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第八届工业设计大赛“科普曼杯”装饰贴膜创意设计专项赛
“校内公开选拔赛”获奖作品公示名单

装饰贴膜创意设计组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设计人员 指导老师 获得奖项

1 15617497639-2 洛璃 王馨苒 贺优 一等奖

2 15617497639-3 释青 王馨苒、刘家宏、陆洁颖、石佳怡 贺优 一等奖

3 16655259159-2 纷纭画布 张仁豪、高雅彤、任效民、鲁爽 齐欣 一等奖

4 16655259159-3 自然麦穗 张仁豪、鲁爽、聂方敏、姚传禄 贺优、齐欣 一等奖

5 19810757789-1 <聚> 武怡凡、吕金泽 贺优 一等奖

6 13399586368-1 《墨荷》 韩婕妤、郑博阳、张子涛 贺优 一等奖

7 13399586368-2 《七巧》 韩婕妤、郑博阳、张子涛 魏国彬 一等奖

8 15357873303-1 生长记忆 李明会、胡可心、王铭、周娟 贺优 一等奖

9 18236896733-3 重明 栗温馨、胡可心、王舒雅 罗连杰 一等奖

10 18656923637-1 雅竹 王铭、韩晨强、李明会、姬梦雨 罗连杰 一等奖

11 18656923637-3 海底世界 王铭、李海涛、车梦晴、李明会 罗连杰 一等奖

12 15955587817-4 观者如织 李海涛、王铭、戴世龙、王浩 罗连杰 一等奖

13 13956651603-1 Space 裴彩云、刘盈希、温悦 罗连杰 一等奖

14 13003005255-1 深海鹿灵 薛雨成、陈星月 丁李 一等奖

15 15055064669-2 暗里着迷 李阳阳、丁倩尔、王子涵、葛冰艳 杨剑、常斯维、徐艺 一等奖

16 18256936521-1 芭蕉 张伊萱、孙佳宁、席凯臣、王子涵 杨剑、常斯维 一等奖

17 18697601204-1 《迷宫》 范颖雪 殷睿 一等奖

18 18365165556-3 《碑刻仙鹤图》 何韬 于雪 一等奖

19 13155121675-1 古韵 孙宇彤 赵昕 一等奖

20 13085094249-1 麦田 姚传禄、高捷、张仁豪、徐佳佳、李海涛 孙丽 一等奖

21 18164423655-2 一叶孤舟 鲁爽、周娜、高雅彤、张仁豪、李肖 贺优 二等奖

22 18164423655-3 春兰秋菊 鲁爽、张仁豪、周娜、高雅彤 贺优 二等奖

23 13399586368-2 《莺》 郑博阳、韩婕妤、张子涛 贺优 二等奖

24 16655259159-1 蕉绮 张仁豪、任效民、鲁爽、李肖 贺优、齐欣 二等奖

