 

52 张建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三等奖 XNFZ2022-6-52 

53 查梦霞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杜庆华、李菊华 三等奖 XNFZ2022-6-53 

54 蒋冰洁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王正芳、夏剑雨 三等奖 XNFZ2022-6-54 

55 唐海艳 黎明职业大学 吴秋兰、凌子超 三等奖 XNFZ2022-6-55 

56 杨敏 黎明职业大学 李志伟、冯萌雨 三等奖 XNFZ2022-6-56 

57 林子怡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楼永平、董艳 三等奖 XNFZ202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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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58 周永华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耿亮 三等奖 XNFZ2022-6-58 

59 姜文丽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李颖 三等奖 XNFZ2022-6-59 

60 吴璐阳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季荣、杨乐芳 三等奖 XNFZ2022-6-60 

61 崔美庆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三等奖 XNFZ2022-6-61 

62 郑媛媛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 三等奖 XNFZ2022-6-62 

63 邱彩云 黎明职业大学 凌子超、吴秋兰 三等奖 XNFZ2022-6-63 

64 王彦钧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梁颜玲 三等奖 XNFZ2022-6-64 

65 程紫萍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杜庆华、李菊华 三等奖 XNFZ2022-6-65 

66 梅绿萍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杜庆华、李菊华 三等奖 XNFZ2022-6-66 

67 钟云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林丽霞、杨慧彤 三等奖 XNFZ2022-6-67 

68 李想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王正芳、夏剑雨 三等奖 XNFZ2022-6-68 

69 高宇凡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邵东峰 三等奖 XNFZ2022-6-69 

70 顾欢怡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翁毅、怀栖铭 三等奖 XNFZ2022-6-70 

71 王琳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杜庆华、李菊华 三等奖 XNFZ2022-6-71 

72 吴思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翁毅、王超 三等奖 XNFZ2022-6-72 

73 李子悦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王正芳、夏剑雨 三等奖 XNFZ2022-6-73 

74 刘泳伶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杜庆华、李菊华 三等奖 XNFZ2022-6-74 

75 杨柳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林丽霞、杨慧彤 三等奖 XNFZ2022-6-75 

76 张迪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 三等奖 XNFZ2022-6-76 

77 肖憶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李颖、葛俊伟 三等奖 XNFZ2022-6-77 

78 杨佳玲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杨慧彤、林丽霞 三等奖 XNFZ2022-6-78 

79 程欣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季荣、杨乐芳 三等奖 XNFZ2022-6-79 

80 郭芊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季荣、杨乐芳 三等奖 XNFZ2022-6-80 

81 吴昌泽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姜秀娟、徐建建 三等奖 XNFZ2022-6-81 

82 荆子轩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三等奖 XNFZ2022-6-82 

83 陈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杨乐芳、季荣 三等奖 XNFZ2022-6-83 

84 薛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季荣、杨乐芳 三等奖 XNFZ202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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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院 

85 石淑琪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梁颜玲 三等奖 XNFZ2022-6-85 

86 张佳琪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杨慧彤、林丽霞 三等奖 XNFZ2022-6-86 

87 杜文洁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梁颜玲 三等奖 XNFZ2022-6-87 

88 李璇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姜秀娟、徐建建 三等奖 XNFZ2022-6-88 

89 陈秋荻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罗佳丽 三等奖 XNFZ2022-6-89 

90 廖泽静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耿亮 三等奖 XNFZ2022-6-90 

91 丁新颖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杜庆华、李菊华 三等奖 XNFZ2022-6-91 

92 李苏婷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王正芳、夏剑雨 三等奖 XNFZ2022-6-92 

93 樊科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罗佳丽、张白露 三等奖 XNFZ2022-6-93 

94 罗腊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李国利 三等奖 XNFZ2022-6-94 

95 詹奥婷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余雪满、张毅 三等奖 XNFZ2022-6-95 

96 王昊宗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罗佳丽、张白露 三等奖 XNFZ2022-6-96 

