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学校 参赛选手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推荐奖项

1 西安工程大学 卢怡欣，刘璇 李文雅 希望与收获——双色镶嵌麦穗纱的设计与开发 特等奖

2 东华大学 石盛云,伍欢 李志民 陈长洁 糁径“羊”花铺白毡——无扭矩超柔毛纺纱 特等奖

3 东华大学 张欣雨，邱添，王婧 陈长洁 李志民 “净染织秋”-美拉德绿色低温染色复合功能纱 特等奖

4 东华大学 周心怡，李嘉玲，饶仓尔 和杉杉 春意盎然，野望千里 特等奖

5 嘉兴学院 苏娟，夏文文 敖利民
芳纶/不锈钢丝重装防火服增强层织物用防刺割复合
纱

特等奖

6 浙江理工大学 韦柳丞 刘赛 田伟 刚柔并济——可编织的花式纱/拉胀纱 特等奖

7 武汉纺织大学 李倩,陈伦香 刘可帅 张竣青 0捻Q弹羊毛复合纱 一等奖

8 武汉纺织大学 范兴缘,胡子芹，徐傲 夏治刚 艾上医疗–艾草芯传感发热纱线 一等奖

9 苏州大学 高如昕，朱柏融，宾心雨 刘金鑫 刘宇清 基于拉曼效应的防伪功能花式纱 一等奖

10 西安工程大学 吕廷一，姜文哲，宋子扬 李文雅 “流年未央”——时光长河在纱线上的潺潺流动 一等奖

11 天津工业大学 何嘉怡，李玉莹，方青青 赵立环 周宝明 衣衣不舍-基于废纺的吸湿抗菌柔性智能传感纱 一等奖

12 武汉纺织大学 冼恩恩，祁小圣，缪莹 夏治刚 基于石蜡相变的双向调温纱 一等奖

13 江南大学 马若婷，赵婧雯，张博阳 郭明瑞 轻环保——绿色可回收化纤/棉混纺纱 一等奖

14 盐城工学院 王茹，柳春燕，张钦泉  王春霞 崔红 郭岭岭 单向导湿双芯抗菌纱 一等奖

15 嘉兴学院 刘旭，周凯文 敖利民 玻璃纤维/高强高模聚乙烯防刺割复合纱 一等奖

16 江南大学 韩江姗,李珍琪，郭晨宇 杨瑞华 隔无形于无形——一种UPF400+的包芯包覆纱线 一等奖

“新澳杯”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纱线设计大赛获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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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湖南工程学院 马花，洪彩丽，刘俊辉 冯浩 汪泽幸 黑-红可逆热致变色纱线 一等奖

18 苏州大学 周霞 李媛媛 双面“装甲骑士” 一等奖

19 盐城工学院 邹备多，王颖，孙静媛 宋孝浜 崔红 郭岭岭 集聚赛络纺阻燃隔热质轻纱 一等奖

20 西安工程大学 刘雨桐，吴东芮，杨忠凯 李文雅 瑞气祥云——一根纱线的表达与演绎 一等奖

21 西安工程大学 王小玉，梁凤玉，周彤 高婵娟 钱现 “野客迷梦”——双色功能性赛络纱 一等奖

22 江南大学 张子千，曹伊程，刘思玉 刘基宏
“风流汗走，紫云隔”——黄芩染抗紫外线波浪形截
面涤纶包芯纱

一等奖

23 武汉纺织大学 李晓影,牟维，尚路路 夏治刚 吴童玲 柔中带刚——隔离式柔性气囊抗冲击阻燃特种纱 一等奖

24 盐城工学院 丁一哲、武宇航、许洪亮 林洪芹 李华云 刘丽 竹炭纤维混纺全聚纺环保纱 二等奖

25 江南大学 陈相丞，郭欣蕊 卢雨正 傅佳佳 霓虹鞋带—回收纤维废料/涤纶环保紧密赛络纺纱线 二等奖

26 西安工程大学 孙梦怡、马晨亮、贾晨萌 宋红 李龙 春之染、千丝绿 二等奖

27 盐城工学院 张学亮,朱彬，顾啸威 崔红 王春霞 亲肤保健冰爽抗菌赛络紧密纱 二等奖

28 湖南工程学院 万伟，陈嘉怡，罗文婕 刘常威 汪泽幸 大肚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二等奖

