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老师 队员姓名 学校

周大镯 吴文锐,刘嘉,,刘柯邑 惠州学院

陈亚,冯嘉豪,梁泓志 华南师范大学

熊浩良,李睿婧,王伟帆 华南师范大学

朱麒 赵海波,苏子和,刘春燕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朱弘扬 曾远辉,吴芷珊,刘啟宏 广东海洋大学

周胜 李富豪,刘满钦,桂玉婧 武汉学院

周化 叶亮彤,梁暖燕,林莉莉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周化 李智强,谢腾浩,詹锦泰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周大镯 刘特滨,曾柔琴,李彩霞 惠州学院

钟安原 常笑天,路庆洋,甄久国 山东交通学院

赵昕 戴伟明,袁芝瑞,郑礼访 惠州学院

赵昕 陆露,张伊茹,董家星 惠州学院

赵恒军 田珍珍,刘安祺,彭嵛 重庆文理学院

赵恒军 朱海燕,冉雨鹭,杨海艺 重庆文理学院

赵恒军 王欣雨,周梨梨,殷豪 重庆文理学院

赵恒军 祝春蕊,黄瑶,刘文杰 重庆文理学院

张云霞 张莎莎,吕寅华,周亚男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张云霞 陈雪丽,王梦笛,贾雨昕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张玉林 刘禹辰,张连润,杨睿昊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校区）

张鹏 段云,高实,蒲腾 西南科技大学

张鹏 付振祥,李思谊,马朝响 西南科技大学

张鹏 张思懿,李卫秀,曾万腾 西南科技大学

张鹏 江益,赵青萍,罗一乾 西南科技大学

张静 樊鑫云,韩艺,崔宇 北京联合大学

张浩驰 张鹏,刘志全,王书豪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张海燕 许天行,丁婉莹,赵东兴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张海燕 魏文鹏,常亚辉,韩沁鸽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张菲菲 谢铱梦,全楚忻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张聪 李芊橘,李邦耀,王璐鑫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袁鹏 杨凡,刘欣宇,张靖彬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A题成功参赛名单

各奖项证书（含成功参赛）参赛者及指导老师每人一份。如果姓名、院校名称有误，请在11月23日

之前通过邮件（jingsai@tipdm.com）提出。



袁君 李方舟,JACKSON,Habtamua 武汉学院

袁锋 王兆军,郝博,孟子砚 山东管理学院

余光雷 乔东升,陈亚萍,张晓伟 新疆医科大学

姚惠 陈清美,龙永贵,龙玉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姚惠 王仕春,韦涛,肖李婷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姚惠 龙芳,杨娟,刘桂丞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姚惠 罗思思,桂倩,石开华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杨忠保 彭光群,王娜娜,霍文静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杨正 岳慧峰,杨兴,胡炜林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杨文清 伏秀亮,徐立东,梁一晴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阎继宁 蒋健君,董冉旭,曹宇翔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阎继宁 王梦琪,朱辰越,刘哲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严传波 苏瑞童,纪海洋,马屹佟岳 新疆医科大学

闫志来 谭尊锟,王典佳,邓博宇 广州中医药大学

薛先贵 黄雪,李文香,张辉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薛靖峰 范新玉,王泽典,李素言 青岛黄海学院

薛靖峰 魏林晶,孙海敏,宋安琪 青岛黄海学院

许立波 余凌帆,王云泽,郁闻文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谢治州 张昌丽,魏千航,唐伟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吴英珏 朱瑶,朱澳洁,闫宇星 青岛黄海学院

邬吉波 王诗雨,曹颖,何仲天 重庆文理学院

邬吉波 胡乾坤,郑靖瑶,吴俊俊 重庆文理学院

翁克瑞 袁英皓,马阅欢,田硕 中国地质大学

王小霞 付安凤,尹帮波,周洋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王小霞 杨丽,关伟洲,程富菊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王红 庄鲁贺,韩书,张雪 山东师范大学

王红 李威,张慧,孙文茜 山东师范大学

王海军 王学鑫,张现航 浙江科技学院

王多 李志天,张晓鹏,黄涛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王多 王笑梦,张艳双,钟金华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王承 何嘉悦,庄馥茵,梁桂源 惠州学院