97 安磊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黄婷 三等奖 XNFZ2022-6-97 

98 梁珊琪 黎明职业大学 冯萌雨、李志伟 三等奖 XNFZ2022-6-98 

99 邓华平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张玉红 三等奖 XNFZ2022-6-99 

100 江湘湘 黎明职业大学 李志伟、冯萌雨 优秀奖 XNFZ2022-6-100 

101 黄雅诗 黎明职业大学 冯萌雨、李志伟 优秀奖 XNFZ2022-6-101 

102 林睿哲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02 

103 王文玉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张白露 优秀奖 XNFZ2022-6-103 

104 孙秋谨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刘健、王超 优秀奖 XNFZ2022-6-104 

105 李欣璞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梁颜玲 优秀奖 XNFZ2022-6-105 

106 张恒瑞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徐建建、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06 

107 胡依涵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余雪满、楼永平 优秀奖 XNFZ2022-6-107 

108 舒慧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何花 优秀奖 XNFZ2022-6-108 

109 边方正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09 

110 杨联伟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季荣、杨乐芳 优秀奖 XNFZ2022-6-110 

111 胡镇淇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刘光彬 优秀奖 XNFZ2022-6-111 

112 富家秀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余雪满、楼永平 优秀奖 XNFZ2022-6-112 

113 雷冰冰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 优秀奖 XNFZ2022-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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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史亚欣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14 

115 褚若彤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15 

116 张宇军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 优秀奖 XNFZ2022-6-116 

117 卢利娟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原海波 优秀奖 XNFZ2022-6-117 

118 王凯霖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18 

119 薛晨雨倩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黄婷 优秀奖 XNFZ2022-6-119 

120 马洪梅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孙艳、张玉红 优秀奖 XNFZ2022-6-120 

121 余文慧 黎明职业大学 李志伟、冯萌雨 优秀奖 XNFZ2022-6-121 

122 曹兆铭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22 

123 姜思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刘健 优秀奖 XNFZ2022-6-123 

124 何春晓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罗娅 优秀奖 XNFZ2022-6-124 

125 彭伟伟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罗佳丽、张白露 优秀奖 XNFZ2022-6-125 

126 伍森怡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林丽霞、苏毅 优秀奖 XNFZ2022-6-126 

127 杨芳艳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刘健 优秀奖 XNFZ2022-6-127 

128 周颖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王正芳、夏剑雨 优秀奖 XNFZ2022-6-128 

129 蓝静雯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林丽霞、苏毅 优秀奖 XNFZ2022-6-129 

130 李东洋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彭孝蓉 优秀奖 XNFZ2022-6-130 

131 王倩华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杨乐芳、季荣 优秀奖 XNFZ2022-6-131 

132 张秀萍 黎明职业大学 冯萌雨、李志伟 优秀奖 XNFZ2022-6-132 

133 李晓月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33 

134 王慧琳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34 

135 李亚宁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35 

136 陈丽群 黎明职业大学 冯萌雨、李志伟 优秀奖 XNFZ2022-6-136 

137 于敏然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37 

138 陈昕怡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38 

139 李子兰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39 

140 金连琦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罗佳丽 优秀奖 XNFZ2022-6-140 

141 张诚翠 黎明职业大学 凌子超、吴秋兰 优秀奖 XNFZ2022-6-141 

142 孔歆瑜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42 

143 王喜婷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43 

144 许俊琴 黎明职业大学 凌子超、吴秋兰 优秀奖 XNFZ2022-6-144 

145 张欣竹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杨乐芳、季荣 优秀奖 XNFZ2022-6-145 

146 路冉然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 优秀奖 XNFZ2022-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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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朱丰跃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47 

148 沈小荧 黎明职业大学 凌子超、吴秋兰 优秀奖 XNFZ2022-6-148 

149 钟舒宁 黎明职业大学 吴秋兰、凌子超 优秀奖 XNFZ2022-6-149 

150 赵慧星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50 

151 段芊羽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田永龙 优秀奖 XNFZ2022-6-151 

