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十一届MathorCup高校数学建模挑战赛获奖名单公示

研究生组

论文编号 学校名称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奖项

2101005002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江顺 叶泽林 丁龙江 一等奖
21010080002 北京理工大学 余佳桐 单淋 黄志超 一等奖
21010080003 北京理工大学 贾耀松 朱翊铭 田慧奇 一等奖
21010080023 北京理工大学 汪进文 孟之栋 张文喆 一等奖
21010080036 北京理工大学 郭由添 吴羽伦 许明军 一等奖
21010080038 北京理工大学 夏志强 董洁超 邓云山 一等奖
21010080047 北京理工大学 张亚凯 刘健 严梓庚 一等奖
21010080056 北京理工大学 王宇 张永炎 卢建睿 一等奖
21010080088 北京理工大学 吴近贤 任俊文 王粲 一等奖
21030020020 燕山大学 魏思雨 赵炳文 王运韬 一等奖
21060030015 东北大学 刘和鑫 赵泽慧 张一夫 一等奖
21060090005 大连民族大学 李雪微 任梦遥 管相玉 一等奖
21060090014 大连民族大学 王莎 王浩铭 蒋心雄 一等奖
21060160003 沈阳大学 林琳 吕双珊 吴万强 一等奖
21060180060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郭靖 贾志伟 马乐 一等奖
210603100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张梦瑶 马世林 一等奖
2106031005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蔡俊迎 赵星 刘盈月 一等奖
21060310055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张一鸣 李红艳 王增伟 一等奖
21070050001 长春工业大学 张淼 郭伟 杜让 一等奖
21090090032 上海海事大学 秦磊磊 杨培蓓 李和瑾 一等奖
21090130006 上海师范大学 付洪涛 魏鹏飞 崔伟坚 一等奖
21090130007 上海师范大学 吴一凡 陈琪豪 何嘉伟 一等奖
21090130009 上海师范大学 唐晓龙 焦星瑞 徐嘉玥 一等奖
21090370006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曹世杰 陈尚辉 许珺怡 一等奖
21100020001 东南大学 展云飞 徐嗣轩 贺洋 一等奖
2110051001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灏 徐满 周锦伦 一等奖
21100590001 南京师范大学 林定毅 姜雪光 葛浩锐 一等奖
21110080001 浙江财经大学 武祺然 王念鸽 孙金金 一等奖
21140110013 江西理工大学 李文 刘汉昌 产蔼宁 一等奖
21150030028 山东科技大学 韦孝东 聂国庆 李洁 一等奖
21150030158 山东科技大学 杨梦莹 一等奖
21150030200 山东科技大学 吕文浩 刘金铭 张振宇 一等奖
21150030232 山东科技大学 闫循正 于伟才 徐显 一等奖
2115021002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张晧 韩奕 黄峥 一等奖
2115021003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潇 秦朝旭 梁怡普 一等奖
2115021004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赵淑星 蒋建明 冯林霞 一等奖
21170040075 武汉科技大学 马良 付炜然 刘洪成 一等奖
21170040076 武汉科技大学 余鑫怡 魏茳越 苏青青 一等奖
2117013002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殷鹏 马伟强 贾思亮 一等奖
21180020058 中南大学 赵云阁 赵正润 汤俊峰 一等奖
21180030043 湖南大学 杨丽平 潘相呈 那一鸣 一等奖
21190010031 中山大学 张屹莉 李伽泽 李铿鹏 一等奖
21220020007 重庆邮电大学 卞霞 夏杭 周平 一等奖
21220020013 重庆邮电大学 田浩 赵小翔 樊俊宏 一等奖
21220020081 重庆邮电大学 孟金 向妤婷 曹腾飞 一等奖
21220020093 重庆邮电大学 杨敬明 谭鑫 邓浩 一等奖
21220020099 重庆邮电大学 程正星 杨铧 谭令 一等奖
21220020133 重庆邮电大学 王开禹 何双双 金曼莉 一等奖
21230040013 西南交通大学 申鑫 唐榕婧 宋晨健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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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0040062 西南交通大学 冯杰 李双宇 贺佩华 一等奖
21230040163 西南交通大学 王子依 凌腾肖 李致远 一等奖
21230040169 西南交通大学 李搏志 左彤 张帆 一等奖
21230200028 西华师范大学 蒲晶 彭瑶瑶 贺娇 一等奖
21240010014 贵州大学 刘沛力 宋强 张冲 一等奖
2127003000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安长青 周一航 纪同奎 一等奖
2127003001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侯冰茹 屈章浩 谯懿宸 一等奖
2127003001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鹏辉 李亚男 邓科龙 一等奖
21300010022 宁夏大学 冯骥 王菲 马伟林 一等奖
21300010060 宁夏大学 宋佳星 杨健 姜汉周 一等奖
210100400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王放 陶绍君 祝雨晨 二等奖
21010040012 中国科学院大学 黄靖宇 李晓彤 李文超 二等奖
21010080009 北京理工大学 马子玄 陈思园 封志奇 二等奖
21010080010 北京理工大学 刘士涵 李本帆 晏玮 二等奖
21010080014 北京理工大学 成子君 周大健 谢璐蕖 二等奖
21010080017 北京理工大学 曹志强 马伟杰 汪贲翔 二等奖
21010080022 北京理工大学 王淼 熊楚依 陆胜钰 二等奖
21010080027 北京理工大学 冯善浩 李双汐 郭建 二等奖
21010080061 北京理工大学 yy 王佳惠 肖凡 二等奖
21010080073 北京理工大学 董昭财 宿广镇 曾恩 二等奖
21010080081 北京理工大学 吴子昊 李正帅 李维学 二等奖
21010080094 北京理工大学 周泰民 宗奥 张永杰 二等奖
21010080096 北京理工大学 徐豪 赵凯 曹群 二等奖
2101012000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谭露莎 郭秋菊 方璐 二等奖
2101012008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李政兵 邱睿 徐宁 二等奖
21010150011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马浩天 房珂 李昭辉 二等奖
21010160002 北京科技大学 张国湘 朱昌利 苗静 二等奖
21010230011 中央民族大学 孙艳楠 左蕾 张雅雅 二等奖
21010370011 北京物资学院 赵世玉 李艳群 白嘉宁 二等奖
21030020040 燕山大学 何文静 高杰 杜晓莉 二等奖
21030020054 燕山大学 张永祥 张義武 宋佳锐 二等奖
21030200002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王圣博 台建琦 吴晓明 二等奖
21030200009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洪海慧 节茂岩 程沐铮 二等奖
21050010002 内蒙古大学 张佳强 郭子孝 王宇虓 二等奖
21060050006 东北财经大学 曾莹 匙凯歌 高哲 二等奖
21060070057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赵怡慧 崔思甜 宋可心 二等奖
21060070071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皇福光 赵辑淼 侯少静 二等奖
21060070072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吴昊 田壮 何春雪 二等奖
21060160009 沈阳大学 王思文 宋馥辰 二等奖
21060180097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薛静 吕丹阳 骆思雯 二等奖
21060190003 沈阳建筑大学 王海培 孙冰 闫宇鑫 二等奖
21060190005 沈阳建筑大学 茹月 姜长川 二等奖
2106031004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李佳艺 谷越 贝琳琳 二等奖
2106031005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高金鑫 荣雪娇 吴涛 二等奖
2106031006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任生 李广友 许兆楠 二等奖
2106031009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于浩洋 李魁 佟威剑 二等奖
21070030003 延边大学 牛加岩 玄东平 孟嘉乐 二等奖
21070070007 东北电力大学 刘丰瑞 闫明臣 任洺瑶 二等奖
21070110013 长春大学 刘双超 杨赟 姚萌菲 二等奖
21070110014 长春大学 徐苑 罗聪 陈鹏龙 二等奖
21080030011 东北林业大学 赵号 宋靖 冯超毅 二等奖
21080030027 东北林业大学 王凯 凌嘉欣 于玺 二等奖
21080030029 东北林业大学 郭鉴增 丁星尘 张志文 二等奖
21080100003 哈尔滨理工大学 许东岳 张宇彤 李书田 二等奖

第 2 页，共 22 页



21080100021 哈尔滨理工大学 孙辉 张业锴 那海鹏 二等奖
21080100027 哈尔滨理工大学 刘耀 侯尚振 许昊雁 二等奖
21090080018 上海理工大学 武俊珂 肖晨 王菁祺 二等奖
21090080035 上海理工大学 欧阳 唐灵慧 谢宁静 二等奖
21090090020 上海海事大学 杨顺心 郑小倩 肖智豪 二等奖
21090090037 上海海事大学 王蕾 马宁丽 二等奖
21090090041 上海海事大学 王新杰 张琳梓 张旺 二等奖
21090090056 上海海事大学 李由之 陈春 陆玲玲 二等奖
21090110022 上海电力大学 卢官宇 金鑫 曹磊 二等奖
21090130011 上海师范大学 孙海情 陈超民 杨诣成 二等奖
2109015000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蒋珍存 韩文超 汪凌阳 二等奖
2109037000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陈宁 孙毅 钱珂佳 二等奖
21100040001 河海大学 林蕙姗 李文静 李钰 二等奖
21100040003 河海大学 何意 宋国涛 夏晴 二等奖
21100040006 河海大学 方静 周洋诗琦 王肖鑫 二等奖
21100080033 中国矿业大学 张会 高妍 李枫柳 二等奖
21100080059 中国矿业大学 黄兆 高祺 郑剑峰 二等奖
21100130007 南京邮电大学 周志辉 朱金秋 祖正龙 二等奖
21100240002 江苏海洋大学 何爽 唐海童 俞钦 二等奖
21100330003 江苏科技大学 门丽娟 刘健强 于思洋 二等奖
21100490001 南京工业大学 杨天麟 罗盼 张志浩 二等奖
21100550015 南京理工大学 谢豪 郁华 张思凡 二等奖
21100590007 南京师范大学 金振 王家镇 白晨光 二等奖
21100850002 盐城工学院 刘俊伟 徐杨 田亚西 二等奖
21110010006 浙江大学 陈源奕 王仁顺 朱毛 二等奖
2111003001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汤翔辉 李创 吕秀丽 二等奖
21110090006 浙江工商大学 徐过 陈政 宣靖雯 二等奖
21120070001 安徽财经大学 李英齐 张雨 王杰 二等奖