王承 陈国景,邓丽雅,陈添德 惠州学院

王斌会 刘鑫,王银基,唐昊 暨南大学

田翔华 唐珊珊,王文翔,时雨 新疆医科大学

唐名华 陈子禧,周国栋,刘付彩礼 广东金融学院



汤海林 叶治邦,叶俊斌,李文煜 广东白云学院

孙亚星 孔迎澳,汪晶晶,陈文达 南京理工大学

隋丽娜 李超建,张世鹏,吴冬慧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森干 闫茂胜,买力曼·巴哈尼,安霞霞 新疆医科大学

任东晓 林鲁园,黄润阳,谢京宇 浙江科技学院

任东晓 邵梦圆 浙江科技学院

钱文斌 王宏瑜,罗志成,杨林浩然 江西农业大学

钱文彬 幸刚,傅孝龙,孙皓旻 江西农业大学

钱文彬 廖宣英,李昂耕,吴艳 江西农业大学

潘俊 樊锦绮,施宏磊,谢圣杰 浙江科技学院

梅良才 庄宏姿,陈漪琳,胡家琳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梅良才 邹冠如,马彬宁,张庆亮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梅良才 黄晓姗,黄钰莹,杜昊霖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梅良才 陈天乐,尚文杰,金紫乾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梅良才 张淇凯,肖元,侯思捷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梅良才 赵浩然,石丽萍,谭楷城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梅良才 梁盛潮,吴婧,谢宇菲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毛学志 安迈,高晓静,孙继彬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骆世广 何汝湘,张涵,区燕红 广东金融学院

骆世广 郑丹丹,黄彩青 广东金融学院

骆世广 钟智涛,冯影婕,陈丽旋 广东金融学院

骆开庆 刘东铃,许厚澄,葛晓云 华南师范大学

罗晓宾 汪睦琴,李小娅,王中秋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罗晓宾 张利,谭敏,陈方贝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罗晓宾 付婷婷,田茂芝,胡杰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罗晓宾 许晴,杨艳萍,余冬梅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卢方 刘昱晔,凌彬强 浙江科技学院

刘文博 赵燕,李健勋,杨渺渺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刘文博 杜晓娴,李灿,杨建波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刘文博 胡大友,柳太河,张红艳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刘文博 黄诗琦,班丽,张红燕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刘文博 王天祥,刘永红,万周宇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刘鹏飞 张茹,杨文婷,杨倩倩 江苏师范大学

刘鹏飞 高建朋 江苏师范大学

刘鹏飞 祁雪婷,王璐瑶,沈选选 江苏师范大学



刘乃文 吕聪敏,孙丽,张长健 山东管理学院

刘敏娟 郑志伟,任永攀,毋梦纯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刘敏娟 陈国良,姚俊格,张依婷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刘敏娟 高奥鑫,魏飞涵,薛甜甜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刘礼培 黄晶,邱婷,陈兴易 重庆文理学院

刘礼培 赖恩,郭鑫源,郭祥文 重庆文理学院

刘礼培 革贵萍,江雪斓,周言 重庆文理学院

刘磊 齐童辉,马俊磊,李沓 浙江财经大学

刘磊 徐笳皓,陈乐晓,李达人 浙江财经大学

刘建平 孙洋洋,王健,汪伟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林高峰 高钰俐,胡晓晓,仝静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李志 杨吉清,王精东,林松梅 广东海洋大学

李勇 赵晔晔,张智洋,,路志鹏 商丘师范学院

李勇 韩亚东,韩晓威,李威龙 商丘师范学院

李亚 刘雨,薛渊哲,陈泰毅 重庆文理学院

李亚 蒋汪羊,张友,陈美俊 重庆文理学院

李雅林 陈浩,张志强,滕瑜淑 山东管理学院

李雄英 张思榕,孙亮宏,黄铃铃 广东财经大学

李乡儒 陈东,蔡馥好,龙宇希 华南师范大学

李文星 李建杭,姚佰良,何成 暨南大学

李顺异 陈敦勇,谢卓霖,郭洁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李顺异 伍国艳,吴冬霞,赵星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李鹏程 潘钊源,姚佳莹,陈世耿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李明 山祝挺,王周舟,许轶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李莉 李晓燕,常敏丽 新疆医科大学

李君科 旷光明,刘书兰,谭诚信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李丰军 常赢赢,卡德热亚·买买提,张文博 新疆医科大学

