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前进杯”第一届中国高校牛仔面料设计大赛获奖结果 

 

创新牛仔面料 

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人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 八桂田园 靳欣悦 谭晓璇 赵师 王庆涛 荆妙蕾 特等奖 

2 流蓝小末 唐宇辰 陈双敏 武京 眭建华 陈健亮 一等奖 

3 彩色迷情 周亦歌 邢建欣 眭建华 魏真真 一等奖 

4 节奏跳动 邹丽 丁丹 倪郑晓 陈廷 一等奖 

5 阳旭暖冬 周拯轩 詹克静 王梦玲 曹根阳 陶丹 刘泠杉 一等奖 

6 近蓝 李少欣 望路瑶 吕晓静 陶丹 曹根阳 刘泠杉 一等奖 

7 时光倒流 邹丽 丁丹 倪郑晓 陈廷 二等奖 

8 青春之歌 李新纲 曾鹏瑾 马花 武世锋 罗凤香 二等奖 

9 新型防辐射牛仔面料 彭飞 袁宝华 罗诗琼 冯浩 周蓉 二等奖 

10 向阳而生 唐宇辰 陈双敏 武京 眭建华 陈健亮 二等奖 

11 方正视界 唐宇辰 陈双敏 武京 眭建华 陈健亮 二等奖 

12 灿若繁星 章文琴 李蕾 王昌永 张岩 二等奖 

13 雪绒花 夏灵锋 谭玉婷 李杰 林红 二等奖 



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人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4 浮崖之上 陈珂 祖拉兰 金震宇 冒海文 洪岩 二等奖 

15 网罗 叶熙梦 孟聪 潘梦娇 蒋孝锋 二等奖 

16 琼楼玉宇 邹丽 丁丹 倪郑晓 陈廷 二等奖 

17 橙光暖阳 章文琴 李蕾 王昌永 张岩 二等奖 

18 结构色——虹彩缤纷 王玉阁 刘东方 陈贝 肖杏芳 二等奖 

19 彩釉提花牛仔 李梦雪 顾蓓洁 王彬涵 刘泠杉 陶丹 蓸根阳 二等奖 

20 辟火乾坤罩 李柱燕 陈飞燕 朱名藤 曹根阳 陶丹 刘泠杉 二等奖 

21 涟漪 陈才香 宋静雯 周慧敏 徐阳 二等奖 

22 紫梦 谢美玲 徐浩文 黄嵘 冯浩 刘常威 三等奖 

23 雾里看花 夏灵锋 谭玉婷 李杰 林红 三等奖 

24 大健康牛仔面料 张爱欣 梁艺莹 吴想 曹根阳 陶丹 刘泠杉 三等奖 

25 棋盘风尚 殷晓琳 陶亚男 朱雯茜 陶丹 曹根阳 刘泠杉 三等奖 

26 迷彩印象 崔凯月 蔡宇翔 李飞 陶丹 曹根阳 刘泠杉 三等奖 

27 一次成型简约风牛仔裙 马晟晟 孙明祥 谭启飞 陈益人 闫书琴 三等奖 

28 异彩 张然 张彧 陶丹 曹根阳 刘泠杉 三等奖 

29 绿冬还暖 黄雪妍 赵梦颖 朱文洁 陶丹 曹根阳 黎征帆 三等奖 



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人员 指导教师 奖项 

30 "缁云染霜"机织牛仔布 陈远卓 赵晓丽 谢依 陈益人 刘泠杉 三等奖 

31 环保错视牛仔 任聪聪 李晓雨 陆嘉宝 曹根阳 陶丹 刘泠杉 三等奖 

32 温凉青衿 李玉琴 庄婕 张雪冰 曹根阳 陶丹 刘泠杉 三等奖 

33 灯芯绒牛仔布 吕哲 李子云 陈益人 李圣雨 三等奖 

34 基于新疆棉的热变色厚重型牛仔布开发 王芷琪 段炼 李建强 三等奖 

35 “音”你而动 章文琴 李蕾 王昌永 张岩 三等奖 

36 行色匆匆 张翔 王皓 安松元 冒海文 眭建华 三等奖 

37 昼夜星河 周子淇 王何一帆 马力 盛翠红 范立红 三等奖 

38 软黄金 朱丽秋 宋利君 王伟红 冯浩 周蓉 三等奖 

39 繁星满天 马莉娟 张玉蓉 何彩霞 盛翠红 范立红 三等奖 

40 自清洁超疏水牛仔面料 周梁嵩 孔雀 三等奖 

  



创意牛仔组 

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人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 随波至蓝染 王佳 傅海洪 唐虹 张成蛟 特等奖 

2 碰撞 管雨涵 迟晓丽 贺晨亮 一等奖 

3 以音之名，乐山海 杨欣欣 迟晓丽 彭小琴 一等奖 

4 夏兰 解欣彤 卿少宁 皮珊珊 一等奖 

5 蕙心兰质 刘秋岑 迟晓丽 贺晨亮 一等奖 

6 生肖物语 李洁 陈文成 一等奖 

7 内耗效应 薛晶 杜芙蓉 杨梓奕 王蕾 二等奖 

8 故乡 王震 陈俊蓉 穆慧玲 二等奖 

9 全民运动 邹丽 迟晓丽 卿少宁 二等奖 

10 飞扬的我们 郭梅婷 迟晓丽 夏添 二等奖 

11 留得芳草香 王静婷 夏添 殷海伦 二等奖 

12 星际牛仔 唐雅琳 左言文 郭虹 二等奖 

13 林中花开 洪叶宁 贺晨亮 赵艳敏 二等奖 

14 过程 张玮 傅海洪 唐虹 张成蛟 二等奖 

15 无限可能 尹阿敏 傅海洪 唐虹 张成蛟 二等奖 

16 皮影 周翠 孙戈 二等奖 



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人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7 绣丽 杨安平 乔雯 叶简宁 张毅 荆妙蕾 王庆涛 二等奖 