21120440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
学院

张永恒 蒲梦瑶 李洋 二等奖

21130010014 厦门大学 曾临渊 蒋德虎 吴昊 二等奖
21130020002 集美大学 郝昕宇 陈秋媛 陈明宏 二等奖
21130020006 集美大学 张珊莉 王雯昕 李晓琳 二等奖
21130020020 集美大学 曹利平 程素静 戚唐尧 二等奖
21130020024 集美大学 胡小兰 张丽凤 李丹阳 二等奖
21130020032 集美大学 张瑞敏 师婉影 殷珊珊 二等奖
21130160022 福建农林大学 代栾媛 陈林鑫 马锦山 二等奖
21140010146 南昌大学 徐江 柯海涛 二等奖
21140090015 华东交通大学 胡赟 龙亲婵 袁小祥 二等奖
21140110002 江西理工大学 郝书灏 余成 黄金若 二等奖
21140110016 江西理工大学 周成杰 陈鑫宇 罗开臣 二等奖
21140160008 南昌航空大学 沈梓良 夏震 刘聘凭 二等奖
21140240004 南昌工程学院 杨浩 季雨瑄 季一玮 二等奖
21150030066 山东科技大学 刘承艺 牛文进 张旭 二等奖
21150030070 山东科技大学 张荣霞 张吉祥 魏述亮 二等奖
21150030100 山东科技大学 吕金鸽 迟振宇 迟玉源 二等奖
21150030166 山东科技大学 苏铭玥 徐金风 许加璐 二等奖
21150030209 山东科技大学 宋清男 二等奖
21150030320 山东科技大学 袁彤 王雯雯 荆纬 二等奖
21150030366 山东科技大学 崔浩楠 张文豪 董粮林 二等奖
21150030368 山东科技大学 贾旭民 胡晓杰 李超 二等奖
21150030370 山东科技大学 苑娇娇 吴琪 侯佳辰 二等奖
21150030391 山东科技大学 刘祎萌 傅佳慧 林海英 二等奖
21150030394 山东科技大学 谢创森 汪地 陈亚楠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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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0030417 山东科技大学 郗彬 袁榕 王志昂 二等奖
21150030450 山东科技大学 马文轩 王善松 赵志华 二等奖
21150030456 山东科技大学 吴晓 李毅 二等奖
21150030462 山东科技大学 杜凤娟 马新瑞 聂乐杰 二等奖
21150030517 山东科技大学 李少波 王富强 二等奖
21150030537 山东科技大学 王艺超 陈颖 王彬旭 二等奖
21150030583 山东科技大学 罗玉秋 吕峰菲 王西云 二等奖
21150050077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刘云飞 杨荣帅 冯圆成 二等奖
21150130009 青岛科技大学 蒋泽芹 成凯 二等奖
2115021003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苏进智 秦志慧 赖宽胜 二等奖
2115021004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蔡林峰 任利川 施昱昊 二等奖
21160010054 郑州大学 李辉 刘超尹 韩述琦 二等奖
21170010047 武汉大学 朱贵琪 覃方华 田书圣 二等奖
21170010087 武汉大学 许饶琪 陈人杰 盛举 二等奖
21170040019 武汉科技大学 杨习杰 李文凯 李炜 二等奖
21170040032 武汉科技大学 沈鑫 赵泽宇 盛明辉 二等奖
21170040074 武汉科技大学 丁国荣 赵姣姣 汪婧雅 二等奖
21170040079 武汉科技大学 宋四化 史俊磊 廖新科 二等奖
21170040081 武汉科技大学 徐红阳 李军贤 许小迪 二等奖
21170040086 武汉科技大学 黄松 郑晓娇 蒋思宇 二等奖
21170040098 武汉科技大学 杨金荣 瞿文钰 周俊爽 二等奖
21170120044 武汉理工大学 李旻烜 王周阳 李汾萦 二等奖
21170120045 武汉理工大学 郑文远 王瑞峰 李国航 二等奖
21170120052 武汉理工大学 朱荣跃 韦良华 王瑞虎 二等奖
21170120053 武汉理工大学 张占西 张平 俞磊 二等奖
21180010016 国防科技大学 李建 韩贝贝 武与伦 二等奖
21180020052 中南大学 汪长松 石勇 汤艺 二等奖
21180030022 湖南大学 贺文斌 郎建志 类成龙 二等奖
21190030016 暨南大学 董宇童 郑炼明 李将永 二等奖
21190040006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李欣珏 谢婧怡 罗健 二等奖
21190100007 深圳大学 汤小鹏 吴雅芳 刘聪 二等奖
21200050003 广西科技大学 雷锦涛 郭崯翔 何沛 二等奖
21220010006 重庆大学 张文远 秦乙丹 魏晶晶 二等奖
21220020028 重庆邮电大学 江涛 胡陈毅 邱芳芳 二等奖
21220020029 重庆邮电大学 甘济章 刘红江 费林坤 二等奖
21220020034 重庆邮电大学 吴婷 麻世庆 段瑞吉 二等奖
21220020039 重庆邮电大学 赵鑫鑫 秦麒麟 安芋霖 二等奖
21220020042 重庆邮电大学 刘子琪 刘香渝 江巍 二等奖
21220020055 重庆邮电大学 卓汉都 邱攀 陈伊凡 二等奖
21220020075 重庆邮电大学 陈开源 程岳 刘洪 二等奖
21220020083 重庆邮电大学 孟祥胜 赵强 罗宸彬 二等奖
21220020103 重庆邮电大学 杨峤 杨才全 王世飞 二等奖
21220020107 重庆邮电大学 蒋菡 赵杨 杜忠文 二等奖
21220020139 重庆邮电大学 张朝曦 张黎敏 刘欢 二等奖
21220020174 重庆邮电大学 王国华 周椿棪 张芝峻 二等奖
21220020178 重庆邮电大学 何宇峰 任俊平 二等奖
21220020210 重庆邮电大学 杨小珑 李静洁 冯文婷 二等奖
21220020237 重庆邮电大学 黄豪 郭京龙 康真 二等奖
21220020266 重庆邮电大学 凌沁璇 王韫睿 方豪度 二等奖
21220040003 重庆理工大学 何鑫 赵红霞 肖斯斯 二等奖
21220040014 重庆理工大学 王潇棠 南浩宇 张洋 二等奖
21220120003 重庆科技学院 吕文琪 马骁 刘海杨 二等奖
21220140001 重庆三峡学院 相菲 王志丰 李杰 二等奖
21220140002 重庆三峡学院 高乐 冯丽源 陈鑫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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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0140003 重庆三峡学院 武娟 罗洋 齐丽媛 二等奖
21230030006 电子科技大学 赵豫 李虹伶 王泽洋 二等奖
21230030009 电子科技大学 后俊明 邓月 胡传浩 二等奖
21230040090 西南交通大学 陈蕊 陈国强 沙翠萍 二等奖
21230040094 西南交通大学 祁卓越 陈远华 王佳宇 二等奖
21230050014 成都理工大学 罗鑫 李立 刘文 二等奖
21230170003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王元济 刘一海 赵星森 二等奖
21230200016 西华师范大学 虞馥泽 罗浩嘉 郑捷 二等奖
21230240026 西南科技大学 邱达波 黄玥 王洁 二等奖
21240010015 贵州大学 曹韵 詹献文 黄秋红 二等奖
21240010016 贵州大学 谢舒帆 郭西 李昊 二等奖
21250020031 昆明理工大学 董淑婷 石斌琨 汪志俊成 二等奖
21260010015 西藏大学 周思忆 王佳瑶 何昌亮 二等奖
21270010010 西安交通大学 吴浩宇 郭欢祥 王增光 二等奖
21270020028 西北工业大学 杜万闪 王顺 肖玉善 二等奖
21270020031 西北工业大学 张景玮 段锋 张益铭 二等奖
21270060018 长安大学 史童童 李蒙恩 闫柯朴 二等奖
21270070004 西北大学 李昊育 杨欢 二等奖