李德旺 周焜波,林泽杭,冉雅婷 惠州学院

李成刚 韩雨婷,郝洺帆,李俊蕾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李波 胡文杰,徐天伦,代立晨 中南民族大学

雷婕 韦海燕,李宝英,邬亚灶 玉林师范学院

雷婕 刘慧兰,农瑞佳,苏晓莹 玉林师范学院

雷婕 姜涛,黄月英,何金颂 玉林师范学院

雷婕 韦海锋,蒋丽月,陈彦文 玉林师范学院

雷婕 马千千,刘希敏,何英 玉林师范学院



雷婕 付丹,刘静雯,陈永喆 玉林师范学院

柯忠义 卓燕婵,梁韵怡,吴金伟 惠州学院

柯忠义 黄广银,杨葆源,陈鸿 惠州学院

金玮 张塞康,鲁植元,陈建南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姜显辉 江松,庞瑞生,蒋明阳 重庆科技学院

黄颖 彭柯杰,何茂,何启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黄颖 李佳霜,宋清清,郑淯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黄小敏 麦庆达,钱美琴,吴斯瑛 广东培正学院

黄承慧 何琼芸,倪芝琪,黄宇媚 广东金融学院

胡中煜 孙明剑,罗婷兮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胡朋 郭梦新,席树风,李淑敏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侯雅文 李园,朱丰毅,周钰敏 暨南大学

郭奕 熊雪军,王锦珠,李俊佟 西华大学

龚鸣敏 甘成立,方召良,童德锟 武汉学院

房晓南 耿泽政,毕传美,董玲 山东管理学院

房晓南 董晓龙,王凤菊,刘洪江 山东管理学院

范佳伟 雷一鸣,杨路,曾利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丁鲲 蒲梦瑶,赖文彬,张利群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邓键 丁子威,梁泽浩,朱建忠 华南师范大学

邓德炮 陈淑慧,程少芬,刁明钰 惠州学院

邓德炮 钟裕权,陈春麟,刘心怡 惠州学院

戴琳琳 王玉婕,吴燕群,付纪委 青岛黄海学院

戴华炜 彭向明,赵其柏,廖明铸 惠州学院

戴华炜 杨紫薇,姚晓艺,黄楚君 惠州学院

戴华炜 黄明耀,赖少明,方浩彬 惠州学院

戴华炜 郑洁虹,林嘉伟,唐燕玲 惠州学院

戴华炜 郭子羿,张林涛,李泽群 惠州学院

崔峰 应昊当,王荣,吴瑞鹏 浙江工商大学

迟剑 李沛臻,陈赛迪,刘紫赏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迟剑 张苡玮,谷静云,李相辉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陈延波 陈怡建,孙振兴,李冬辉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陈晓霞 蒋金珂,赵陈雨,范晓瑜 浙江科技学院

陈晓霞 阮淑颖,徐双,冯奕帆 浙江科技学院

陈晓霞 蒋立治,陈雨凯,危思程 浙江科技学院

陈晓东 李旭,付靖钰,姜慧敏 重庆文理学院



陈晓东 周舟,张晶晶,李鑫 重庆文理学院

陈怀进 王嘉俊,罗纯,罗启航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岑苑君 张康,,苏秋淼,郭楚茹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曹靖 王亚楠,王可心,孙倩倩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曹俊,林华秋,蔡晓仪 华南师范大学

梁焰锋,李艺枫 华南师范大学

梁雅颖,李漫婷,王琳 华南师范大学

李焯华 华南农业大学

曾德鸿,莫俊凯,陈文杰 华南师范大学

杨瑶,刘巧云,潘天月 暨南大学

麦成源,何志豪,黄志杰 华南师范大学

廖晏笙,吴逸阳,甘月华 华南师范大学

冼泽林 北方民族大学

刘杨,朱思明,许书瑶 华南师范大学

莫幸清,林斌,潘婉秋 华南师范大学

刘欣然,唐晨,郭慧琳 东华大学

陈铭茵 华南师范大学

孙翔 福建师范大学

蓝汝茜,李奕瑾 华南师范大学

梁沛轩,刘傲然,欧阳锦河 华南师范大学

傅喆,叶子阳,黄科宇 浙江财经大学

王诗莹,吴林璋,黄逸鸿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谢慧敏,滑美子,彭烨彤 华南师范大学