25 19856261009-2 丹青留影 肖贵兰、李萌萌、但宏蕾、陈晓 贺优 二等奖

26 13952309713-1 环环相扣 王盼、施未、钟徽鸿 罗连杰 二等奖

27 15239378537-1 四季 刘琳、江婵、杨克雨 罗连杰 二等奖

28 17603915557-3 色彩拼图 王彦博、刘盈希、王子涵 罗连杰 二等奖

29 15655810321-2 《白鹤卧雪》 赵一舜,车梦晴,王铭,徐俊威,姬梦雨 罗连杰 二等奖

30 15955587817-1 浮生 李海涛,徐佳佳,车梦晴,王铭,姬梦雨 罗连杰 二等奖

31 18949258006-1 《粼》 吴青青、蒋洲、韦玉、范玉杉 陈国栋 二等奖

32 18750821351-1 “羽” 范玉杉、吴青青、韦玉 陈国栋 二等奖

33 18750821351-2 绽玫 范玉杉 陈国栋 二等奖

34 18205971406-1 兰花 张程施、荣悦悦、陈韵如 石川 二等奖

35 17639592776-1 几何形 李莹 石川 二等奖

36 13003005255-2 舞起敦煌 薛雨成、陈星月 丁李 二等奖

37 18860453084-1 夏意莲莲 刘燕、赵伟志 丁幸 二等奖

38 19856263970-1 《弦声娓娓》 卞跃银、丁明晨、孔小艳 刘丹 二等奖

39 15665401002-2 装饰贴膜 山 凌晨 刘丹 二等奖

40 13788693735-1 《清新》 黄奇峰 刘丹 二等奖

41 19855190859-1 跳跃的线 张俊瑶、王冠文 刘丹 二等奖

42 15056833940-1 《日和》 肖静蕾 刘丹 二等奖

43 15556890901-2 淮上花“海” 李景明、杨凯、周宏涛 杨剑 二等奖

44 15055064669-1 茶卡盐湖 李阳阳、孙佳宁、席凯臣、葛冰艳 杨剑、常斯维、徐艺 二等奖

45 18326120726-1 六月春 丁倩尔、孙佳宁、王彦博、江新莹 杨剑、常思维、王承 二等奖

46 15588533368-2 永恒 高雅彤、张仁豪、杨克雨 杨剑、孙娜蒙、张国芳 二等奖

47 15588533368-3 舞扇之韵 高雅彤、鲁爽、李肖 杨剑、孙娜蒙、张国芳 二等奖

48 18356745543-1 飞鸟 姜荣荣、杨克雨、许丽玲 徐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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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18550752009-1 《雪花》 宋靓 徐艺 二等奖