21270380002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
程大学

王泽曦 宁志强 涂正 二等奖

21300010015 宁夏大学 柳萱 杨倩 陈荣达 二等奖
21300030001 北方民族大学 张宗宁 郭新霞 张文生 二等奖
21300030006 北方民族大学 李宝胜 冯可馨 韩宝乐 二等奖
21390100188 浙江工商大学 沈仲华 诸惠 史律铭 二等奖
21390100196 重庆邮电大学 谭鉴玲 包维鑫 唐懿 二等奖
21390100208 山东科技大学 赵业男 由洪悦 二等奖
21010040003 中国科学院大学 陈克正 雷雨 张峻巍 三等奖
21010040008 中国科学院大学 赫宇菲 段嘉奇 姜改新 三等奖
21010040009 中国科学院大学 曹云植 赵思佳 张文 三等奖
21010080004 北京理工大学 欧倪 张欣茹 韦昊然 三等奖
21010080005 北京理工大学 徐会升 司马胜 李江生 三等奖
21010080008 北京理工大学 曾林之 冯思源 钱义肇 三等奖
21010080013 北京理工大学 冉嫚婕 陈鹤文 李强 三等奖
21010080015 北京理工大学 吴耀辉 李维 王然江 三等奖
21010080016 北京理工大学 李玥婷 孙舒凡 董启辰 三等奖
21010080024 北京理工大学 朱佳琪 李凌汉 樊云峰 三等奖
21010080029 北京理工大学 张平 苗志豪 赵生武 三等奖
21010080030 北京理工大学 吕畅 杨贺 黄美伊 三等奖
21010080037 北京理工大学 马慧颖 王霜 胡静波 三等奖
21010080040 北京理工大学 徐钰宸 徐佩怡 胡勇 三等奖
21010080041 北京理工大学 周小婷 李智慧 李蓓 三等奖
21010080052 北京理工大学 倪嘉阳 倪文静 张子璇 三等奖
21010080053 北京理工大学 张婷 杨帅聪 刘室先 三等奖
21010080057 北京理工大学 付俊傑 吴玮 王杜炜 三等奖
21010080066 北京理工大学 陈忻 罗柏 汤锦 三等奖
21010080068 北京理工大学 杨登云 谭晶 左思琪 三等奖
21010080069 北京理工大学 王健 邢易 程智鹏 三等奖
21010080072 北京理工大学 王晓军 zehao yan 王天翊 三等奖
21010080074 北京理工大学 徐艺峰 李佳雲 周天泽 三等奖
21010080080 北京理工大学 王宇轩 周宇琴 柳凯 三等奖
21010080082 北京理工大学 兀泽朝 徐胜楠 姜晓轮 三等奖
21010080085 北京理工大学 程照虎 陈建强 朱湘杰 三等奖
21010080087 北京理工大学 李佩伦 冯泰然 田致远 三等奖
21010080090 北京理工大学 王嘉钰 李昶林 齐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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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0080092 北京理工大学 王帅 付珊珊 叶立斌 三等奖
21010080093 北京理工大学 张哲 梁琳 杨伊菲 三等奖
21010080100 北京理工大学 贺先祺 郭鑫 舒用杰 三等奖
21010080102 北京理工大学 朱韵秋 黄龙珠 李思敏 三等奖
2101012001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敖兰斌 三等奖
2101012009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金健 三等奖
21010180009 北京交通大学 陈晓静 王辉 李鑫鹏 三等奖
2101022001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张艺卉 崔茂生 三等奖
21010230009 中央民族大学 霍帅 石炀 庞丽娟 三等奖
21010370003 北京物资学院 王康 刘璐 焦荣欣 三等奖
21010370004 北京物资学院 刘嘉林 马骁乾 王越 三等奖
21010370013 北京物资学院 刘德田 海秋茹 高盛昌 三等奖
21010370014 北京物资学院 宋昱萱 张迁 许慧 三等奖
21010370017 北京物资学院 贺立燕 赵梅娟 潘路可 三等奖
21020020002 天津大学 王恬 朱凯欣 三等奖
21020070014 天津财经大学 田逢雨 郭嘉琪 樊雯莉 三等奖
21020100004 中国民航大学 王明睿 姚栋栋 胡宇婷 三等奖
21030020017 燕山大学 秦钲凯 廖颖 梁玉琳 三等奖
21030020031 燕山大学 赵军 曹茂霞 冯潇颖 三等奖
21030020039 燕山大学 马良 石玉鹏 刘嘉宇 三等奖
21030020042 燕山大学 袁旭东 渠有源 罗世诚 三等奖
21030020045 燕山大学 李东姝 宋柳 毛建增 三等奖
21030020050 燕山大学 liufeng shen苑浩鹏 贾方振 三等奖
21030080002 石家庄铁道大学 李霄 杨敏 李彦婷 三等奖
21030150002 河北经贸大学 陈沈宇 钱程 沈鑫旺 三等奖
21030150005 河北经贸大学 李佩吟 王煜婷 杨寿信 三等奖
21060010098 大连理工大学 朱虓 钱伟 马天祥 三等奖
21060040009 大连海事大学 赵梓州 苏石 公燕菲 三等奖
21060050009 东北财经大学 孙雪莹 申琬瑶 韩苗苗 三等奖
21060070087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陈浩 季秀雨 吴建胜 三等奖
21060090006 大连民族大学 李琦 张冰 冯聪 三等奖
21060090010 大连民族大学 黄凯 王培蓉 孙小亮 三等奖
21060090012 大连民族大学 刘亚宁 徐进 沈宏翰 三等奖
21060090015 大连民族大学 陈芃妍 张晨茜 闰跃强 三等奖
21060160006 沈阳大学 李锦华 宋博伟 李思凡 三等奖
21060160008 沈阳大学 刘瀚林 王晓 吴浩铭 三等奖
21060180079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贾雪 王思涵 杨舒涵 三等奖
21060180085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雷明 田智佳 魏茹瑾 三等奖
21060180111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刘昊 宋一明 米娜 三等奖
21060180121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吴冬 王靖宙 唐国辉 三等奖
21060190002 沈阳建筑大学 周东锐 张梦娇 张思佳 三等奖
21060190004 沈阳建筑大学 郭言春 崔婧华 刘子嘉 三等奖
21060200002 沈阳工业大学 王子健 单芮 常黎明 三等奖
21060200005 沈阳工业大学 张俊东 郭永吉 单雪梅 三等奖
21060220009 沈阳化工大学 鲁鹏 陆海洋 韩凤董 三等奖
21060220014 沈阳化工大学 王昌鹏 晁舟 梅笑云 三等奖
21060290001 沈阳工程学院 李晨 李春雷 李奇洁 三等奖
21060290003 沈阳工程学院 王楠 李奇峰 吕亚霖 三等奖
21060290004 沈阳工程学院 鹿月 武宏宇 鲍韦晴 三等奖
2106031000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张海成 毕郁馨 王看看 三等奖
21060310035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孙慧 刘玥 三等奖
2106031004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朱昀 王文韬 郭勇 三等奖
2106031006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付腾达 李玉星 雷啸挺 三等奖
2106031007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王楠 柳然然 张红易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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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031007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郑兴 孙子娇 王彦龙 三等奖
2106031008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赵保钦 马灵潇 靳宝 三等奖
2106031008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陈子林 刘璇 董艺铭 三等奖
21060350001 辽宁师范大学 黄俊晴 邱晨 三等奖
21060350002 辽宁师范大学 韩雨晴 徐哲 三等奖
21060350003 辽宁师范大学 王朗迪 任静仪 三等奖
21060350006 辽宁师范大学 王研 聂碧宏 周雪莹 三等奖
21070020001 东北师范大学 谢文强 崔美琪 胡希雅 三等奖
21080030032 东北林业大学 张炳凯 谷文可 张阳阳 三等奖
21080030043 东北林业大学 金雨飞 杜佳宝 张庆明 三等奖
21080030045 东北林业大学 刘汉林 孔江波 朱贺 三等奖
21080040022 东北农业大学 姜伟 夏福霖 姜浩 三等奖
21080040025 东北农业大学 李恒达 娄朝霞 李传文 三等奖
21080040027 东北农业大学 万盈贝 井洪晶 杜禹南 三等奖
21080040042 东北农业大学 贝金玲 张宏宇 宋豪豪 三等奖
21080040046 东北农业大学 魏月华 叶宜涛 蔡振宇 三等奖
21080040047 东北农业大学 曹露 闫思梦 李水晶 三等奖
21080040048 东北农业大学 符亚彬 赵浩田 田晓乐 三等奖
21080100004 哈尔滨理工大学 孟飞 邓捷 三等奖
21080100007 哈尔滨理工大学 王志强 彭程 赵哲 三等奖
21080100008 哈尔滨理工大学 高云徽 刘畅 尹航 三等奖
21080100012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黄秋彤 商朝阳 孟卓然 三等奖
21080100023 哈尔滨理工大学 李政昊 张越 魏雪 三等奖
21080100025 哈尔滨理工大学 张浩年 王钰斌 三等奖
21080100033 哈尔滨理工大学 翟广平 田宏博 朱秋瑾 三等奖
21080120004 哈尔滨商业大学 王永恒 李登平 张天义 三等奖
21090080004 上海理工大学 黄景然 张坤 林子谦 三等奖
21090080008 上海理工大学 朱美宣 沈旭宇 陈娟娟 三等奖
21090080029 上海理工大学 朱小勇 何飞 王怡沁 三等奖
21090090022 上海海事大学 童岷 yanling Huan户元元 三等奖
21090090026 上海海事大学 吕亚云 陈鑫 温馨 三等奖
21090090027 上海海事大学 冀荣根 王熠杨 魏月荷 三等奖
21090090044 上海海事大学 徐圣安 唐卫东 陈壮壮 三等奖
21090090045 上海海事大学 任杰 张弛 张健晨 三等奖
21090120007 上海大学 元皓 朱玉泉 王径舟 三等奖
2109015000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王浩 任金鹏 汤俊逸 三等奖
21090190003 上海电机学院 张辛微 胡敬森 袁延通 三等奖
2109037000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许澜涛 李会会 孙晓 三等奖
21090370003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江婷 程心琪 桂秋灵 三等奖
21090370007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刘雅欣 李林杰 穆嘉男 三等奖
21100020004 东南大学 周稳 刘婷婷 荆泽锟 三等奖
21100020006 东南大学 吴雅婷 郎泽坤 刘华静 三等奖
21100020007 东南大学 魏好 高钰强 江升 三等奖
21100070090 南京林业大学 孙炜 范凯旋 鲁峻 三等奖
2110012000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雅喃 许衡 杨宏 三等奖
21100130009 南京邮电大学 冒智慧 赵行前 武文娜 三等奖
21100130035 南京邮电大学 周雯惠 吴嘉雯 罗群女 三等奖
21100130040 南京邮电大学 张尹 张嘉兴 吴振国 三等奖
21100280009 江苏大学 吴蒙 丁殿勇 张雨 三等奖
21100330006 江苏科技大学 姜元昊 程柳 顾妍 三等奖
2110051001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吴昊 王之浩 郇钫策 三等奖
2110051001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吴宪晟 褚晓 舒翔 三等奖
2110051002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周亮 潘亮 刘德斌 三等奖
2110051002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陶文瑀 赵东强 李伟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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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0590003 南京师范大学 徐秋楠 杨堂武 陈鑫 三等奖
21100590006 南京师范大学 李飞 陈秋仲 蒋鑫 三等奖
21100690005 南通大学 余伟超 张瑞年 谢单单 三等奖
21100690007 南通大学 张培培 彭馨伟 万瑾 三等奖
21100690009 南通大学 徐蕊 张睿 刘雪 三等奖
21100690017 南通大学 王晓莹 李佳欣 周莉 三等奖
21100760004 苏州大学 赵轩 周慧玲 丁超仁 三等奖
21100760006 苏州大学 杨春健 马悦 王志东 三等奖
2111003003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沈超 吴娜 沈英杰 三等奖
2111003004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陈超 刘吴杰 周奕 三等奖
2111003005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杨嘉楠 王娴 张二四 三等奖
2111003007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王雅文 沈卫杰 常双双 三等奖
21110070004 浙江理工大学 王胜朴 吴崔屏 陈旭 三等奖
21110090001 浙江工商大学 罗凯健 郭紫鹏 张艳俊 三等奖
21110090009 浙江工商大学 马文浩 吴文华 陈倩 三等奖