孔溢聪,杨胜浩,陈新毫 韩山师范学院

汤庆中,陈思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洪梓锋,卢振强,陈鸿森 华南师范大学

梁俊豪 华南师范大学

黄羽彤,刘夏飔,谢怡然 华南师范大学

赵树好,姜恺,腾宇航 重庆文理学院

张钰荟,蔡栅榆,李艳欣 福州大学

袁诚,杨眉剑,邓云盼 重庆大学

廖志豪,黎梓骏,杨春桥 华南师范大学

何锐航,谢凌峰,李鸿君 华南师范大学

李学治,张延博,车彩羡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丁跃影,夏心语,程佩文 南京农业大学



胡学谦,梁颢译,杨富军 华南师范大学

蔡桂珠,罗佳婷,曾小红 韩山师范学院

蔡健峰,林俊腾,吉莉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黄兆荣,杨蕙妃 华南师范大学

蔡洪华 华南师范大学

孙耀清,林泳洁,叶伟斌 华南师范大学

李静筠,吴海雲,马颖钰 华南师范大学

黄浩然 华南农业大学

张恒攀,孙琳,曹峻庸 山东科技大学

徐嘉敏,庄晓旋,谷柯璇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唐高智,李龙燊,严沛 华南师范大学

陈赞彬,刘悦扬,侯健恒 华南师范大学

王诗雨 北京工商大学

李瑞新,蒋哲,邹银涛 华南师范大学

张乾龙,崔峥,王于鑫 华北科技学院

孔嘉欣,王磊,蓝婵 华南师范大学

卞山喜,罗祺豪,廖开发 浙江科技学院

廖荣烽,黄恩恩,李俊燕 韩山师范学院

田爽,唐瑞,韦家家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朱引,胡军建,熊佳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靳艳峰 崔宗飞,刘传旺,李淑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赵文启 康鑫,张佳,许洺毓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姚铎帆,刘卓辉,游文轩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徐江涛 高欢,周继鸿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心美 黄成瑞,李彬,王皓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李季 邹佳伦,陈宇,邱爽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段红娟 曾家丽,黄钰倩,徐绮君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段红娟 梁剑君,朱玉婷,卢洁灵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刘智溢 郑智恒,梁嘉豪,马友谦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

刘智溢 何诗欣,陈俊达,李俊杰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

刘智溢 杨嘉安,李锦文,Mohammad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

刘智溢 何晴照,何浩文,刁志豪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

张仕霞 许多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陈婷 唐逸杰,唐伟恒,李相黎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张莉彬 何翰,杨子桐,梁茂才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姚锋刚 何亚琦,张宇昕,张壹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陈觎 杨鹏,陈威,李欣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陈天伟 李宗洋,段宇,粟志强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魏永建 闫畅,张曾韬,智皆滢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永平 刘天瑞,林梦华,张世香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琦 章淼斐,张杨悦,辛书瑶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任怡 李笑雨,李冉,杜梓榆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靳艳峰 谭林艺,卢德昊,陈佳希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靳艳峰 徐佳乐,翟文彬,朱鹏程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耿科明 高其乐,王子怡,曹德智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耿科明 李欠欠,刘甲政,王晓璇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邓雪峰 孔融,刘梓仪,杨莹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王磊 窦豪,曹磊,杨斌斌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郭振亚 戈劲一,夏自成,徐立栋 山东管理学院

赵文启 曾祥茹,刘亮亮·,单文龙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赵文启 王高强,魏永彪,刘雨龙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赵文启 赵婕,韩增琦,贾军正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戴开业 邹国伟,张建业,郑宽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方芳 董剑波,王清霖,王蒙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张尹 刘津豪,唐基强,郭芷萍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郭长媛 张军,吴美华,吴晓如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郭长媛 黄嘉琦,刘晓婷,郑贤惠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郭长媛 李志恒,马嘉恩,杨晓兰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郭长媛 王晓彤,蔡鋆梓,李晓燕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郭长媛 李燕妃,林嘉宏,林粤兴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肖乐萍 庄狄彬,叶展鹏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肖乐萍 李振聪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李金鸽 陈聪,程碧权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黄红梅 徐杰灵,李伟凯,林骏麟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黄红梅 李益,王旭彦,陈叙颖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数模组 徐广,苏玉恒,黄潇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李爽 梁奥茜,梁令聪,陈文乐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张绛丽 戴泳佳,刘灿健,陈一斌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张绛丽 李振华,林伟涛,陈泽杭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陈孟祥 李辉选,黄泽凯,陈泽帆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支艳利 梁伟林,谢森轩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张立辉 高宇鹏,张竣淞,刘旭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廖志豪,黎梓骏,杨春桥 华南师范大学

