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注册邮箱 参赛院校 赛区 指导教师 队长 队员1 队员2 奖项

1 xcymlove@sina.com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东北赛区 孙秀玲 刘平易 刘旭 于丰齐 一等奖

2 1250721022@qq.com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东北赛区 田丽华 李旭耀 王阳洋 于世康 二等奖

3 934036190@qq.com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赛区 冯诚 周世杰 刘圆圆 彭牧 三等奖

4 yzc97324@126.com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东北赛区 赵松、边奕心 杨梓婵 王露颖 李治霖 三等奖

5 m18846133817_1@163.com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东北赛区 赵松、边奕心 谢思雅 唐晓明 张孝儒 三等奖

6 m18845763192_3@163.com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东北赛区 赵松、边奕心 周佳明 蒋佳芯 三等奖

1 919478753@qq.com 北京理工大学 华北赛区 李凡 朱威浦 黄杰 汤程翔 一等奖

2 1529524526@qq.com 山东师范大学 华北赛区 田杰 安晨 蒋佳秀 谭晨皓 一等奖

3 czy.1@163.com 山东师范大学 华北赛区 高保忠 陈震源 张晓 崔锴 一等奖

4 471861820@qq.com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华北赛区 高文超 任荟文 常建慧 薛懋杰 一等奖

5 panda7456@126.com 北京理工大学 华北赛区 李凡 潘达岩 宋梓瑚 袁嘉乐 二等奖

6 1440353224@qq.com 北京理工大学 华北赛区 李凡 曹烨彤 李峥 时光昱 二等奖

7 xiexiean@qq.com 北京理工大学 华北赛区 李凡 解亚东 黄俊伟 史佳涵 二等奖

8 1018420625@qq.com 防灾科技学院 华北赛区 尹慧超 宣子腾 赵鸿铭 谷若辰 二等奖

9 1772084297@qq.com 山东师范大学 华北赛区 高保忠 王栋 别同 吴一鸣 二等奖

10 408955418@qq.com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华北赛区 张国英 邹奇燃 邓加成 程相焜 二等奖

11 1054589579@qq.com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华北赛区 高文超 崔锡勇 侯佳敏 麻恩涛 二等奖

12 imliupu@126.com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华北赛区 高文超 刘朴 赵瑞洁 王刘敏 二等奖

13 cfhm_r@outlook.com 北京理工大学 华北赛区 沈蒙 唐回峰 廖泽霖 靳洪博 三等奖

14 kunkun9876@163.com 防灾科技学院 华北赛区 刘兵 王湛鲲 王林 张云志 三等奖

15 1281477238@qq.com 防灾科技学院 华北赛区 刘颖 伏晓龙 陈美慧 朱鲁俊 三等奖

16 635198488@qq.com 防灾科技学院 华北赛区 孙晓叶 刘祺 付剑颖 钱锦程 三等奖

17 1984035839@qq.com 防灾科技学院 华北赛区 孙晓叶 王泽伟 林祖宏 张子威 三等奖

18 m18749111544@163.com 防灾科技学院 华北赛区 鹿玉红 霍子宇 毛紫荆 霍鹏宇 三等奖

19 mmtangying1314@126.com 山东师范大学 华北赛区 田杰 李璟钰 徐儒常 项照程 三等奖

20 1139853107@qq.com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华北赛区 吴雅琴 徐丹妮 张腾 王学芳 三等奖

