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组别 赛区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QQ群号
1 本科组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 贺怀宇 姚张扬 348212413
2 本科组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 李昂 庄梓博 张芃汇 348212413
3 本科组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 王丹阳 王鹏宇 徐宁宁 458356054
4 本科组 北京 北京化工大学 张泽良 吴洋 杨浩杰 464545329
5 本科组 广东 东莞理工学院 靳东贤 许晓航 欧贤培 302469694
6 本科组 广东 南方科技大学 丁辰辰 王云天 罗君益 459263506
7 本科组 广东 五邑大学 邓俊达 梁伟林 余品良 458505858
8 本科组 广西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秦兴琳 周家毓 吕小晗 458356054
9 本科组 广西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肖凯 唐海 李帅强 459263506
10 本科组 河北 河北科技大学 凌星乐 胡志豪 却周星 458505858
11 本科组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包浚炀 胡茜婕 周清越 444204246
12 本科组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马诗旸 张家华 王霖 458505858
13 本科组 湖北 武汉大学 孙基玮 张瑞君 朱许波 464545329
14 本科组 湖北 武汉理工大学 陈宇 黄子建 张延 458505858
15 本科组 湖南 湖南工程学院 孔易成 刘海俊 蒋轩航 348212413
16 本科组 湖南 湖南工程学院 吴刚强 姚术 匡曦 458356054
17 本科组 湖南 湖南工程学院 向冠名 杨钢 阳海峰 348212413
18 本科组 湖南 湖南工程学院 钟紫晴 刘振宇 王冠南 464545329
19 本科组 湖南 湖南工学院 陈汝佳 邓媛 麻雨茂 348212413
20 本科组 湖南 湖南科技学院 颜鹏 刘喜龙 彭海峰 458505858
21 本科组 湖南 湖南农业大学 王  硕 刘祖荣 李家琪 302073529
22 本科组 湖南 湖南文理学院 王继强 陈思汗 周荣强 302073529
23 本科组 湖南 南华大学 董新林 唐念 肖轩宇 348212413
24 本科组 湖南 南华大学 王浩 袁克凯 韩奈泽 444204246
25 本科组 江苏 江苏大学 林昕 陈芸 张子悦 348212413
26 本科组 江苏 江苏大学 汤程烨 许瀚文 吴志强 444204246
27 本科组 江苏 南京理工大学 李昌平 朱昊 雷智威 444204246
28 本科组 江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卢奕 卢缘钦 蒋铭 302469694
29 本科组 江苏 南京邮电大学 陈海峰 赵浩 龚一帆 458356054
30 本科组 江苏 南京邮电大学 唐承乾 梁炜 梁博文 458356054
31 本科组 江苏 南京邮电大学 虞尧 丁家润 孙浩宇 464545329
32 本科组 江苏 苏州大学 刘东滟 王鹏 金轩 302469694
33 本科组 江苏 扬州大学 汤浩楠 陈科洋 范博文 464545329
34 本科组 江西 江西理工大学 蔡恒方 石亚寒 程瑾 464545329
35 本科组 江西 南昌大学 聂浩楠 张箭洋 田尚青 458505858
36 本科组 辽宁 大连海事大学 吕凯 刘明哲 洪孝 458505858
37 本科组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 苏子梁 宗承澳 陈瑞 302469694
38 本科组 辽宁 东北大学 王智伟 徐彰 卢晓曼 302469694
39 本科组 辽宁 辽宁科技大学 刘智博 窦威 林佳智 464545329
40 本科组 山东 青岛科技大学 范家兴  耿延杰  李晨溱 458356054
41 本科组 山东 山东大学 丁宏伟 袁陈昕炜 冯靖雷 458505858
42 本科组 山东 山东大学 杨智豪 杨智 晏景衡 464545329
43 本科组 山东 山东大学（威海） 钱龙玥 邢语轩 王君豪 348212413
44 本科组 山东 山东大学（威海） 张所航 王思阳 魏居龙 464545329
45 本科组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刘利锋 宋晨曦 吴泽坤 459263506
46 本科组 山西 中北大学 徐正立 刘子晨 孟大清 458505858
47 本科组 陕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宠 郑杰文 许江 458356054

48 本科组 上海 上海大学 蒋玮 龚乐为 陈彦昊 302073529

49 本科组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冯家豪 段以恒 陈梓欣 459263506

50 本科组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郑斐然 朱昱康 施家荣 302469694

51 本科组 四川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谢梓杰 叶莲涟 尹迎吉 459263506
52 本科组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陈奕燃 王永冰 郭嘉雄 459263506



53 本科组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何德昊 徐硕 武鹏 348212413
54 本科组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金正野 孟祥翱 张雨恒 458356054
55 本科组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林璟贤 岳涛 贺骞 348212413
56 本科组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林煜智 吴政 石浩昌 464545329
57 本科组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彭瀚雳 刘京 李昱潜 302469694
58 本科组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武远卓 张煊昊 宫新策 444204246
59 本科组 四川 乐山师范学院 廖聪 钟磊 刘仁平 464545329
60 本科组 四川 西南交通大学 张恒鹏 陈瑀 刘文杰 444204246
61 本科组 四川 西南石油大学 彭友鑫 张星 周于博 464545329
62 本科组 天津 南开大学 范嗣涛 郑欣怡 李欣怡 458356054
63 本科组 云南 昆明理工大学 段鉴哲 华春月 陈佳宏 459263506
64 本科组 浙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丁庆辰 汤嘉航 林瀚伟 302469694
65 本科组 浙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胡小龙 余昊澄 邱浩 459263506
66 本科组 浙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陆泽源 钟思平 郭旬涛 459263506
67 本科组 浙江 绍兴文理学院 李然 彭泽稳 张怀政 458356054
68 本科组 浙江 温州大学 杨洋 陈皓栋 黄安东 459263506
69 本科组 浙江 浙江工业大学 施淑娟 阮浩宇 徐思雨 444204246
70 本科组 浙江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陈舟恺 田硕 何奕炫 302469694
71 本科组 浙江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唐海洋 干于洲 孙佳锋 302469694
72 本科组 浙江 中国计量大学 王威 杨杰 毛元赓 348212413
73 高职高专组 河北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崔奥 刘善龙 赵勇 453062709
74 高职高专组 河南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杜金龙 孙宇飞 户明华 453062709
75 高职高专组 河南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陈树 侯孝然 韩永博 453062709
76 高职高专组 河南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邓添予 高天源 张振豪 444204246
77 高职高专组 河南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邓晓亮 张晓洋 干云鹏 444204246
78 高职高专组 河南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张贺威 张乐 张锐锋 444204246
79 高职高专组 湖北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田津闻 曹美琪 李玲 453062709
80 高职高专组 湖南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段鸿超 赵晓林 廖广 444204246
81 高职高专组 湖南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罗颖 雷世民 周志华 453062709
82 高职高专组 湖南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文新宇 吴永强 罗润莲 302073529
83 高职高专组 江苏 南通职业大学 沈阳 朱中原 吴治昊 453062709
84 高职高专组 陕西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苏志鹏 陈梓航 田凯凯 302073529
85 高职高专组 云南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涛 胡向标 杨志 453062709
86 高职高专组 浙江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茅俊智 郑敏 敖飞翔 453062709
87 高职高专组 浙江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谢宇波 孙琛皓 俞钧阳 444204246
88 高职高专组 浙江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鑫 刘耀星 张江和 302073529
89 高职高专组 浙江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林俊辉 何秋君 沈峻平 453062709
90 高职高专组 重庆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龚顺盈 蒋俊豪 田富帅 453062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