50 18833573818-2 《恬静几何》 李尹、李景明、沈文君 徐艺 二等奖

51 18365165556-1 《窗花印象》 何韬 于雪 二等奖

52 15855791376-1 《祥瑞通宝》 杨永环 于雪 二等奖

53 13956370082-1 《“药”旋》 张瑞妹 于雪 二等奖

54 18255277279-2 百集香 张雪妮、郭凤懿、韩玲玲 蒋洲 赵昕 二等奖

55 18110725202-1 《海风》 夏孝华、秦亦龙、刘家宏、韩晨强 张亚军 二等奖

56 15856814257-3 浮光越银 韩晨强、王铭、徐业伟、徐俊威、秦亦龙 冷锦章 二等奖

57 18455225912-2 锡箔 陈良树、曾凤英、李嘉露、项媛媛 孙娜蒙、贺优 二等奖

58 13155653395-1 《窗》 高雨玲、刘骐瑞 孙娜蒙 二等奖

59 13155653395-3 《云浪》 高雨玲、刘骐瑞 孙娜蒙 二等奖

60 19855897628-5 《扇》 胡可心、周娟、韩冰冰 孙娜蒙 二等奖

61 15255368712-1 蜿蜒墨缠 任效民、张仁豪、聂方敏、马延奇 孙娜蒙 二等奖

62 15255368712-2 气吞江海 任效民、张仁豪、李肖、李萌萌 孙娜蒙 二等奖

63 13674654724-1 《羽扇》 孙婷婷 许心宏 二等奖

64 15212809435-1 蒲葵 王德勤 丁杰 二等奖

65 18336496063-2 秋意 郭瑞 魏国彬 二等奖

66 18339866881-1 静谧 刘彤彤 许心宏 二等奖

67 13349175739-1 《淡妆》 石佳怡、蒋洲、王馨苒 钟丽华 二等奖

68 18055709205-1 云“中”格 季云,张恒,张杨,张雪玲,周亚 齐欣 二等奖

69 15212146346-5 绿意飘摇 刘盈希、栗温馨、陈梦雅 齐欣 二等奖

70 16655220294-3 伊蓝蒂风情 江婵、刘琳、董璇 齐欣 二等奖

71 17756036437-2 《云煎》 周娟、杨良州、胡可心、李明会 张国芳 二等奖

72 15956757637-3 缠绕 李肖、马延奇、孙飞、毛宇佳 张国芳 二等奖

73 17740863107-1 自然之彩 黄益新、温悦、王彦博 齐欣 二等奖

74 17756036437-3 《缭绕》 周娟,胡可心,杨良州,韩婕妤 张国芳 二等奖

75 15617497639-1 法翠 王馨苒、陆洁颖、夏梦雨 贺优、罗连杰 三等奖

76 15617497639-4 松烟 王馨苒、刘家宏、夏梦雨 贺优、丁杰 三等奖

77 15655056464-1 初上祥云 周娜 贺优 三等奖

78 15655056464-4 又见花军 周娜 贺优 三等奖

79 18110725202-3 《写意》 夏孝华、秦亦龙、刘家宏、韩晨强 张亚军 三等奖

80 19856261009-1 孩童的认知世界 肖贵兰、李萌萌、但宏蕾、陈晓 贺优 三等奖

81 15053373936-1 铜画 吕金泽、武怡凡、李希文、夏梦雨、陶子杰 贺优 三等奖

82 15357873303-3 竹报平安 李明会、王铭、姬梦雨、黄诚 贺优 三等奖

83 18236896733-4 游弋 栗温馨、刘盈希、王舒雅 罗连杰 三等奖

84 18236896733-5 莨苕之美 栗温馨、裴彩云、刘旭萍 罗连杰 三等奖

85 19810757751-1 迦逅雅涧 陆洁颖、王馨苒、姚婉婷 罗连杰 三等奖

86 13952309713-3 浮生 王盼、钟徽鸿、施未 罗连杰 三等奖

87 18864879886-2 扇浪 马延奇、李肖、刘亦周、李广雯 罗连杰 三等奖

88 15239378537-2 林间蝶舞 刘琳、江婵、姜荣荣 罗连杰 三等奖

89 18656923637-5 方孔钱 王铭、李明会、姬梦雨、黄诚 罗连杰 三等奖

90 15655810321-4 乘风破浪 赵一舜、车梦晴、李海涛、姬梦雨、徐俊威 罗连杰 三等奖

91 15955587817-5 待放 李海涛、王浩、戴世龙、刘亦周 罗连杰 三等奖

92 13956651603-2 木棉 裴彩云、王彦博、温悦 罗连杰 三等奖

93 15105496700-2 沁橙时光 缪馨仪、洪明珠、孙雨彤 罗连杰 三等奖

94 17356744020-1 年轮 冯茹、侯娜、王书情 刘爽 三等奖

95 18755202767-2 靛云纹 王书情、冯茹、侯娜 刘爽 三等奖

96 15855200740-2 杏手沾莲 杨利、程娟、朱梦玲、李泽宇 刘爽 三等奖

97 15956403045-1 花语 陈海东、刘家宏、戴吉龙、蒋洲 石川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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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5098442983-1 赤橙蓝 荣悦悦、张程施、陈韵如 石川 三等奖