152 卢泓斌 黎明职业大学 凌子超、吴秋兰 优秀奖 XNFZ2022-6-152 

153 裴文冉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53 

154 曾锦煌 黎明职业大学 冯萌雨、李志伟 优秀奖 XNFZ2022-6-154 

155 刘苏锌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 优秀奖 XNFZ2022-6-155 

156 江欣雨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姚凌燕 优秀奖 XNFZ2022-6-156 

157 杨玲 黎明职业大学 冯萌雨、李志伟 优秀奖 XNFZ2022-6-157 

158 牟熙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罗建红 优秀奖 XNFZ2022-6-158 

159 张雪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许兵、姜秀娟 优秀奖 XNFZ2022-6-159 

 

高职现代纺织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 证书编号 

1 林思琦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桂亚夫 一等奖 XNFZ2022-7-1 

2 廖永桐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一等奖 XNFZ2022-7-2 

3 李佩轩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桂亚夫 一等奖 XNFZ2022-7-3 

4 陈涨娴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黄紫娟 一等奖 XNFZ2022-7-4 

5 李月文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一等奖 XNFZ2022-7-5 

6 蒋盈飞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荣慧 一等奖 XNFZ2022-7-6 

7 刘丹丹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荣慧 一等奖 XNFZ2022-7-7 

8 陈广源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一等奖 XNFZ2022-7-8 

9 陈慧娴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黄紫娟 一等奖 XNFZ2022-7-9 

10 黄桑桑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敏、马旭红 二等奖 XNFZ2022-7-10 

11 曾子轩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林晓云、袁利华 二等奖 XNFZ2022-7-11 

12 卢海凤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二等奖 XNFZ2022-7-12 

13 周小双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陈亦书 二等奖 XNFZ2022-7-13 

14 查梦霞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甘志红、王飞 二等奖 XNFZ202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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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15 李莹莹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武燕、丛文新 二等奖 XNFZ2022-7-15 

16 陈佳仪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二等奖 XNFZ2022-7-16 

17 温燕媚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二等奖 XNFZ2022-7-17 

18 陈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侯战昌 二等奖 XNFZ2022-7-18 

19 邹舒婷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二等奖 XNFZ2022-7-19 

20 方海远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甘志红、王飞 二等奖 XNFZ2022-7-20 

21 韩灵浩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桂亚夫 二等奖 XNFZ2022-7-21 

22 毛永格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赵宝艳 二等奖 XNFZ2022-7-22 

23 刘昌访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二等奖 XNFZ2022-7-23 

24 李玉连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二等奖 XNFZ2022-7-24 

25 彭琳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李颖、原海波 二等奖 XNFZ2022-7-25 

26 周林菲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陈亦书 二等奖 XNFZ2022-7-26 

27 齐秀园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丛文新、杨文 二等奖 XNFZ2022-7-27 

28 赖楚啦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三等奖 XNFZ2022-7-28 

29 陆思捷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桂亚夫 三等奖 XNFZ2022-7-29 

30 沈锦安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罗建红、原海波 三等奖 XNFZ2022-7-30 

31 倪祺翔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余雪满、杨彬 三等奖 XNFZ2022-7-31 

32 何林芝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李国利、原海波 三等奖 XNFZ2022-7-32 

33 陈冠羊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关立平 三等奖 XNFZ2022-7-33 

34 许少云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三等奖 XNFZ2022-7-34 

35 王籽怡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林晓云 三等奖 XNFZ2022-7-35 

36 倪星雨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陈绍芳、原海波 三等奖 XNFZ2022-7-36 

37 杨丹妮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吕金丹 三等奖 XNFZ2022-7-37 

38 邹莲琪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姚凌燕、蔡育 三等奖 XNFZ2022-7-38 

39 蒋好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刘秀英 三等奖 XNFZ2022-7-39 

40 刘泳伶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甘志红、王飞 三等奖 XNFZ2022-7-40 