1 834558223@qq.com 安徽工程大学 华东赛区 戴家树 胡东杰 陈浩 一等奖

2 805568437@qq.com 安徽工程大学 华东赛区 李钧 丁思捷 胡晓祥 一等奖

3 821882783@qq.com 安徽工程大学 华东赛区 章平 杨星雨 史翔 一等奖

4 zc160513127@163.com 上海海事大学 华东赛区 黄细霞 张程 周宇 陈大伟 一等奖

5 937848432@qq.com 上海海事大学 华东赛区 黄细霞 郑淇元 徐航 赵明绘 一等奖

6 1305709230@163.com 安徽工程大学 华东赛区 严楠 陈棋 伍火艳 二等奖

7 1574133487@qq.com 安徽理工大学 华东赛区 蒋社想 郑园飞 高鹏连 二等奖

8 1955108882@qq.com 滁州学院 华东赛区 张永定、赵生慧 张康 李奇文 张杰 二等奖

9 956813846@qq.com 滁州学院 华东赛区 张永定、赵生慧 王永强 李奇文 二等奖

10 1349909509@qq.com 滁州学院 华东赛区 张永定、赵生慧 胡志成 樊晓旭 周子晨 二等奖

11 744252253@qq.com 上海海事大学 华东赛区 黄细霞 孟杭 张山甲 丁帅 二等奖

12 1428661968@qq.com 上海海事大学 华东赛区 黄细霞 刘娟 韩志亮 孟庆尧 二等奖

13 2339185260@qq.com 苏州市职业大学 华东赛区 刘昭斌 杨忻怡 杨晓昶 董思淼 二等奖

14 18068424936@163.com 苏州市职业大学 华东赛区 刘昭斌 朱训 张驰 赵佳豪 二等奖

15 804284734@qq.com 浙江工业大学 华东赛区 李燕君 孟娜吉 万妮 祝驿楠 二等奖

16 1115123568@qq.com 安徽工程大学 华东赛区 严楠 陈向东 曹阳 束成伟 三等奖

17 742350475@qq.com 安徽工程大学 华东赛区 李钧 徐忠林 曾焱 三等奖

18 1210795176@qq.com 安徽理工大学 华东赛区 蒋社想 杨丰魁 高犇 潘剑强 三等奖

19 2218418359@qq.com 安徽理工大学 华东赛区 蒋社想 刘博 丁晓晖 朱刚 三等奖

20 2423824433@qq.com 安徽理工大学 华东赛区 陈辉 查昊昊 严振 查安琪 三等奖

21 1322706850@qq.com 安徽理工大学 华东赛区 陈辉 李汪蕾 万婧 钱佳佳 三等奖

22 3296123397@qq.com 滁州学院 华东赛区 张巧云 曹锐 张伟男 杨瑞 三等奖

23 1334295785@qq.com 滁州学院 华东赛区 张永定、赵生慧 曹诗祺 解立 王飞 三等奖

24 1094767241@qq.com 滁州学院 华东赛区 王杨 董智健 蒲静敏 周婷 三等奖

25 654130286@qq.com 河海大学 华东赛区 单鸣雷 邓羽丰 陈开泉 周茗蕊 三等奖

26 2668014@qq.com 陆军工程大学 华东赛区 刘鹏、袁恩 刘仕鑫 施俊明 张曹俊 三等奖

27 447862287@qq.com 上海海事大学 华东赛区 黄细霞 顾秀涛 王永爽 金宇 三等奖

28 786626041@qq.com 上海海事大学 华东赛区 黄细霞 张明明 张德俊 李飞宇 三等奖

29 18817943608@163.com 上海理工大学 华东赛区 施伟斌 刘世蔷 谭靖宇 许小徐 三等奖

30 26a26a@163.com 浙江大学 华东赛区 陈积明 毛松杨 章宦耀 陈臻毅 三等奖

1 1173521316@qq.com 梧州学院 华南赛区 陈聪 朱春龙 陈艳玲 张婷芬 一等奖

2 757060377@qq.com 梧州学院 华南赛区 卢在盛 钟昌升 李国庆 李娇玲 二等奖

3 1085016719@qq.com 梧州学院 华南赛区 陈聪 潘柱文 李雅兰 陈燕芳 二等奖

4 2436136512@qq.com 梧州学院 华南赛区 何高明 陈雁芠 黄艺萍 廖木生 三等奖

5 2515375238@qq.com 梧州学院 华南赛区 何高明 樊江飞 潘海森 邓金富 三等奖

6 2516402050@qq.com 梧州学院 华南赛区 李海英 李曼 范伟新 黄叶萍 三等奖

7 521293831@qq.com 梧州学院 华南赛区 蒋琳琼 韦鑫 张宇 李天林 三等奖

8 841870543@qq.com 梧州学院 华南赛区 郭慧 赖善豪 周暘 汪凌鹏 三等奖

东北赛区

华北赛区

华东赛区

华南赛区



1 3290257887@qq.com 湖南大学 华中赛区 凌纯清 王子豪 李逸文 魏月露 一等奖

2 1372682729@qq.com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赛区 谢伟 杨正兰 王泽红 朱国华 一等奖

3 969359624@qq.com 湖南大学 华中赛区 胡红平 周德山 苏雅雯 梁恒铭 二等奖

4 1634049430@qq.com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赛区 姚华雄 杨斯凌 龙莹 许楚楚 二等奖

5 dafeinidejidan@sina.com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赛区 姚华雄 吴淑庆 夏洪运 杨锦航 二等奖

6 1144647654@qq.com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赛区 姚华雄 段雅颂 宋佳玲 林俊钒 二等奖

7 290533982@qq.com 安阳师范学院 华中赛区 孙华 张猛 刘深 曹元浩 三等奖

8 842967450@qq.com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赛区  刘明 易馨 余越 岳瑶 三等奖

9 894430738@qq.com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赛区  谢伟 涂悦 刘婕 尉肖梅 三等奖

10 875604402@qq.com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赛区 刘明 曾静 孙慧悦 三等奖

11 517855956@qq.com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赛区 刘明 钟盛涛 周雅静 陈跤龙 三等奖

12 374817920@qq.com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赛区 姚华雄 李昭滢 李煜峰 夏瑜潞 三等奖

13 510960967@qq.com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赛区 谢伟 陈若瑶 许玲玲 曾茹 三等奖

1 1259749103@qq.com 忻州师范学院 西北赛区 毕玉璋 肖宝明 杜瑞芳 杨恒洲 一等奖

2 945517524@qq.com 太原师范学院 西北赛区 穆晓芳 张健 张未秀 武兴宇 二等奖

3 925076185@qq.com 太原师范学院 西北赛区 赵志瑛 梁晋铭 李阳 李艳馨 二等奖

4 1193034273@qq.com 太原师范学院 西北赛区 亓慧 李佳健 陈思瑾 乔瑞 三等奖

5 2437904064@qq.com 太原理工大学 西北赛区 贾敏智 孙海东 王凯 杨耀根 三等奖

6 103271873@qq.com 太原师范学院 西北赛区 穆晓芳 尹浩浩 任天磊 王雨嫣 三等奖

7 qiehk2012@163.com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赛区 王长青 贺凯 刘匡普 三等奖

1 yifei@cqu.edu.cn 重庆大学 西南赛区 曾令秋 胡刈飞 何清 殷周涛 一等奖

2 funny874571495@163.com 重庆大学 西南赛区 韩庆文 刘芳利 汤云旸 张校源 二等奖

3 18039112732@163.com 重庆大学 西南赛区 曽令秋 张克 胡龙彪 马济森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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