99 18860453084-2 剪印 刘燕、赵伟志 丁幸 三等奖

100 13482993195-1 《年年有鱼》 佟彦儒 丁幸 三等奖

101 19965084691-2 《青瓷剪映》 温紫妍、程华丽、张梦茹、吴乔晖 丁幸 三等奖

102 19965084691-3 《寻几何》 温紫妍,吴乔晖,张梦茹,程华丽 丁幸 三等奖

103 19856263970-2 《徽韵》 卞跃银、丁明晨、孔小艳 刘丹 三等奖

104 19855190859-2 心电 张俊瑶、王冠文 刘丹 三等奖

105 13956589187-2 吉祥 徐得政 刘群 三等奖

106 18353962606-2 简减佳 孙阳 刘群 三等奖

107 13024077306-1 《竹》 徐鹏 齐振伦 三等奖

108 13024077306-3 《曲/方》 徐鹏 齐振伦 三等奖

109 18745269531-2 《条条框框》 杨雨霏、高春、刘燕、佟彦儒 齐振伦 三等奖

110 18855425143-2 售卖浪漫 张倩、杨雪敏 齐振伦 三等奖

111 13033160032-1 “寿”语 李希文、王馨苒、夏梦雨 杨剑、孙娜蒙 三等奖

112 15055064669-3 初夏 李阳阳、王晶晶、席凯臣、葛冰艳 杨剑、常斯维、徐艺 三等奖

113 15212331905-1 艺镜 高春、杨雨霏 罗连杰 三等奖

114 18326834037-2 “伞” 孙飞、李肖、冯昊 杨剑、贺优 三等奖

115 18160827366-2 返古 姚婉婷,陆洁颖,江雯,沈蓉蓉 徐艺 三等奖

116 17334557832-3 爱莲说 侯琦腾、孙明杰 杨剑 三等奖

117 13135559583-3 白牦 夏梦雨、李希文 杨剑、孙娜蒙 三等奖

118 13865218115-2 太阳神鸟 李海涛 孙娜蒙、杨剑 三等奖

119 17356366078-2 花语 项媛媛、孔小艳、陈良树 吴衍发 三等奖

120 17356366078-3 祥瑞 项媛媛、孔小艳、张滨 吴衍发 三等奖

121 19856255385-3 线的律动 李萌萌、肖贵兰、张雨、任效民 吴衍发 三等奖

122 19856255385-4 春日乐园 李萌萌、肖贵兰、张雨、任效民 吴衍发 三等奖

123 17754811043-1 脉络 马俊杰、唐萌遥、张溢宸 吴衍发、石川 三等奖

124 17754811043-2 点、线、面 马俊杰、唐萌遥、张溢宸 吴衍发、石川 三等奖

125 18725546517-2 舞艺 姚悦、蒋振、李琪、钱鑫 许心宏 三等奖

126 18712623925-1 几何风采 张若楠 殷睿 三等奖

127 15212101798-2 敦煌风韵 杨雪敏、黄晓萌、张倩 殷睿 三等奖

128 15212101798-3 敦煌风韵 杨雪敏、黄晓萌、张倩 殷睿 三等奖

129 15755251586-2 草木清新 吴梦琦,肖仁智,陈伟龙,董思彤,郝艺琦 殷睿 三等奖

130 13515616633-1 《双喜》 桂琳、陈子梅 殷睿 三等奖

131 13515616633-2 《苗》 桂琳、陈子梅 殷睿 三等奖

132 15555011629-2 福至心灵 陈子梅、桂琳 殷睿 三等奖

133 18356745543-2 枇杷 姜荣荣、李琪、王亚男 徐艺 三等奖

134 18356745543-3 线条 姜荣荣、刘琳、江婵 徐艺 三等奖

135 15609642257-2 足迹 安家婷 徐艺 三等奖

136 15556890901-1 市花“月季” 李景明、陈海东、李尹 徐艺、杨剑 三等奖

137 15556890901-3 枫林尽染 李景明、戴吉龙、周洪涛 徐艺 三等奖

138 17681280160-4 乘风破浪 卞士询、李建、马俊杰 徐艺 三等奖

139 18936828686-3 对影 翟瀚文,殷齐寓,刘天然 徐艺、石川 三等奖

140 18756973928-1 徽碧浮华 王舒雅、栗温馨、刘盈希 许丹桂 三等奖

141 18255809008-1 “鱼”快 刘晶晶 许丹桂 三等奖

142 18365165556-4 《伞》 何韬 于雪 三等奖

143 18225949178-1 水中花海 文佳敏、汤昆 于雪 三等奖

144 18225949178-2 wan花叠 文佳敏、汤昆 于雪 三等奖

145 18305675181-1 逝去的金色 侯娜、冯茹、王书情 于雪 三等奖

146 18256104550-3 浪花 李泽宇、安家婷、杨利 于雪 三等奖

147 18326925780-2 流光溢彩 谢晓茹 杨蕾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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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13805531406-3 王尔德与玫瑰 郭凤懿、张雪妮 韩玲玲 蒋洲 赵昕 三等奖