41 李盛元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杨文、陈爱香 三等奖 XNFZ202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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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周俏雅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林晓云、陈艳华 三等奖 XNFZ2022-7-42 

43 蔡俊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林晓云、袁利华 三等奖 XNFZ2022-7-43 

44 张宇军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刘秀英 三等奖 XNFZ2022-7-44 

45 徐巧玲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甘志红、王飞 三等奖 XNFZ2022-7-45 

46 肖壹嘉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姚凌燕、蒋宁英 三等奖 XNFZ2022-7-46 

47 张文玉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蒋宁英、梁平 三等奖 XNFZ2022-7-47 

48 何安琪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林晓云、关立平 三等奖 XNFZ2022-7-48 

49 王艳梅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梁平、刘秀英 三等奖 XNFZ2022-7-49 

50 杨思绮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敏、罗炳金 三等奖 XNFZ2022-7-50 

51 卢利娟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原海波 三等奖 XNFZ2022-7-51 

52 白王燕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陈绍芳、原海波 三等奖 XNFZ2022-7-52 

53 郑慧敏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罗建红、宋雅路 三等奖 XNFZ2022-7-53 

54 岑惠仪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三等奖 XNFZ2022-7-54 

55 王琳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甘志红、王飞 优秀奖 XNFZ2022-7-55 

56 崔艺萱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陈爱香、武燕 优秀奖 XNFZ2022-7-56 

57 廖泽静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耿亮 优秀奖 XNFZ2022-7-57 

58 舒慧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原海波 优秀奖 XNFZ2022-7-58 

59 陈佳美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侯战昌 优秀奖 XNFZ2022-7-59 

60 竹春洋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原海波 优秀奖 XNFZ2022-2-2 

61 杜欣燕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黄紫鹃 优秀奖 XNFZ2022-2-3 

62 童欣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李国利 优秀奖 XNFZ2022-2-4 

63 沈张佳欣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吕金丹 优秀奖 XNFZ2022-2-5 

64 任荧聪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关立平 优秀奖 XNFZ2022-2-6 

65 宋嶙楠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耿亮、蒋宁英 优秀奖 XNFZ20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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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66 苟诗漫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陈绍芳、原海波 优秀奖 XNFZ2022-2-8 

67 洪乐怡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刘幼芬 优秀奖 XNFZ2022-2-9 

68 李凤珍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优秀奖 XNFZ2022-2-10 

69 杨梦莹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林晓云 优秀奖 XNFZ2022-2-11 

70 钭佳颖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余雪满、杨彬 优秀奖 XNFZ2022-2-12 

71 胡镁娜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刘幼芬 优秀奖 XNFZ2022-2-13 

72 陆继鑫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宋雅路 优秀奖 XNFZ2022-2-14 

73 石坤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李进 优秀奖 XNFZ2022-2-15 

74 周雪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蒋宁英 优秀奖 XNFZ2022-2-16 

75 刘微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董旭烨、朱江波 优秀奖 XNFZ2022-2-17 

76 许佳怡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马旭红、陈敏 优秀奖 XNFZ2022-2-18 

77 张灿华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吕金丹 优秀奖 XNFZ2022-2-19 

78 郭远航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原海波、耿亮 优秀奖 XNFZ2022-2-19 

79 张家铭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林晓云、陈艳华 优秀奖 XNFZ2022-2-19 

80 胡依涵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余雪满、楼永平 优秀奖 XNFZ2022-2-2 

81 沈梦莹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杨彬、余雪满 优秀奖 XNFZ2022-2-3 

82 邓宇鑫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罗建红、李进 优秀奖 XNFZ2022-2-4 

83 雷冰冰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 
耿亮、原海波 优秀奖 XNFZ2022-2-5 

84 童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赵宝艳 优秀奖 XNFZ2022-2-6 

85 李淑蓓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袁利华、桂亚夫 优秀奖 XNFZ2022-2-7 

86 王雨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陈艳华、吕金丹 优秀奖 XNFZ2022-2-8 

87 顾文文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孙宏、卞克玉 优秀奖 XNFZ202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