2112001000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宋甲行 曾文华 范云蔚 三等奖
2112001000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乔伟 纪兴润 三等奖
21120040004 安徽师范大学 方怀康 林芬芳 汪唯帆 三等奖
21130020023 集美大学 周文婷 司玉鹏 三等奖
21130020044 集美大学 李丹怡 蔡庆瑞 李江 三等奖
21130020070 集美大学 叶银珠 李露燕 常雪尔 三等奖
21130140015 福州大学 汪巧萍 陈文坚 张体琪 三等奖
21130140016 福州大学 郑植文 林忻怡 林燕铭 三等奖
21130140019 福州大学 王楷 沈志强 罗铖 三等奖
21130150012 福建师范大学 黄飞 袁野 张亚贞 三等奖
21130150014 福建师范大学 阙贺林 潘昌斌 陈兴宏 三等奖
21130160034 福建农林大学 滕子璇 黄建伟 陈志炜 三等奖
21140010008 南昌大学 杨金 李志刚 钟生斌 三等奖
21140010042 南昌大学 宣安峰 叶滕 刘锋 三等奖
21140010049 南昌大学 殷芙蓉 李炳乾 陈钦 三等奖
21140010136 南昌大学 殷瑞超 刘学强 龙光华 三等奖
21140040001 江西师范大学 苏崴 杨鑫 丁希龙 三等奖
21140070011 江西财经大学 李旺才 李夏 高瑛 三等奖
21140090014 华东交通大学 赵畅 祝显毅 金超奇 三等奖
21140110006 江西理工大学 孙博 何松 孙亚峰 三等奖
21140110007 江西理工大学 汤文聪 李波波 江川 三等奖
21140110009 江西理工大学 胡振 黄耀锋 张俊 三等奖
21140110010 江西理工大学 黎嘉骏 曾钰清 詹涛 三等奖
21140110014 江西理工大学 余洁 陈鑫 周珑颂 三等奖
21140160003 南昌航空大学 胡亚翠 陈洪飞 宋迪 三等奖
21140200010 赣南师范大学 胡俊勇 章倩丽 叶莉华 三等奖
21140240002 南昌工程学院 陈荣彪 罗宇航 喻小康 三等奖
21140240003 南昌工程学院 宋志斌 叶雨 袁芳 三等奖
21140240013 南昌工程学院 李伟 叶天宇 唐聪 三等奖
21150030083 山东科技大学 刘方顺 刘双磊 刘洋 三等奖
21150030117 山东科技大学 王麒 张永娟 张靖雪 三等奖
21150030122 山东科技大学 郑雅华 张子健 汤兴学 三等奖
21150030134 山东科技大学 李瑞 焦文强 孙超群 三等奖
21150030176 山东科技大学 潘旭光 刘香兰 李奇 三等奖
21150030185 山东科技大学 曲福帅 张建仪 杨忠奇 三等奖
21150030186 山东科技大学 赛世奇 田相波 刘玉莹 三等奖
21150030237 山东科技大学 李越 宋红旭 三等奖
21150030261 山东科技大学 路倩倩 三等奖
21150030268 山东科技大学 陈满祥 孙福鑫 任文浩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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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0030278 山东科技大学 王海萍 朱晓芹 三等奖
21150030288 山东科技大学 任鹏旭 丁鹏 贾素素 三等奖
21150030301 山东科技大学 余辉 张惠尧 殷振 三等奖
21150030302 山东科技大学 刘尚校 宋明达 三等奖
21150030323 山东科技大学 丁一 张艺馨 王元婴 三等奖
21150030335 山东科技大学 倪燕燕 李振东 柳岸 三等奖
21150030345 山东科技大学 季嘉琪 石新岩 任乾 三等奖
21150030399 山东科技大学 闫页宇 张天宇 汪衍雪 三等奖
21150030411 山东科技大学 杨浩青 孟也舒 丁瑜 三等奖
21150030412 山东科技大学 周倩 刘月 李晓磊 三等奖
21150030425 山东科技大学 杨洁 魏艳娇 李福杰 三等奖
21150030446 山东科技大学 王键 王志远 张祯江 三等奖
21150030485 山东科技大学 陈修杰 景茂 吕月颖 三等奖
21150030540 山东科技大学 董博文 郭新荣 胡善为 三等奖
21150030555 山东科技大学 刘政泽 王珍妮 王杰辰 三等奖
21150030564 山东科技大学 周芹乐 潘建全 綦慧君 三等奖
21150030578 山东科技大学 张骁 闫振豪 贾美霞 三等奖
21150030584 山东科技大学 魏永长 刘宗领 杨祖杰 三等奖
21150200017 山东师范大学 赵俊霖 张纪昌 王栋 三等奖
2115021004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孙天宇 韩思杰 周文安 三等奖
21150250001 烟台大学 于晓铭 高大涛 刘钰 三等奖
21150630008 山东财经大学 许佳宝 张紫璐 姚贤峰 三等奖
21160170006 河南理工大学 盛月琴 毕俊佳 赵亮 三等奖
21160170007 河南理工大学 张亚宁 杨天 梅秋雨 三等奖
21160170008 河南理工大学 吕成功 龙志忠 曾诚 三等奖
21160480002 郑州轻工业大学 余晓秋 王飞宇 韩丽君 三等奖
21170010064 武汉大学 李怡凡 洪云珊 刘妍 三等奖
21170010073 武汉大学 赵雅婷 徐思源 张秋萍 三等奖
21170020027 华中科技大学 官圣沅 郭景润 乔健 三等奖
21170020030 华中科技大学 连永伟 彭旭东 于一豪 三等奖
21170040043 武汉科技大学 魏来 陶佳兰 何陈程 三等奖
21170040053 武汉科技大学 赖冬梅 秦桢 史康景 三等奖
21170040068 武汉科技大学 胡一凡 刘庆 白雪 三等奖
21170040073 武汉科技大学 李鸿菲 郭妍 蔡志鑫 三等奖
21170040078 武汉科技大学 代超 吕生 朱潘蕾 三等奖
21170040096 武汉科技大学 关永锋 王兴趣 王晓杰 三等奖
21170040104 武汉科技大学 杜涛 屈朋举 李国锋 三等奖
21170120022 武汉理工大学 杨丽娟 吴珊 王瑜 三等奖
21170120049 武汉理工大学 塔林夫 黄佳佳 夏僮 三等奖
21170120055 武汉理工大学 郭峰 刘澍 申文忠 三等奖
2117013001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余建华 郑雪姣 杨明春 三等奖
21170130017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陈耀伟 王春玉 任梦珂 三等奖
21170150005 三峡大学 杨浴金 刘佳欣 赵孟浩 三等奖
21170200034 黄冈师范学院 张珊 王磊 殷璐佳 三等奖
21180010008 国防科技大学 沈蒙蒙 田佳豪 孙欣星 三等奖
21180030006 湖南大学 查牧希 谈畅 夏立元 三等奖
21180030021 湖南大学 孙希雷 唐晶 王兴中 三等奖
21180030023 湖南大学 刘文涛 王佳琳 杜磊浩 三等奖
21180030024 湖南大学 廖宇威 沈肖圆 罗丽琴 三等奖
21180120005 湖南工业大学 左旺 乔多 任梦成 三等奖
21190010002 中山大学 吴禄彬 连宗凯 周晓婷 三等奖
21190050028 华南农业大学 徐嘉杰 廖磊 柯凡晖 三等奖
21190060012 华南师范大学 何颖 童壮壮 陈禧琳 三等奖
21190060023 华南师范大学 陆清航 李泽权 张宁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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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0070007 广东工业大学 林宇鹏 陈光劲 苏意芬 三等奖
21190070008 广东工业大学 邱鸿辉 刘威 肖茂 三等奖
21190090006 汕头大学 张章苗 刘敬瑾 范胜文 三等奖
21190100010 深圳大学 张浩权 林晓灿 杨莹 三等奖
21190210004 广州大学 丁汉 黎相彬 李雨婷 三等奖
21200050002 广西科技大学 郑霖 王康权 张继婕 三等奖
2120006000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梁日强 唐福鸿 苏斌华 三等奖
2120006002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宋霄明 钟慧妍 张文宇 三等奖
2120006004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张骞 姜弘岳 赵玖龙 三等奖
21200070005 桂林理工大学 蔡钰麟 李春婷 王紫薇 三等奖
21200080001 广西师范大学 张诗 唐一峰 秦睿 三等奖
21220010005 重庆大学 叶旭乾 刘一阳 王昊 三等奖
21220010007 重庆大学 钟健 张哲 莫云 三等奖
21220020006 重庆邮电大学 向莎 陈大超 周崇川 三等奖
21220020033 重庆邮电大学 古岩 袁强静 张国文 三等奖
21220020037 重庆邮电大学 陈凯 丁增勇 胡灿炜 三等奖
21220020038 重庆邮电大学 曾凡巧 王皓 韩旭 三等奖
21220020040 重庆邮电大学 杨红 王姝敏 李后尚 三等奖
21220020056 重庆邮电大学 王琴 张俊松 李玉环 三等奖
21220020061 重庆邮电大学 刘美玎 付祥 刘小漫 三等奖
21220020062 重庆邮电大学 盛佳会 黄美永 吴志倩 三等奖
21220020087 重庆邮电大学 张猛 程丛丛 张艺琼 三等奖
21220020088 重庆邮电大学 孙致南 刘雁翔 邓凯元 三等奖
21220020095 重庆邮电大学 杨希 万润楠 唐玲玲 三等奖
21220020105 重庆邮电大学 陈欢 沈利豪 陈涛 三等奖
21220020110 重庆邮电大学 周霜霜 何彬 周杨 三等奖
21220020112 重庆邮电大学 徐小放 丁雨婷 余志凯 三等奖
21220020113 重庆邮电大学 余猛 程隆奇 刘佳 三等奖
21220020114 重庆邮电大学 王宁 刘中邦 鄢双 三等奖
21220020119 重庆邮电大学 黄涛 王鑫 孙梅君 三等奖
21220020122 重庆邮电大学 卿显荣 李汪润 三等奖
21220020130 重庆邮电大学 黄俊杰 邹志博 龙枝 三等奖
21220020137 重庆邮电大学 卢彦 靳璐 姚旭 三等奖
21220020142 重庆邮电大学 张伟 秦毛伟 汪铃均 三等奖
21220020143 重庆邮电大学 陈焜 边志奇 曾玉洁 三等奖
21220020148 重庆邮电大学 夏子迪 杜凯 杨明川 三等奖
21220020151 重庆邮电大学 陈芳幸 范子帆 周游 三等奖
21220020152 重庆邮电大学 刘颜 苟文耀 杨松佳 三等奖
21220020153 重庆邮电大学 刘蕊 米冀 张国瑞 三等奖
21220020159 重庆邮电大学 卫中阳 易胜宏 马小东 三等奖
21220020172 重庆邮电大学 陈艳婷 郑文峰 王永坤 三等奖
21220020175 重庆邮电大学 何雨欣 万为睿 吴美妮 三等奖
21220020185 重庆邮电大学 舒洋 李玲 焦书洋 三等奖
21220020199 重庆邮电大学 罗国强 肖棋 周磊 三等奖
21220020225 重庆邮电大学 李正 张棚 刘庆 三等奖
21220020226 重庆邮电大学 苗文博 杜铭 杨星雨 三等奖
21220020227 重庆邮电大学 肖航 王兰 欧俊雄 三等奖
21220020230 重庆邮电大学 周双 范琴 武肖帅 三等奖
21220020250 重庆邮电大学 刘凯 方武鳞 张雅洁 三等奖
21220020253 重庆邮电大学 谢宇 王汶新 冯伟 三等奖
21220020256 重庆邮电大学 文恒聪 罗重阳 三等奖
21220020263 重庆邮电大学 谢明月 李慧 汪凌 三等奖
21220020268 重庆邮电大学 余子瀚 赵明 任治淼 三等奖
21220030003 重庆工商大学 李俊 李王林 胡小琴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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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0040004 重庆理工大学 刘宇涵 栾高健 谢永胜 三等奖
21220040009 重庆理工大学 陈万露 彭泓华 邵校 三等奖
21220040015 重庆理工大学 阮豪 赵桂艺 任小娴 三等奖
21220040016 重庆理工大学 陈涛 陈迎春 李红磊 三等奖
21220040017 重庆理工大学 曹锋 张豪 李宝钏 三等奖
21220140008 重庆三峡学院 谢坤霖 张伟 赵尚飞 三等奖
21230040105 西南交通大学 张瑞 颜菁 李秋 三等奖
21230040114 西南交通大学 胡悦 章子睿 李婧 三等奖
21230040143 西南交通大学 于学礼 伍丽芳 yang楠 三等奖
21230040161 西南交通大学 赵成骏 周玉军 赵健行 三等奖
21230040172 西南交通大学 陈俊 吴金涛 黄瑜玺 三等奖
21230040180 西南交通大学 张知原 郁中秋 三等奖
21230050011 成都理工大学 田玲 罗锐 方小雨 三等奖
21230090005 西南财经大学 朱一凡 付鹏 谭卓 三等奖
21230090008 西南财经大学 李文 江政孚 周铭城 三等奖
21230240051 西南科技大学 陈潇 薛维娜 付巾书 三等奖
21240010005 贵州大学 黎亮亮 游双 郑悦 三等奖
21240010006 贵州大学 蒲元伟 王云 陆飞 三等奖
21240010022 贵州大学 吴昊 张显国 石进 三等奖
21240010023 贵州大学 陈运雷 张倩 郑旭晖 三等奖
21250020011 昆明理工大学 梁锦 杜彦祥 张凯歌 三等奖
21250020033 昆明理工大学 李彦桦 三等奖
21250020043 昆明理工大学 胡紫璇 徐静文 虞文波 三等奖
21260010018 西藏大学 张娅婷 王鑫磊 孙亚荀 三等奖
21260010019 西藏大学 王希 王君堡 杨风宇 三等奖
21270020011 西北工业大学 周思佳 郑贺 胡文杰 三等奖
21270020021 西北工业大学 赵金涛 刘攀 石锴乐 三等奖
21270020023 西北工业大学 赵宇洋 郭英超 shenchi 三等奖
21270020034 西北工业大学 张钰 王君鑫 刘保荣 三等奖
2127003001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王淳 曾鹏博 岳帅 三等奖
2127003001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毛燕茹 谭晨佼 牛童 三等奖
2127004001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研峰 史建新 王诗钧 三等奖
21270060014 长安大学 王永强 李贤耀 李敏 三等奖
21270070001 西北大学 胡尧 刘泽华 王紫卉 三等奖
21270070003 西北大学 罗元昌 张涛 李志明 三等奖
2127009000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师印光 杨茸茸 田甜 三等奖
21270160001 西安邮电大学 沈蕊雪 华芷钒 李缘 三等奖