149 19810757002-3 鱼“尾” 韩玲玲、郭凤懿、张雪妮、蒋洲 赵昕 三等奖

150 18255277279-1 迂回 张雪妮、郭凤懿、韩玲玲 蒋洲 赵昕 三等奖

151 15605680651-2 《绿叶》 张阿慧 赵昕 三等奖

152 15956795646-1 《方圆里》 李娜、位雪晨 孙丽 三等奖

153 15956795646-2 瓶.静 李娜、位雪晨 孙丽 三等奖

154 18297378971-2 杏绿 位雪晨、李娜 孙丽 三等奖

155 18063033245-2 孔雀东南飞 杨克雨、姜荣荣、江婵 孙丽 三等奖

156 13085094249-2 白桦的春夏秋冬 姚传禄、任效民、石紫惠、刘盈希、张滨 孙丽 三等奖

157 18855174546-2 墨迹 陈若冰 孙娜蒙 三等奖

158 19855897628-1 《简雅》 胡可心、韩冰冰、周娟、李明会 孙娜蒙 三等奖

159 19855897628-2 《耐冬》 胡可心、周娟、韩冰冰、韩婕妤 孙娜蒙 三等奖

160 17755670880-2 敦煌-藻井 孔小艳、卞跃银、丁明晨 孙娜蒙 三等奖

161 17755670880-3 敦煌-融 孔小艳、项媛媛、卞跃银 孙娜蒙 三等奖

162 19944512317-1 香如意茉 汪婷 常春梅 三等奖

163 17356201169-1 宝瑞祥 程华丽,温紫妍,吴乔晖,张梦茹 无 三等奖

164 17681377199-3 徽腔皖韵 董璇、江婵、吴姝俊 无 三等奖

165 18955718625-3 兰韵 刘文轩、杨冰雪 无 三等奖

166 13674654724-2 《竹墨》 孙婷婷 无 三等奖

167 13865625183-2 慵懒 吴洁文 无 三等奖

168 18350495634-1 宇宙 吴姝俊、刘琳、江婵 无 三等奖

169 18655177242-1 《新生》 赵峥,叶晓晗,曹梦琳,刘洁 余雪莲 三等奖

170 15945025701-1 海浪 王婷 无 三等奖

171 18339866881-2 几何之美 刘彤彤 无 三等奖

172 13003021172-2 深海蓝鲸 陈翔、高正东 于雪 三等奖

评审专家签字：

评审监督专员签字：

主办单位：安徽淮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安徽省第八届工业设计大赛科普曼杯专项赛校内选拔赛组委会

时间：2021.10.14



安徽省第八届工业设计大赛“科普曼杯”装饰贴膜创意设计专项赛
“校内公开选拔赛”获奖作品公示名单

装饰贴膜专业设计组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设计人员 指导老师 获得奖项

1 18895681716-4 趣味方圆 汪畅 张国芳 一等奖

2 15249818599-4 珠城 王玲玲、张羽杰、程智超 刘爽、孙丽 一等奖

3 18895698596-2 格调线条 张羽杰、王玲玲 孙丽 一等奖

4 18256227212-3 《潋滟》 王晨 黄晓蔓、孙丽、刘丹 一等奖

5 18895698596-3 Moonlight 张羽杰 孙丽 二等奖

6 13906351621-1 古风算珠扇 王辰、陈乐 于雪、孙丽 二等奖

7 18256227212-2 《花前酒》 王晨 黄晓蔓、孙丽、刘丹 二等奖

8 15249818599-1 记忆蚌埠 王玲玲、张羽杰 刘爽 二等奖

9 18895681716-1 杞鹿梦 汪畅 孙娜蒙 二等奖

10 18155287025-4 锦绣 程智超、王玲玲 刘爽 二等奖

11 19810757002-1 “工” 韩玲玲、郭凤懿、张雪妮、蒋洲 赵昕 二等奖

12 13093660969-1 儿时童趣 沈新、徐玉洁 丁杰 二等奖

13 15022179399-1 吉祥虎 崔杨柳 吴衍发 三等奖

14 18155287025-3 海洋气泡 程智超、王玲玲 刘爽 孙丽 三等奖

15 15249818599-2 南北分界 王玲玲、张羽杰 刘爽、孙丽 三等奖

16 15249818599-3 那些花 王玲玲、张羽杰 刘爽、孙丽 三等奖

17 18895637611-1 五彩斑斓 阡陌相连 徐玉洁、沈新 丁杰 三等奖

18 18895681716-3 蓝色理想 汪畅 孙娜蒙 三等奖

19 18256227212-1 似锦 王晨 黄晓蔓,刘丹,孙丽 三等奖

20 18355820625-1 星际旅行 赵思涵 杨德忠 三等奖

21 18895698596-4 V&G 张羽杰 孙丽 三等奖

22 13361071001-3 泗州戏创新设计 陈乐、王辰 杨蕾,于雪,孙丽 三等奖

23 15255379917-1 牛意 徐萍 谭陶、孙丽 三等奖

24 15212643146-2 壁绘【国之新风】 李琪 许丹桂 三等奖

25 18355820625-2 国风祥云 赵思涵 杨德忠 三等奖

评审专家签字：

评审监督专员签字：

主办单位：安徽淮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安徽省第八届工业设计大赛科普曼杯专项赛校内选拔赛组委会