29 嘉兴学院 朱怡欣，刘琰清 史晶晶 杨恩龙 金明灭 二等奖

30 西安工程大学 张颖，胡佳悦，罗小甜 高婵娟 周莹莹 “云霞成姗”——红黄蓝三色竹节纱 二等奖

31 嘉兴南湖学院 李思思，陶雅南 李萍 “落日余晖”耐磨透气包缠纱 二等奖

32 苏州大学 宾心雨,许彤，高如昕 刘宇清 “久枯春绿”——具有神经修复功能的复合纱线 二等奖

33 东华大学 曹友胜，李晓凡，刘素珍 孙晓霞 李志民 迎夏裳凉纱，恰似七月秋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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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盐城工学院 殷文慧,黎艳，周洁 崔红 吕立斌 郭岭岭 春日暖阳-多功能保暖混纺纱 二等奖

35 盐城工学院 陈梦宁 ，宋孝滨 崔红 宋孝浜 火绒花——防火 阻燃 耐磨的好助攻 二等奖

36 江南大学 张欣，李珍琪，韩江姗 刘基宏 一帘幽梦——一种驱蚊抗菌凉感功能纱 二等奖

37 武汉纺织大学 吕轩，王梓萱，杜子信 柯贵珍 磨毛涤纶—粘胶闪色纱 二等奖

38 嘉兴南湖学院 王欣，范滢滢，徐玮洲 敖利民 陈子晗 余霞成绮——七彩抗菌快干段彩复合线 二等奖

39 浙江理工大学 董福星，喻莉，汪智洋 赵连英 严昉 马雷雷 高比例木棉/棉混纺抑菌防螨彩虹纱 二等奖

40 东华大学 熊友琴，陈何榕，曾奕阳 丁倩 张玉泽 汪军 宰相肚里能撑船-高粗节倍数多色竹节纱 二等奖

41 武汉纺织大学 石玉菲 刘可帅、张竣青 月岩纱的漫舞 二等奖

42 江南大学 王凌霄，马琦尧，胡帅强 傅佳佳、卢雨正
“健康护卫”——一种具有抗菌及除甲醛性能的婴童
用多彩纱线

二等奖

43 嘉兴学院 赵苑婷，张素晶，李博雅 杨恩龙，史晶晶 青云直上 二等奖

44 盐城工学院 邓燕丽，芦巧丽，张悦 林洪芹 宋孝浜 季萍 复合双色纱——红色与黄色的碰撞 二等奖

45 嘉兴学院 俞佳敏，陈晶晶 詹建朝 段染纱 二等奖

46 武汉纺织大学 牟维、李晓影、尚路路 夏治刚 一种液流内置式条带纺系列功能复合防护纱 二等奖

47 盐城工学院 钱德颖  ,程雅婷 宋孝浜 高大伟 崔红 新采红蓝染缦裳—集聚赛络纱 二等奖

48 嘉兴学院 黄爱琪，冯淑娟，王晨菡 沈加加 硬派羊绒 二等奖

49 新疆大学 王海洋，钱迅，刘爱嘉，高灿钰 曹吉强 刚柔并济—高性能阻燃复合纱 三等奖

50 东华大学 杨逸晨，刘晶，郝金秀 陈长洁 李志民 吃竹子的羊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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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盐城工学院 蔡凤芹 ,谭存响，宋雯雯 崔红 高大伟 马志鹏 怀银纡紫—抗菌保暖型聚酰亚胺纤维赛络复合纱 三等奖