21270360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
大学

杨文达 林福根 三等奖

21270380001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
程大学

郭少哲 蔡耀创 郑会吉 三等奖

21280040011 兰州交通大学 郭玉琦 夏春蒙 胡海文 三等奖
21280040012 兰州交通大学 杨语蒙 唐甜甜 刘俊扬 三等奖
21280100008 天水师范学院 朱鹏飞 梁芳花 王聃聃 三等奖
21300010029 宁夏大学 王亚镇 黄丽转 李更生 三等奖
21300010036 宁夏大学 罗欢 刘银 吴严 三等奖
21300010041 宁夏大学 伏培宇 牛顺 李长江 三等奖
21300010044 宁夏大学 陈鹏飞 冉祥良 袁晓红 三等奖
21300010053 宁夏大学 陆楠菲 陈文阳 尹良武 三等奖
21300010056 宁夏大学 高翔 陈天蕴 虎风林 三等奖
21300010058 宁夏大学 石甜甜 郭姝琪 王仕儒 三等奖
21300010069 宁夏大学 董鹏伟 梁彭伟 孙亚萍 三等奖
21300010072 宁夏大学 马鹏 白佳菁 王帆 三等奖
21300010084 宁夏大学 王波 巩建昌 李凯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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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0010001 澳门科技大学 谭康业 徐芳 三等奖
21350080001 悉尼大学 张锐诚 吕淑云 王姿洁 三等奖

21390100198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禹帅先 张硕 刘昊 三等奖

21390100209 燕山大学 张国政 刘博 郑智中 三等奖
2139010023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孙茗轩 崔子健 三等奖
21010060004 北京邮电大学 李想 高瑞琪 张瀚文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07 北京理工大学 林业茗 王浩军 谢华辉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31 北京理工大学 谷少萌 胡兴 许芳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35 北京理工大学 李浩东 黄柳 王力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42 北京理工大学 唐玮谦 刘路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43 北京理工大学 黄姜杭 邢介邦 杜海铭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44 北京理工大学 王子聪 史浩男 费炜杰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45 北京理工大学 郭金路 张成新 姜博文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46 北京理工大学 刘津玮 徐梓洋 王林生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49 北京理工大学 徐立英 王宁 刘彪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51 北京理工大学 孙敬博 蒋卓 chenzihao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58 北京理工大学 刘奇 霍达 王楷文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64 北京理工大学 王艺翔 刘金强 常顺章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67 北京理工大学 徐健 黄一典 武春旭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70 北京理工大学 窦博文 王宇航 韩羽菲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77 北京理工大学 李瑶 赵玉婷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79 北京理工大学 龚衡恒 胡锐 杨欢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83 北京理工大学 谢亦辉 马达 熊扬扬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91 北京理工大学 单熙媛 陈奕杉 阿珠史玛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95 北京理工大学 张文博 乔美壮 杜一舟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97 北京理工大学 谢梦娇 齐凯发 袁朋宇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98 北京理工大学 张茂仪 成功参赛奖
21010080099 北京理工大学 纪德洋 郑子皓 张俊超 成功参赛奖
21010150009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李鹏 林洪蕊 解梦浩 成功参赛奖
21010150010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王乐程 马鸣 成功参赛奖
21010250004 北方工业大学 赵浩淋 冯顺 任雪晴 成功参赛奖
21010330002 北京建筑大学 王浩楠 马朝威 曹聿铭 成功参赛奖
21010370002 北京物资学院 常路红 郑柽慧 张志强 成功参赛奖
21010370006 北京物资学院 于雅歌 朱伸 刘晨 成功参赛奖
21010370009 北京物资学院 赵换丽 刘敏 杨帆 成功参赛奖
21010370012 北京物资学院 方凯莲 赵永健 肖珊 成功参赛奖
21010870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陈晓楠 朱世磊 王晓钢 成功参赛奖