时间：2021.10.14



安徽省第八届工业设计大赛“科普曼杯”装饰贴膜创意设计专项赛
“校内公开选拔赛”获奖作品公示名单

创新创业组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设计人员 指导老师 获得奖项

1 13695514584-1 膜法影院
张美娜,李芙蓉,黄克婷,李文静,

张余莎,郭璁
常春梅 一等奖

2 19856261009-1
竹具匠心——竹制产品设计与定

制服务平台
肖贵兰、孙子怡、蒋洲、姚传禄 杨剑 一等奖

3 15395479057-1
国朝崛起之科普曼主题酒店贴膜

营销活动
贾聪聪、孙雅婷、陈丹丹、黄丹

丹、王飞燕
常春梅 一等奖

4 18895637611-1
基于设计心理学视角的梯田装饰
贴膜创新设 计研究——以元阳梯

田为例
徐玉洁、沈新 丁杰 二等奖

5 18895698596-1
《从格式塔中解读室内装饰图案
设计 ——以中晚唐时期的敦煌边

饰图案为例》
张羽杰 孙丽 二等奖

6 18660835899-1
白米互联网定制贴膜玩具平台商

业计划书
夏双艺 孙娜蒙、杨剑 二等奖

7 15256037815-1 膜法饰佳
吴丽、丁可、石星、高雅轩、钱

媛媛
常春梅 二等奖

8 18298147552-1
冲出黑白世界，打造“膜”性时

代
韩玲玲,于雅婷,范颖雪,陆阳倩,

张阿慧
常春梅 二等奖

9 19813532926-1
文娱校园—新一代高校文娱综合

体
丁明晨,时国庆,关雯心,吕金泽,

卞士询
孙娜蒙 二等奖

10 17681280160-1
楚文化与装饰贴膜在轨道交通上

的应用
卞士询 杨剑、孙娜蒙 二等奖

11 18577797318-1 个性酒店，贴出美好
卢俞文,江冰冰,陈诺,张雨竹,常

文娴
常春梅 二等奖

12 18355820625—1
中国风装饰贴膜在当代室内设计

中的应用
赵思涵 杨德忠、贺优 三等奖

13 18895681716-1
基于淮河柳编的装饰贴膜纹样创

新研究
汪畅 孙娜蒙、孙丽 三等奖

14 13906351621-1
大禹文化下室内装饰纹样的创新

研究
王辰、陈乐 于雪、孙丽 三等奖

15 17855656122-1
宜“室”平安——科普简单的幸

福
朱欣悦、温思雅、夏良虹、叶晓

萌、张悦
常春梅 三等奖

16 13956300524-1 餐厅“膜”范，一店一世界 
岳野、何小玲、王端、马爱华、

薛一凡
常春梅 三等奖

17 15349828987-1
《装潢令》——科普曼原创装饰

贴膜营销策划案
郑文慧 常春梅 三等奖

18 13956589187-1 宜“饰”宜家，家装新策划
徐得政,蔡红伟,杨华,杨永环,吴

玥,俞绮文 
常春梅 三等奖

19 13515616633-1 《有膜有样》 桂琳、张雪妮、陈子梅、张若楠 殷睿 三等奖

20 13361071001-1 现代平面设计中色彩心理学的应
用

陈乐 杨蕾,于雪,孙丽 三等奖

21 13093660969-1
年龄层、性别与装饰贴膜图案种
类偏好关系的研 究-基于设计心

理学视角
沈新、徐玉洁 丁杰 三等奖

22 15956403045-1 汽车玻璃贴膜工艺的研究 陈海东、杨凯 杨剑 三等奖



评审专家签字：

评审监督专员签字：

主办单位：安徽淮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安徽省第八届工业设计大赛科普曼杯专项赛校内选拔赛组委会

时间：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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