52 苏州大学 刘绮雯，马进宇，程乙武 张岩 陈建亮 舒适型防切割纱线 三等奖

53 盐城工学院 张钦泉，柳春燕，王茹 崔红 宋孝浜 郭岭岭 “火神”—阻燃保暖导电紧密纱 三等奖

54 浙江理工大学 夏楠，林曦，李勇瑞 马雷雷 夏日新选择——新型凉感羊绒混纺纱 三等奖

55 西安工程大学 陈凤祺，尹张玲，姚全艳 吴磊 宋红 姚一军 吸湿速干抗菌防紫外线多功能环锭纺纱线 三等奖

56 苏州大学 周雨萱，朱柏融 孙哲 刘宇清 “日升月恒”—智能调温纺织品：相变纤维 三等奖

57 安徽工程大学 陆博晗，张立峥，潘宇 李杨 孙妍妍 王勇 兼顾防辐射及抗菌保健的亲肤舒适多功能包覆纱 三等奖

58 盐城工学院 舒豪,柳炯 郭岭岭 王春霞 崔红
眷红偎翠、纤毫毕现—用于具有单向导湿功能面料的
新型纤维素纤维纱线的研发

三等奖

59 山东理工大学 郭晓童 ,孙一菲 郭增革 浩瀚星河-植物染抗菌除臭复合功能纱 三等奖

60 东华大学 邓若兰,李佳一，马小鋆 郁崇文 羊毛/大麻涤纶喷气涡流纱 三等奖

61 东华大学 陈曦 管晓宁 张玉泽 火凤凰——抗菌阻燃酚醛/聚酰亚胺纱 三等奖

62 嘉兴学院 杨敏慧,陈娜 敖利民
苎麻/再生涤纶/聚乳酸段彩复合纱——《一直“游”
到海水变蓝》

三等奖

63 嘉兴学院 魏江珊，胡祥丽 敖利民 涤/锦/氨弹力段彩圈圈纱——波罗的海 三等奖

64 嘉兴南湖学院 范滢滢，王欣，管张翔 敖利民 罗秋兰 四季舒爽耐磨“保护罩” 三等奖

65 湖南工程学院 王淳，彭玉婷，刘洋 冯浩 武世锋 丰收——稻香 三等奖

66 嘉兴学院 陈湘，张雪，范瑞 敖利民 梦境——涤纶/蚕丝包覆复合段彩纱 三等奖

67 西安工程大学 于郭鑫，邓晶，胡婉宁 宋红 李龙
星火点点。禾素纤维/天丝纤维/涤纶基荧光纤维/棉
纤维赛络纺双色变竹节纱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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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东华大学 熊捷雨，徐朗达，张正顺 张玉泽 汪军
落红有情——精梳落毛/抗菌锦纶双面呢用转杯纺段
彩纱