2101102000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

李鹏 白兴之 逯明清 成功参赛奖

21020020005 天津大学 王旭东 陈节才 杜子萌 成功参赛奖
21020020014 天津大学 马延明 安义丹 成功参赛奖
21020070006 天津财经大学 李乔乔 卜曼珊 高睿冰 成功参赛奖
21020070016 天津财经大学 李美萱 张阳阳 赵胤博 成功参赛奖
21020140001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彭芙蓉 赵思雨 胡漫 成功参赛奖
21030010001 河北大学 石丽君 陈杉 李聪 成功参赛奖
21030010004 河北大学 卜鑫玮 王超 宋迎晓 成功参赛奖
21030010006 河北大学 刘志鹏 李俊逸 陈克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05 燕山大学 王立鹏 陈鹏 周炳辰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07 燕山大学 王泽飞 陈晓沂 董立松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14 燕山大学 李化顺 郝瑞楠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18 燕山大学 张佳萌 雷海鹏 赵姝怡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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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0020024 燕山大学 宋旭丹 李文靖 李文娟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26 燕山大学 刘建鑫 赵坤 徐宗国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27 燕山大学 张政 杨亨艳 尹安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34 燕山大学 张恒清 闫浩 王鋆鑫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37 燕山大学 马浩 秦乐玮 王凯丽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38 燕山大学 曹伟 杨志霞 李聪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46 燕山大学 李明亮 李启航 李乾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47 燕山大学 陈智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49 燕山大学 张能 郭凡 于明民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51 燕山大学 wu uu 张润琪 郭志枫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56 燕山大学 房小涵 张瀚允 李学文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58 燕山大学 吴重琳 纪浩瀚 王彬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60 燕山大学 常文浩 杨荣金 要姝琼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61 燕山大学 吴雷雨 魏林特 谭启航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63 燕山大学 王华杰 张金霄 王明学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66 燕山大学 段云鹏 王发超 王朋 成功参赛奖
21030020067 燕山大学 史华亮 黑山老妖 孙世成 成功参赛奖
21030060007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骆泽榕 姚常志 谢家荣 成功参赛奖
21030080001 石家庄铁道大学 梁俊杰 宋荣林 张荣群 成功参赛奖
21030120007 河北工程大学 涂乐平 蔡凯 王梦 成功参赛奖
21030140005 河北工业大学 赵法川 郝淼淼 许雪敬 成功参赛奖
21030200011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张亮 王小丹 王安祥 成功参赛奖
21030200013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牛建辉 朱学森 洪海慧 成功参赛奖
21030270002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石晨阳 李硕硕 王学鑫 成功参赛奖
21040020009 太原理工大学 刘鸿志 姚宁 李莎 成功参赛奖
21050030002 内蒙古工业大学 刘清宇 肖梦梅 蔚然 成功参赛奖
21050030004 内蒙古工业大学 董旭 李帅 成功参赛奖
21050030006 内蒙古工业大学 杜辉 刘馨远 邱占杰 成功参赛奖
21050030010 内蒙古工业大学 张倩 张文静 李晨浩 成功参赛奖
21050030013 内蒙古工业大学 杨蕾 郭晨雨 韩春晖 成功参赛奖
21060010005 大连理工大学 范碧岑 王秀勇 丁生宝 成功参赛奖
21060010058 大连理工大学 郭欢 邢丽云 邓德双 成功参赛奖
21060030014 东北大学 唐高翔 田壮 杨杰夫 成功参赛奖
21060040008 大连海事大学 姚吉宇 颜廷楠 杜朗郡 成功参赛奖
21060070002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方海荣 陈晨 韩富丞 成功参赛奖
21060070056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曹成 王蕾 韩悦 成功参赛奖
21060070081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吉永泽 杨星月 张光鑫 成功参赛奖
21060070093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苗文婧 敖迪 成功参赛奖
21060070094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董锐强 吴英浩 王维嘉 成功参赛奖
21060070100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陈宇 刘恒 刘琳珂 成功参赛奖
21060090002 大连民族大学 李秉哲 杜晓峰 林疏桐 成功参赛奖
21060090008 大连民族大学 牟玲歌 宋晶 赵爽 成功参赛奖
21060090016 大连民族大学 史佳琳 贾琳 张永振 成功参赛奖
21060090017 大连民族大学 王熙月 汪哲 李鹏飞 成功参赛奖
21060160004 沈阳大学 丁可昕 申孟洋 成功参赛奖
21060160007 沈阳大学 韩沁雅 樊琪 成功参赛奖
21060180066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魏清华 赵凯臣 赵永康 成功参赛奖
21060180067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张立润 刘铭宇 冯广权 成功参赛奖
21060180075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高紫瑞 赵东阳 宋雪 成功参赛奖
21060180077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徐景孝 丁建丽 闫嘉轩 成功参赛奖
21060180096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郭竟翔 张前 王宏宇 成功参赛奖
21060180118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赵雄 刘雨 孙艺宁 成功参赛奖
21060290002 沈阳工程学院 王士元 白宏磊 刘岩 成功参赛奖
21060290006 沈阳工程学院 魏靖晓 张政斌 杨宏宇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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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0290010 沈阳工程学院 顾升霖 邵旸棣 尤洪宇 成功参赛奖
21060290011 沈阳工程学院 代竹文 于文迪 张耘硕 成功参赛奖
2106031004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朱玉 秦艳杰 马健 成功参赛奖
2106031005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宋明悦 张晓 邢迎欢 成功参赛奖
2106031006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孙笑笑 郭晓雅 杨欢 成功参赛奖
2106031006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郭宏伟 秦艳杰 马健 成功参赛奖
21060310069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苗永庆 崔书琳 蔡爽 成功参赛奖
2106031009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李彦 王晨曦 李石林 成功参赛奖
2106031009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刘耀汉 贾梦圆 李岩帅 成功参赛奖
21060310095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郭直清 成功参赛奖
2106031009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曲歌 田艳君 武梦瑾 成功参赛奖
21060330010 辽宁科技大学 吕聪 王云鹤 李昊轩 成功参赛奖
21060350004 辽宁师范大学 熊英 扈文 成功参赛奖
21060350005 辽宁师范大学 孙静坤 许荻 姜姗 成功参赛奖
21060350007 辽宁师范大学 杨雷 孙楠 刘佳 成功参赛奖
21070110027 长春大学 于敬司 董京衢 周健 成功参赛奖
21080020003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杨明吉 王博涛 吴一凡 成功参赛奖
21080030005 东北林业大学 傅万斌 崔生乐 李珂 成功参赛奖
21080030036 东北林业大学 王浩然 王绍群 渠忠伟 成功参赛奖
21080030044 东北林业大学 历波 孙锐 姜海峰 成功参赛奖
21080040005 东北农业大学 曹誉 高泽宇 潘金超 成功参赛奖
21080040010 东北农业大学 张瑞瑜 刘帅 隆玉林 成功参赛奖
21080040021 东北农业大学 赵佳博 郭家麟 王菁 成功参赛奖
21080040032 东北农业大学 王一迪 季芷萱 魏靖伯 成功参赛奖
21080040036 东北农业大学 辛明翰 杨慧慧 成功参赛奖
21080050022 东北石油大学 乔东辉 王永智 王合江 成功参赛奖
21080070009 齐齐哈尔大学 董晓天 李泽 于欣琪 成功参赛奖
21080100010 哈尔滨理工大学 吕晓玉 刘洋 陈云 成功参赛奖
21080100011 哈尔滨理工大学 任强 李渊 成功参赛奖
21080100020 哈尔滨理工大学 李文瑞 孟兆通 成功参赛奖
21080100028 哈尔滨理工大学 邵满智 孙兴 成功参赛奖
21080100029 哈尔滨理工大学 刘阳 成功参赛奖
21080100031 哈尔滨理工大学 刘铁松 李安戈 贾云飞 成功参赛奖
21080120003 哈尔滨商业大学 李世洲 赵维 高振华 成功参赛奖
21080120006 哈尔滨商业大学 谢云熙 王田田 宋蓉 成功参赛奖
21080120007 哈尔滨商业大学 柴延松 拥百硕 杨静 成功参赛奖
21080120008 哈尔滨商业大学 张博文 张磊 于浩 成功参赛奖
21080260009 黑龙江科技大学 吴杨皓 朱子寒 黄晓涵 成功参赛奖
21080260011 黑龙江科技大学 冯起鹏 王国儒 王靖乔 成功参赛奖
21080260013 黑龙江科技大学 王大维 安鹏宇 孙健 成功参赛奖
21080260017 黑龙江科技大学 范俊杰 赵炜 张昊洋 成功参赛奖
21080260019 黑龙江科技大学 孙震宇 付星怡 钱欣帅 成功参赛奖
21080260027 黑龙江科技大学 周潮 孟京 罗渝嘉 成功参赛奖
21080260030 黑龙江科技大学 于天洋 朱文辉 高建鑫 成功参赛奖
21090050010 华东理工大学 李瑞晨 周剑扬 高进 成功参赛奖
21090060012 东华大学 孙婷婷 王慧慧 伊浩然 成功参赛奖
21090060015 东华大学 王雪婷 陆玉琴 赵丽娜 成功参赛奖
21090080012 上海理工大学 许兴鹏 成功参赛奖
21090080015 上海理工大学 李闯 张宁 潘云贵 成功参赛奖
21090080017 上海理工大学 张磊 张宏博 王昊 成功参赛奖
21090080042 上海理工大学 徐阳 李伟浩 冯少波 成功参赛奖
21090080043 上海理工大学 樊景星 李超奇 苏亚慧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04 上海海事大学 朱祥李 王鑫 刘东星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06 上海海事大学 张珊 侯睿莹 车聪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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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0090009 上海海事大学 宋玉娟 周卫泽 庞泰来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11 上海海事大学 张宣 郭紫阳 张翰康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24 上海海事大学 王永靓 栗语璇 詹微微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30 上海海事大学 邢玉梅 张广寅 赵修岩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31 上海海事大学 吴嘉俊 王媛 王宏宇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38 上海海事大学 张忠浩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42 上海海事大学 吴晓娅 宋静平 殷萌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49 上海海事大学 韩伟佳 张静燕 汪婷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53 上海海事大学 胡佳 张艳朋 丁梦豪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59 上海海事大学 梁源潼 王逸豪 许益枫 成功参赛奖
21090090063 上海海事大学 戚国亮 马红军 邢程 成功参赛奖
21090100005 上海海洋大学 张笑晨 姬智乙 成功参赛奖
21090120003 上海大学 朱浩然 徐宇钦 吴慧 成功参赛奖
21090120015 上海大学 杜泠枫 李博洋 徐心怡 成功参赛奖
21090130001 上海师范大学 左昊 焦倩滢 吴筱凡 成功参赛奖
21090140007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于科 姜笑言 江鹏伟 成功参赛奖
2109015000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马萱航 潘翔 韩睿祎 成功参赛奖
21090180002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廖杨科 朱敏 高颖 成功参赛奖
21090190004 上海电机学院 张帅帅 韩晓天 汤永进 成功参赛奖
2109037000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黄修泳 胡庆 胡安森 成功参赛奖
21100010001 南京大学 周雪洁 江铭杰 杨玉钦 成功参赛奖
21100020003 东南大学 马钰钧 余镓成 陈乃婷 成功参赛奖
21100070006 南京林业大学 杨端武 郭卓跃 张楷 成功参赛奖
21100080090 中国矿业大学 张鸽 张禹 张小彤 成功参赛奖
21100080101 中国矿业大学 徐诚庆 冯佳伟 陈杨 成功参赛奖
21100130013 南京邮电大学 严雯怡 刘鑫 刘赟 成功参赛奖
21100140064 南京中医药大学 洪海蓝 成凯阳 王欣宇 成功参赛奖
21100280004 江苏大学 冷飞 董雪晴 朱嘉耀 成功参赛奖
21100280008 江苏大学 戴超 刘浩伟 王志民 成功参赛奖
21100350003 江苏师范大学 张桓屹 康靖宇 徐金诚 成功参赛奖
21100350004 江苏师范大学 李嘉钰 王燕伶 李嘉豪 成功参赛奖
2110051000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阴浩博 唐爽 刘攀 成功参赛奖
211005100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苏方正 王志伟 尹利董 成功参赛奖
2110051000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周伟伟 尤世伟 冯慧敏 成功参赛奖
2110051000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瑞阳 黄彩娟 卢雅静 成功参赛奖
2110051001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敏鑫 严文斌 王彬 成功参赛奖
2110051001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宇宁 刘珂琛 马晨雨 成功参赛奖
2110051002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恒 宋泓庆 田甲略 成功参赛奖
21100550024 南京理工大学 张佳尚 王怡 李婧 成功参赛奖
21100550074 南京理工大学 唐龙飞 李东 任学文 成功参赛奖
21100590004 南京师范大学 梁鹏 尚文洋 孙旺青 成功参赛奖
21100690004 南通大学 谈皖霞 吴添玥 张涵 成功参赛奖
21100690006 南通大学 尹涛 李金舟 曹东杰 成功参赛奖
21100690011 南通大学 吴同鑫 张宇杰 陈励威 成功参赛奖
21100690012 南通大学 王泉凯 孙洪浩 朱蒋培 成功参赛奖
21100690013 南通大学 冯玲玲 宗泽 王通通 成功参赛奖
21100690014 南通大学 李敏 曹秋阳 尹和 成功参赛奖
21100690015 南通大学 朱琳 郁晓亮 郑港杰 成功参赛奖
21100790003 苏州科技大学 曹选 张正夫 吴宇 成功参赛奖
21100790007 苏州科技大学 张宇航 崔铭 张晓怡 成功参赛奖
21100840008 徐州医科大学 姚心怡 姜观华 吴婧 成功参赛奖
21100840017 徐州医科大学 陈威 韩鑫 岳婷雨 成功参赛奖
21100970004 扬州大学 朱玉 唐亦媛 成功参赛奖
2111003000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梁紫怡 蔡哲飞 施永涛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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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003001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屈雷涛 诸葛嘉锵 赵振帆 成功参赛奖
2111003004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牛豪康 翟同悦 刘迎敏 成功参赛奖
2111003004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童昕 曹苑真 姚柯寒 成功参赛奖
2111003005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董景双 常晓颖 袁璐 成功参赛奖
2111003005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任玉桥 杜微晓 马帅西 成功参赛奖
2111003005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钟立超 杨世波 洪锐 成功参赛奖
2111003007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胡陈慧 黄瓯涵 蔡志鹏 成功参赛奖
21110090002 浙江工商大学 金泽赟 林端鑫 孟泽阳 成功参赛奖
21110090004 浙江工商大学 黄锴健 俞滢滢 吴玉婷 成功参赛奖
21110090008 浙江工商大学 汪家进 张娜 杜维 成功参赛奖
21120040001 安徽师范大学 黄跃 方书晨 陈涛 成功参赛奖
21120050011 安徽工业大学 江郑 李菲 吴迪 成功参赛奖
21120050012 安徽工业大学 汪澜 王艺儒 朱丹丹 成功参赛奖
21120080001 安徽理工大学 梁镇洹 刘召云 王天奇 成功参赛奖
21120100012 安徽工程大学 梁凯 曹旺栋 宋伟迪 成功参赛奖
21120130005 安庆师范大学 缪佳李 程宏俊 徐玉婷 成功参赛奖
21130020068 集美大学 刘捷 杨海洋 阙林凤 成功参赛奖
21130070018 华侨大学 罗柏荣 苏淑如 曹蝶 成功参赛奖
21130140017 福州大学 方吴鹏 刘意晗 缪欣 成功参赛奖
21130140018 福州大学 李金春 陈学威 蔡海春 成功参赛奖
21130160020 福建农林大学 戴梦云 曹淑楠 蔡云 成功参赛奖
21130160039 福建农林大学 许金钗 陈亚勇 陈博文 成功参赛奖
21130170002 福建工程学院 庄嘉文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14 南昌大学 邓时荣 陈淼 袁文道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17 南昌大学 曹波涛 袁鑫 时靖悦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19 南昌大学 李继发 熊剑峰 高立宇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20 南昌大学 李祎 谢洋 姚圣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25 南昌大学 涂宗兴 凌玮声 吴鑫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26 南昌大学 涂昆昆 李超 王小蝶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28 南昌大学 郭杜胜 徐锛 毛杨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29 南昌大学 黄玥 刘天朗 谢凯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32 南昌大学 陈先明 方立东 程浩东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35 南昌大学 景健洋 雷智铭 尚二东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37 南昌大学 胡国平 杨林锋 张鹏飞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46 南昌大学 陈明亮 徐金涛 李岷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47 南昌大学 李嘉豪 钟云飞 张曙光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51 南昌大学 管鹏 林洋 龚玉坚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56 南昌大学 朱昆 周浩 蔡洪和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72 南昌大学 伯玉康 程连虎 周玉安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73 南昌大学 易容 程智园 王丽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075 南昌大学 肖先志 徐昌前 邵汉杰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137 南昌大学 王应宏 冀瑞 谢杰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139 南昌大学 宋卓 郭舒悦 谢亚莎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143 南昌大学 方静 万子豪 唐义员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165 南昌大学 徐家旺 郭於潭 李珍珍 成功参赛奖
21140010167 南昌大学 金弘昊 万昶 成功参赛奖
21140040003 江西师范大学 黄志鹏 陈茜 梁赞杨 成功参赛奖
21140040004 江西师范大学 刘媛 黎紫源 彭玉清 成功参赛奖
21140060003 江西农业大学 陈磊 徐婧凌 杨盛兰 成功参赛奖
21140060004 江西农业大学 肖欢 万世主 魏权 成功参赛奖
21140110005 江西理工大学 张志钊 曾孟麒 葛小超 成功参赛奖
21140110018 江西理工大学 雷爽 王永超 孙文 成功参赛奖
21140200001 赣南师范大学 刘永平 朱雪芳 刘宏 成功参赛奖
21140200002 赣南师范大学 连素云 曾桂 王煜祥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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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0200003 赣南师范大学 许颖 掌航 吴小军 成功参赛奖
21140200005 赣南师范大学 陈慧捷 曾明 王培超 成功参赛奖
21140200006 赣南师范大学 高高 刘嘟 张宇棠 成功参赛奖
21140200007 赣南师范大学 袁德仁 谢湘慧 余丽婷 成功参赛奖
21140200008 赣南师范大学 张若依 曾胜昆 王冉 成功参赛奖
21140200009 赣南师范大学 朱彦 曾飞 曾宁佳 成功参赛奖
21140200011 赣南师范大学 钟滢洁 辛紫男 苏靖然 成功参赛奖
21140200012 赣南师范大学 龚成坚 王晨 王伟叶 成功参赛奖
21140240005 南昌工程学院 谷志健 洪馨 孙煜 成功参赛奖
21140240006 南昌工程学院 朱梅子 蔡香香 敖家欣 成功参赛奖
21140240007 南昌工程学院 张盾 吴义鹏 邹家豪 成功参赛奖
21140240008 南昌工程学院 赖昌旺 尹鹏 曹扬 成功参赛奖
21140240009 南昌工程学院 刘哲 张文双 方宗华 成功参赛奖
21140240010 南昌工程学院 赖智臻 李永健 何明智 成功参赛奖
21140240012 南昌工程学院 孙占鑫 唐树银 江照锋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005 山东科技大学 董越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021 山东科技大学 张基强 李嘉诚 李浩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024 山东科技大学 王俊朋 魏祥瑞 王政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061 山东科技大学 马吉燕 潘智超 颜轲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065 山东科技大学 高芳鋆 贾鹏飞 王力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073 山东科技大学 刘炜震 吕镇 何程乾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085 山东科技大学 戴文斌 咸芹芹 马宇晶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092 山东科技大学 李洁 宋高锐 肖秋皓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093 山东科技大学 张粮 张爽 孔凡玲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10 山东科技大学 党衍菲 王宁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16 山东科技大学 高津津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28 山东科技大学 段纯旭 高庆利 刘建超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42 山东科技大学 董继先 张光煜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54 山东科技大学 颜轲 徐宇航 温佳闽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63 山东科技大学 丁晓云 李玮 司新栋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73 山东科技大学 许越铖 宋亚琦 王蕾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74 山东科技大学 史增钦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77 山东科技大学 黄海青 李学敏 张旭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82 山东科技大学 王明亮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84 山东科技大学 马承赟 宋易航 孟祥社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92 山东科技大学 顾高杰 黄晶晶 李敏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198 山东科技大学 韦鑫杰 付月胜 冯政凯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02 山东科技大学 吴成芹 于晓倩 李媛媛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06 山东科技大学 许曼 郭晓莹 殷晓娜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07 山东科技大学 王德刚 伊雨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12 山东科技大学 宋文豪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13 山东科技大学 王娜 张振 韩亚男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18 山东科技大学 张立超 段晋杰 张文明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19 山东科技大学 胡妍 孙建峰 张珍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20 山东科技大学 周晓蕾 荣磊磊 王超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26 山东科技大学 刘科 周元鵾 李润青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27 山东科技大学 李洪亮 李元涛 李永泉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29 山东科技大学 杨硕 曾哲 白鲁杰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33 山东科技大学 王栋 张旭 聂海祥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38 山东科技大学 宋雪峰 马明静 马淑婕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44 山东科技大学 朱强 王达 安喜凯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46 山东科技大学 刘志成 柳鹏辉 李赛江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47 山东科技大学 尹鹏宇 刘明朝 陈冲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50 山东科技大学 李艳敏 杨震东 谷林霖 成功参赛奖