18 破碎 消融 重组 吴雨彤 吕夏平 张毅 王庆涛 徐娜 二等奖 

19 毕韵方知 张涵 张毅 二等奖 

20 Delineator 陈奕翀 张韬 二等 

21 痕.迹 时琳 张韬 二等奖 

22 搁浅 余晓佳 傅海洪 唐虹 张成蛟 三等奖 

23 Office Lady 的牛仔派对 张金凤 谢子欣 杨秀丽 刘利 三等奖 

24 蓝色探界者 陈争艳 张韬 三等奖 

25 就是不一 young 莫茹慧 沙莎 三等奖 

26 双栖 黄靖涵 牛洪娟 三等奖 

27 逃离地球情报局 马云青 熊慧琳 王若彤 王海燕 三等奖 

28 Haze within haze 史雨鑫 谭婉莹 朱玥熹 杨秀丽、刘利 三等奖 

29 海洋 潘依雯 陆爽怿 何珊珊 周赳 三等奖 

30 景友 陈颖 郭虹 左言文 三等奖 

31 溢绿 吴佳杰 赵劲钫 刘广 迟晓丽 三等奖 

32 冰雪狂欢 陈思连 汤雨苗 熊望 周琪 三等奖 

33 不破不立 徐巧灵 张成蛟 傅海洪 唐虹 三等奖 



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人员 指导教师 奖项 

34 蝶 徐雯 傅海洪 唐虹 张成蛟 三等奖 

35 衍 and 生 李晓红 孙戈 三等奖 

36 重组 谭舒雅 张倩 刘利 杨秀丽 三等奖 

37 重塑 郑路遥 张韬 三等奖 

38 多元世界 冯采伶 杨梅 迟晓丽 三等奖 

39 重构 黄炫 傅海洪 张成蛟 唐虹 三等奖 

40 BETTER BLUE 刘惠雨 王威 三等奖 

41 牧羊 张盛 江茜 罗睿健 张毅 三等奖 

42 青瓷年华 乔雯 杨安平 张毅 荆妙蕾 王庆涛 三等奖 

43 国潮风尚 卢雨生 王可 陈文怡 张毅 张璐 三等奖 

44 幻境麋鹿 贾晓彤 谭晓璇 张毅 荆妙蕾 王庆涛 三等奖 

45 竹.影 余昊楠 杨秀丽 刘利 三等奖 

46 拼接未来 李亚聪 张韬 三等奖 

47 工人牛仔 李子怡 张红华 三等奖 

48 绿染牛仔——草木系列之《大鱼》 王拉拉 孙利婷 王芃生 王雪梅 三等奖 

  



绿色可持续牛仔组 

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人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 青皮尤能入霓裳 禹华 李倍思 巩继贤 一等奖 

2 
生物多巴胺原位聚合牛仔染色工艺及性

能调控 
黄宏博 韩宗保 韩晓玉 王运利 一等奖 

3 涤棉交织环染牛仔布 朱文举 张聪 蒋天承 蔡映杰 一等奖 

4 水墨牛仔 邵晰茹 吕晓静 金志毅 曹根阳 陶丹 闫书芹 二等奖 

5 绿色环保等离子体处理牛仔面料 陈志鹏 蒋慧 吴济宏 二等奖 

6 仿植物靛蓝染色牛仔面料 何颖婷 付少海 二等奖 

7 光动力朋克牛仔 胡迪 董倩 黄芷嫣 罗磊 三等奖 

8 流墨新抚弹千里衿 夏亚辉 张米聪 夏泓蕙 曹根阳 陶丹 李圣雨 三等奖 

9 
超快、广谱染料有效的染色净色剂及其

在生产牛仔面料中的应用 
李林雅 易荣欢 周梨婷 沈小林 三等奖 

10 燃 邓子铭 游奕楠 钟永达 董凤春 三等奖 

  



创新牛仔纱线组 

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人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 光热转换温敏变色花色线 邓文丽 李秋阳 宋子龙 柯贵珍 特等奖 

2 “大海”效应花式纱 胡晓 杨琳 周佳慧 饶崛 凌文漪 一等奖 

3 双丝夹短纤式弹力耐磨复构纱 董倩 李少欣 夏治刚 一等奖 

4 嵌入式夏季吸湿快干牛仔面料 荣利君 李智 陈军 二等奖 

5 咖啡炭冷感复合花式纱 周佳慧 曾鹏辉 杨琳 饶崛 叶汶祥 二等奖 

6 赛络包芯包缠牛仔产品用纱 李智 荣利君 潘政尧 陈军 二等奖 

7 热变色涤棉混纺纱 段炼 王芷琪 李建强 三等奖 

8 赛络弹力包芯竹节牛仔产品用纱 李智 荣利君 冯静 陈军 三等奖 

9 圈圈与波纹间断超柔复合花式纱 曾鹏辉 周佳慧 胡晓 饶崛 叶汶祥 三等奖 

10 鲛鮹蓝色染初匀 黄依婷 温小雪 张瑶 丁倩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