三等奖

69 西安工程大学 高世萱，杨红越，焦世铭 陈莉，郭嫣
生物呼吸抑菌型圣麻纤维/Modal/棉赛络纺“紫韵”
竹节纱

三等奖

70 嘉兴南湖学院 宋俊文,詹云飞 罗秋兰 李萍 牦牛绒/铜氨/锦纶长丝赛络菲尔纺复合纱 三等奖

71 湖南工程学院 邓宏丹,向慧仪，舒超 周蓉、冯浩 只此青绿 三等奖

72 天津工业大学 唐瑞璟 赵立环 周宝明 轻质保暖羊毛空心纱 三等奖

73 江南大学 胡紫瑞，黄子宁，郭鑫宇 刘基宏  芯“棉”时代 三等奖

74 西安工程大学 杨谱,侯金燕 尉霞，冀艳波 毛/棉/天茶混纺斑点夜光纱 三等奖

75 安徽工程大学 韦倩，蔡国庆，张成宇 王勇，李长龙，王宗乾 特种防护用含金属微丝的多功效弹性包缠复合纱 三等奖

76 浙江理工大学 张传茹，夏萌远，闫琳桠 王金凤 负泊松比抗静电纱线 三等奖

77 安徽工程大学 王恒 ，亓明坤，程芳品 孙妍妍，储长流，王勇 基于尼龙单丝/氨纶丝的个体防护用抗冲击花式纱线 三等奖

78 嘉兴学院 薛诗雨，钱佳慧 詹建朝 电热纱线 三等奖

79 江南大学 汪宇，李奇鑫，徐涛 万爱兰 “铜心缘”—— 3D螺旋传感纤维 三等奖

80 武汉纺织大学 洪坤，翟淑汶，邓凯夫 刘可帅、张竣青 螺纹式吸湿快干高强耐磨特种军用双包纱 三等奖

81 盐城工学院 李骄龙，李纯，杜丽平 林洪芹 王春霞 李华云 清爽•浪漫 三等奖

82 盐城工学院 汤李红，廖秋菊，孙东红 林洪芹 宋孝浜 高大伟 “辉煌” 三等奖

83 南通大学 张晓梅，王奕婕，冯春瑶 郭滢  曹海建  刘其霞 铮铮铁骨——防刺防割包覆纱 三等奖

84 盐城工学院 刘琳，汪梓阳，吴勉 林洪芹 崔红 郭岭岭 多组份罗布麻纤维赛络紧密纱——绚丽朝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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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盐城工学院 杨佳慧 ，刘思慧，李一鸣 王春霞 崔红 马志鹏 归去来兮—嵌入式防水抗紫外复合纱 三等奖

86 南通大学 王奕婕，张晓梅，徐雪纯 郭滢  朱军 潘刚伟 防火盾——阻燃包覆纱 三等奖

87 盐城工学院 李纯，李骄龙，杜丽平 林洪芹 吕立斌 郭岭岭 “烟浪”——环保抗菌保健纱 三等奖

88 江南大学 黄晨，郭立楠，温海欣 刘基宏 “烈火辨玉，闪烁其瓷”-新型耐高温隔热纱线 三等奖

89 嘉兴学院 陈诗颖，李茹静 詹建朝 原液着色段彩纱 三等奖

90 青岛大学 倪伏河,郭志成，于明超 姜展 张玉清 邢明杰 植物染碳量子点荧光纱 三等奖

91 天津工业大学 李美泽、徐冰倩、季心怡 赵立环，周宝明
园艺“降”心，“氧”生之选——强吸附可降解型
DIY播种用包缠纱

三等奖

92 东华大学 王源、牛梦婷、叶臻镐 傅婷，邵光伟 可再生碳纤维短纤纱 三等奖

93 浙江理工大学 聂若茜，李贤贤，吉梓莹 赵连英、严昉 幻彩——植物染段染的花式纱 三等奖

94 青岛大学 倪伏河，郭志成，于明超 姜展 张玉清 邢明杰 “竹上锦开花”-碳量子点荧光柔软包芯纱 三等奖

95 天津工业大学 叶茂，余志维，罗仟 赵立环，周宝明，张松楠
缠缠棉棉，水“胶”之恋——一种基于水凝胶覆芯的
双向包缠纱

三等奖

96 西安工程大学 杨红越，焦世铭，高世萱 陈莉，郭嫣
“鸿运当头”聚乳酸/再生竹纤维/冰凉涤纶/棉赛络
纺包芯纱

三等奖

97 东华大学 张小艺，王玙璠，李鑫蕊 郁崇文 透气阻燃的紧密纺海藻/大麻/粘胶可降解混纺纱设 三等奖

98 西安工程大学 侯金燕，杨谱 张弦，冀艳波 毛/棉/天茶混纺空心纱 三等奖

99 盐城工学院 李小颖，周凯翔 崔红 王春霞 高大伟 “金丝拂旧堤”绿色低碳抗菌双丝包芯纱 三等奖

100 江南大学 龚晨馨 肖学良 “银色闪电”—镀银锦纶导电纱 三等奖

101 德州学院 姚树淑 张梅 阳离子改性涤纶/抗菌丙纶速干衣用涡流纱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