第 17 页，共 22 页



21150030258 山东科技大学 刘巧玲 李荣欣 林丽丹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60 山东科技大学 赵澄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70 山东科技大学 张文恺 刘俊鹏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86 山东科技大学 黄鹏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299 山东科技大学 杜琦琦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06 山东科技大学 吴明哲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07 山东科技大学 李中莹 张庆山 秦亚如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12 山东科技大学 张昊 房浩宇 张艳平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13 山东科技大学 段耀奎 陈修龙 董朕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16 山东科技大学 王瑞 滕新 田长东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28 山东科技大学 张志博 田梦 朱奥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31 山东科技大学 贺金乐 任凯凯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34 山东科技大学 李敏 李恒茜 蒋悦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37 山东科技大学 巩晓芸 张文华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38 山东科技大学 王兴棉 秦亚男 金佳伟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39 山东科技大学 徐伟善 侯伟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42 山东科技大学 王文杰 赵艳宁 王晓敏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53 山东科技大学 王彦敏 徐鑫 赵利顺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61 山东科技大学 孙佳佳 吕钰梦 邵常升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76 山东科技大学 杨凯超 焦广秀 祝星晨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83 山东科技大学 田志兆 王丛 董雪玉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89 山东科技大学 梁智英 刘慧慧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392 山东科技大学 王珍 刘继龙 代波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14 山东科技大学 张正欣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21 山东科技大学 魏盛松 陈心 ZC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22 山东科技大学 葛笑笑 李娜 冯晓雪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27 山东科技大学 韩立苏 宋波 孙玉超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30 山东科技大学 冀相云 亓航 伏文秀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37 山东科技大学 杨凯丽 莫春虎 吴頔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39 山东科技大学 常程远 崔晨光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41 山东科技大学 郝晨旭 金玲敏 昝世良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43 山东科技大学 李壮壮 李雨乐 李志成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47 山东科技大学 霍亚乾 黄金贵 和明远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51 山东科技大学 陈庚梁 王文 翟景淳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53 山东科技大学 冯雪洁 刘聪 祁艳南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54 山东科技大学 时启鹏 郑洪运 陆恒源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59 山东科技大学 王明瑶 矫慧慧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63 山东科技大学 李复兴 刘娜 张睿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72 山东科技大学 田翔升 宋成法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75 山东科技大学 王旭 张仲秋 李敏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83 山东科技大学 韩钦 王晓静 王正荣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86 山东科技大学 嵇天晨 刘晨星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88 山东科技大学 王士奇 王侃侃 尤涌权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498 山东科技大学 李法鑫 薛倩倩 王升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02 山东科技大学 王道隆 赵萌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03 山东科技大学 刘华宠 霍星月 李敏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05 山东科技大学 郑秋爽 高传朋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10 山东科技大学 商丰盈 刘浩天 徐天宇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13 山东科技大学 董国庆 马力 管辉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14 山东科技大学 赵雨晴 张煜悦 刘思源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16 山东科技大学 李晓东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18 山东科技大学 殷泽亮 曾超男 李宝程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19 山东科技大学 徐安东 李鑫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21 山东科技大学 冷超 卢佳欣 王洪磊 成功参赛奖

第 18 页，共 22 页



21150030522 山东科技大学 贾佳豪 闫凯 乔娟娟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27 山东科技大学 袁闻新 朱桐桐 刘明慧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28 山东科技大学 李惠 阮晨钊 蒋炜宏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30 山东科技大学 韩煜坤 方伟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35 山东科技大学 文永庄 贾俊垒 卢方旭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39 山东科技大学 刘子男 姜晓晖 位庆波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41 山东科技大学 段家宁 鲍广涛 彭传雄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46 山东科技大学 李娟 刘玉凤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53 山东科技大学 朱于铭 赵鹏 张宇昊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58 山东科技大学 郭聪 宋娇 陈雨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65 山东科技大学 樊凯 高巍源 王双叶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67 山东科技大学 马荣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68 山东科技大学 丛子茹 刘晓雪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70 山东科技大学 郭仁亮 滕森 齐睿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76 山东科技大学 孙文豪 朱苒苒 牛浩然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82 山东科技大学 石兆婷 苏奕欣 张斌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88 山东科技大学 杨玉超 金同成 徐含 成功参赛奖
21150030591 山东科技大学 郭雷 刘成璐 田志远 成功参赛奖
21150050032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赵柳杨 韩玉喜 宋杰 成功参赛奖
21150050062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孙浩然 张静静 孙悦强 成功参赛奖
21150050065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许浩林 孙元苓 刘康 成功参赛奖
21150050066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李庆浩 陈建晶 刘泉伸 成功参赛奖
21150050069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刘延庆 郭旗全 孙龙基 成功参赛奖
21150050083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何鑫 王存 杨明聪 成功参赛奖
21150080001 济南大学 胡荣星 崔富钧 杨浩 成功参赛奖
21150130010 青岛科技大学 刘文翰 郭占广 张志浩 成功参赛奖
21150130011 青岛科技大学 王雪 孙胜意 成功参赛奖
21150200004 山东师范大学 李燕 亓瑞 陈泽源 成功参赛奖
21150200009 山东师范大学 赵阳 王春涛 成功参赛奖
2115021000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时臻 常江 郝俊杰 成功参赛奖
2115021001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刘芷晴 林忠文 窦庶铮 成功参赛奖
21150210030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亓栋 孟繁琪 赵鑫宇 成功参赛奖
21150210040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岳 苏世东 彭程 成功参赛奖
2115021004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赵宇鑫 薛淇 董文吉 成功参赛奖
2115021004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薛林瑞 成逸飞 何瑛琦 成功参赛奖
21160010019 郑州大学 陈龙超 张铱萍 刘玉玺 成功参赛奖
21160010029 郑州大学 王俊方 苏伟峰 刘怡 成功参赛奖
21160010076 郑州大学 周金鹏 程春春 马飞凡 成功参赛奖
21160010080 郑州大学 焦天艺 赵述胜 鲜妍 成功参赛奖
21160010088 郑州大学 刘鸿锦 李少杰 成功参赛奖
21160020003 河南大学 王春雨 饶晓晗 曹珂境 成功参赛奖
21160170010 河南理工大学 高雨 杨鸿章 郑爱玲 成功参赛奖
21160170040 河南理工大学 赵吉祥 杨正元 朱丽飞 成功参赛奖
21160170066 河南理工大学 刘运昌 晏鑫宏 马亚美 成功参赛奖
21170040002 武汉科技大学 王晓阳 周璇 沈晗 成功参赛奖
21170040020 武汉科技大学 毛锦进 张海宾 李欢 成功参赛奖
21170040066 武汉科技大学 李甜甜 申杨 沈淦彬 成功参赛奖
21170040084 武汉科技大学 杨晨 刘青 刘思嘉 成功参赛奖
21170040103 武汉科技大学 石灿玉 魏庆魁 朱胜 成功参赛奖
21170050002 华中师范大学 张霖超 刘维 付义 成功参赛奖
21170050004 华中师范大学 周宏宇 刘琦 柯健康 成功参赛奖
21170070003 中南民族大学 赵双 单方润 康圣虎 成功参赛奖
21170120012 武汉理工大学 陶博 苗润 张镇涛 成功参赛奖
21170120061 武汉理工大学 母慢 杨彩云 施玉璋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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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0120065 武汉理工大学 祁靖媛 宋钢 倪祥禄 成功参赛奖
2117013001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杨小萱 黄天佑 张甜甜 成功参赛奖
21170130039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肖克敏 刘瑶 余长和 成功参赛奖
21170200029 黄冈师范学院 方慧林 付连平 陈美君 成功参赛奖
21170200030 黄冈师范学院 王倩倩 白海涛 陈思伊 成功参赛奖
21170200031 黄冈师范学院 谭禄 于潮 徐钰荣 成功参赛奖
21170200032 黄冈师范学院 周春燕 吴秀云 徐玲 成功参赛奖
21170200036 黄冈师范学院 熊一凡 朱亚萍 王誉锟 成功参赛奖
21170200041 黄冈师范学院 费文清 宋笑颖 李玉 成功参赛奖
21180010011 国防科技大学 潘庆涛 闫洁 王祎童 成功参赛奖
21180020030 中南大学 钟林环 陈艳琴 高一涵 成功参赛奖
21180020068 中南大学 韩明罡 肖碧涵 成功参赛奖
2118009000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霍皓灵 邹敏 徐振男 成功参赛奖
21190010047 中山大学 刘佳恒 龙文岳 单莹 成功参赛奖
21190050012 华南农业大学 劳景欢 黄培森 柯海萍 成功参赛奖
21190050030 华南农业大学 周威驰 符祥政 谭志平 成功参赛奖
21190050031 华南农业大学 陈灿 陈伟林 王健聪 成功参赛奖
21190070003 广东工业大学 刘芊 路晓云 黄杰 成功参赛奖
21190110005 南方科技大学 欧阳惠颖 卢泽超 周念 成功参赛奖
21190150014 广东海洋大学 程曼曼 黄馨莉 杨蕊 成功参赛奖
21190210006 广州大学 陈钟秀 陈小玲 程凌筠 成功参赛奖
2120006000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沁菲 穆宗伯 李京 成功参赛奖
2120006001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刘静 liujing张婵 寇荣 成功参赛奖
2120006002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李安昊 曾勃乔 张晨阳 成功参赛奖
2120006003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佟佳丽 胡徐锦 张红润 成功参赛奖
2120006003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盛铁锋 钟素红 周梦婷 成功参赛奖
2120006005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张君珠 林高伟 曹成虎 成功参赛奖
21200070001 桂林理工大学 甘国军 刘德澳 叶威 成功参赛奖
21200070007 桂林理工大学 周新博 张程 曹佳佳 成功参赛奖
21200080006 广西师范大学 梁婕 周楠 张晋怡 成功参赛奖
21220010008 重庆大学 晏国志 江洁 冯一帆 成功参赛奖
21220010009 重庆大学 施丹红 白雅琳 徐梦晓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005 重庆邮电大学 宋渝飞 文云飞 王国熹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019 重庆邮电大学 王巧 李鑫 魏泽太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020 重庆邮电大学 向坤 刘德智 李松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032 重庆邮电大学 栾剑峰 屈正微 李磊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051 重庆邮电大学 吴玉航 陆春帆 刘等等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070 重庆邮电大学 胡能龙 欧阳帆 杨润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076 重庆邮电大学 杨雄清 洪端 张朕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090 重庆邮电大学 姜闯波 谭佳欣 罗华敏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091 重庆邮电大学 陈鹏钢 吕兰兵 赵王善胤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097 重庆邮电大学 谭静 王游司 赵岩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109 重庆邮电大学 程方旭 牛涵琨 周子恒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117 重庆邮电大学 胡扬 青思雨 王雨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135 重庆邮电大学 柳腾辉 赵镭 胡艳姿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147 重庆邮电大学 谢治杨 杨稳 王东升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157 重庆邮电大学 朱悦 陈永钛 付方格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182 重庆邮电大学 李成南 邓程木 尹纶培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195 重庆邮电大学 张鑫 王首刚 杨显坤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02 重庆邮电大学 高晓辉 任郑宇 苏誉壹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03 重庆邮电大学 徐余 黄跃 杨佳羽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09 重庆邮电大学 王涛 王业鹏 许美星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12 重庆邮电大学 刘军 包天宇 薛明坤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23 重庆邮电大学 闫永昭 段如兵 王超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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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0020228 重庆邮电大学 张玲侠 缪伟 林桐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31 重庆邮电大学 邱会然 左俊伟 谢航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32 重庆邮电大学 钟志远 傅红宇 陈珉智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33 重庆邮电大学 向晶 谭鸿杰 杨颖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38 重庆邮电大学 易春霞 刘同喜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42 重庆邮电大学 税绍林 张涛洪 孔森林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45 重庆邮电大学 周铸 钱一聪 欧祖强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47 重庆邮电大学 刘成洁 张铎 宋欣琳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52 重庆邮电大学 陈健 陈江涛 周晓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57 重庆邮电大学 单文海 高乐园 惠里镱凤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69 重庆邮电大学 吴涛 王元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70 重庆邮电大学 陆川 袁俊 王宇泰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74 重庆邮电大学 王星宇 任媛 陈志 成功参赛奖
21220020275 重庆邮电大学 周渝 张晓光 梁钜阳 成功参赛奖
21220040008 重庆理工大学 汤彬 梁磊焱 伍倩 成功参赛奖
21220040010 重庆理工大学 郑银 陈兴鹏 姚杰 成功参赛奖
21220040011 重庆理工大学 白锦川 周星宏 赵彩竹 成功参赛奖
21220140004 重庆三峡学院 吴显奎 张铠臻 罗秀英 成功参赛奖
21220140005 重庆三峡学院 蔡飞 王舒颖 胡媛媛 成功参赛奖
21220140007 重庆三峡学院 邓力维 李敏 王壮 成功参赛奖
21230030003 电子科技大学 贾亦真 陶晓君 刘美 成功参赛奖
21230040008 西南交通大学 邹鑫 李昊东 张哲闻 成功参赛奖
21230040162 西南交通大学 崔皓蒙 何俊明 赵天文 成功参赛奖
21230040171 西南交通大学 张译方 宋雨昊 焦雪莲 成功参赛奖
2123011001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王宇 谭熙 廖文利 成功参赛奖
21230200001 西华师范大学 刘雅文 蒋妍 陈林 成功参赛奖
21230200029 西华师范大学 冯丽 成功参赛奖
21240010004 贵州大学 高海韬 彭熙舜 成功参赛奖
21240010024 贵州大学 刘文峰 程忙忙 黄亿辉 成功参赛奖
21240010027 贵州大学 王彬 丁洁 唐鑫鑫 成功参赛奖
21240020001 贵州民族大学 马文斌 罗小松 周欢喜 成功参赛奖
21240020002 贵州民族大学 赵永超 吴再会 申珅 成功参赛奖
21250010036 云南大学 高强 石逸 纪伟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03 昆明理工大学 牛永辉 吴维明 贺德幸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08 昆明理工大学 邹屹东 陈方军 李彪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13 昆明理工大学 刘晓环 万章豪 谭卫川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16 昆明理工大学 杜金龙 马超维 邹全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18 昆明理工大学 沈天昊 匡彪 董睿涵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23 昆明理工大学 汤君瑞 冉剑锋 杨昌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27 昆明理工大学 周盛 谢远哲 刘杰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29 昆明理工大学 陈文哲 王江涛 郭文杰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30 昆明理工大学 刘诗琴 刘骊山 程明倩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34 昆明理工大学 郭晨阳 滕清华 刘昱清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36 昆明理工大学 春雨 王蓝婷 吴兴贵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45 昆明理工大学 贾凤 张月明 张欣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47 昆明理工大学 王倩雯 王文静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50 昆明理工大学 罗科 赵春 胡亚菲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51 昆明理工大学 莫芸瑞 杨民瑶 施丽敏 成功参赛奖
21250020054 昆明理工大学 时慧芳 黄星瑞 牛祥虞 成功参赛奖
21250030006 云南师范大学 游杰 饶玉婧 张家乐 成功参赛奖
21250030008 云南师范大学 朱显珅 许云霞 范玉蕊 成功参赛奖
21260010012 西藏大学 向浩 曹红 李爽 成功参赛奖
21260010028 西藏大学 周木迪 李怀诚 吴鹏飞 成功参赛奖
21270010007 西安交通大学 屈震宇 苏昌杰 彭中木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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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0020026 西北工业大学 曹清龙 熊步先 成功参赛奖
21270020030 西北工业大学 王俊鹏 范琼瑜 刘海潮 成功参赛奖
2127004001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郭旺 孔祥鹏 徐炜桓 成功参赛奖
21270150002 西安工程大学 孔令琦 刘璇 贾乐瑶 成功参赛奖
21270150016 西安工程大学 张妍 高世杰 杨子萱 成功参赛奖
21280030005 兰州理工大学 杨盛琦 韩宏宇 耿思甜 成功参赛奖
21280030006 兰州理工大学 胡子武 李昌德 刘伟民 成功参赛奖
21280030010 兰州理工大学 王佳豪 王佳宁 张永刚 成功参赛奖
21280040004 兰州交通大学 何黎黎 戴林林 宋轩宇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02 宁夏大学 赵喆 董彦国 顾萍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03 宁夏大学 李国利 闫小鹏 魏红星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12 宁夏大学 海英英 薛雅文 闫园园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49 宁夏大学 张刚 万方 薛鸿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52 宁夏大学 孙一丹 杨昌智 王一帆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54 宁夏大学 李艳秀 陈玺 鲁子霖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59 宁夏大学 李昌昊 曹晓峰 尚佳炜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71 宁夏大学 马洪文 孟志坚 黎游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75 宁夏大学 贾大勇 邢霄海 侯敏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81 宁夏大学 胡甜甜 万江华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82 宁夏大学 王裕民 徐潼 马明 成功参赛奖
21300010086 宁夏大学 徐天艺 赵婷 梁倩 成功参赛奖
21300030003 北方民族大学 单壮 午丹风 王美美 成功参赛奖
21300030007 北方民族大学 谭楠楠 王一钒 郭霞 成功参赛奖
21310010010 新疆大学 林蒙蒙 李文丽 毕杰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038 济南大学 亓秀清 孟璐琳 房永丽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105 成都医学院 卢玺 江永燕 毛昂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121 昆明理工大学 李琪琪 夏辉 袁明礼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146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王祎祺 陈磊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176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陆萌 王语晨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193 浙江工商大学 马芳芳 王春迎 马文博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224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校区 宋雪 周奶升 谢雪霜 成功参赛奖
21390100242 东北林业大学 孙远升 张北龙 杨月峰 成功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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