朱麒 赵海波,苏子和,刘春燕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朱弘扬 曾远辉,吴芷珊,刘啟宏 广东海洋大学

周化 李智强,谢腾浩,詹锦泰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周大镯 刘媛媛,蒋淑玲,曾俊宏 惠州学院

周大镯 刘颐青,徐少均,魏志轩 惠州学院

周大镯 刘特滨,曾柔琴,李彩霞 惠州学院

郑俊玲 张萌,张子璇,尤晓伟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赵昕教授 陈晓琪,陈泽鑫,肖杏晖 惠州学院

赵昕 黄丽,谢黛佳,陈碧仪 惠州学院

赵恒军 田珍珍,刘安祺,彭嵛 重庆文理学院

赵恒军 向维维,左人羽,黄小红 重庆文理学院

张云霞 陈雪丽,王梦笛,贾雨昕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张玉林 刘禹辰,张连润,杨睿昊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校区）

张婷婷 谷文婷,沈晓雪,李君超 山东管理学院

张鹏 付振祥,李思谊,马朝响 西南科技大学

张俊坤 陆诗翰,熊先锋,曾鑫鑫 攀枝花学院

张红 董宇啸,赵镜,彭文奎 兰州理工大学

张红 胡雯妍,翁涛,王锦汇 兰州理工大学

张海燕 魏文鹏,常亚辉,韩沁鸽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张聪 李芊橘,李邦耀,王璐鑫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张春梅 肖鹏,王通,朱晓琪 青岛黄海学院

詹慈瑶 黄少杰,韦添亮,黄俞卫 韩山师范学院

袁君 李方舟,JACKSON,Habtamua 武汉学院

余光雷 乔东升,陈亚萍,张晓伟 新疆医科大学

姚惠 陈清美,龙永贵,龙玉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姚惠 龙芳,杨娟,刘桂丞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姚惠 王仕春,韦涛,肖李婷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姚惠 罗思思,桂倩,石开华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杨忠保 彭光群,王娜娜,霍文静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杨正 杨航,成奕辉,张凯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杨慧敏 于益乐,姜青萍,盖舟 青岛黄海学院

B题成功参赛名单



阎继宁 蒋健君,董冉旭,曹宇翔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严传波 苏瑞童,纪海洋,马屹佟岳 新疆医科大学

薛靖峰 魏林晶,孙海敏,宋安琪 青岛黄海学院

谢治州 蒙开欣,罗素林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肖剑 肖亚利,王博,王瑞雪 重庆大学

吴英珏 朱瑶,朱澳洁,闫宇星 青岛黄海学院

王小霞 付安凤,尹帮波,周洋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王斌会 刘鑫,王银基,唐昊 暨南大学

汤海林 叶治邦,叶俊斌,李文煜 广东白云学院

孙晓通 许盈,温晓洁,郑佳敏 惠州学院

隋丽娜 李超建,张世鹏,吴冬慧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苏进胜 赖韬奇,杨潮锋,黄袁曦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任东晓 黄俊维,王俊恒,卢佳城 浙江科技学院

钱文彬 幸刚,傅孝龙,孙皓旻 江西农业大学

钱文彬 廖宣英,李昂耕,吴艳 江西农业大学

梅良才 李泽钰,陈欣琼,吴双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毛学志 安迈,高晓静,孙继彬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骆世广 丁惠清,叶惠婷,林洁佳 广东金融学院

骆世广 郑丹丹,黄彩青 广东金融学院

罗晓宾 张利,谭敏,陈方贝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罗晓宾 汪睦琴,李小娅,王中秋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刘文博 黄诗琦,班丽,张红燕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刘文博 杜晓娴,李灿,杨建波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刘文博 赵燕,李健勋,杨渺渺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刘鹏飞 牛玉婷,吴仪,周丽丽 江苏师范大学

刘敏娟 高奥鑫,魏飞涵,薛甜甜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刘敏娟 郑志伟,任永攀,毋梦纯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刘敏娟 陈印顺,李倩,吕路莹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刘礼培 黄晶,邱婷,陈兴易 重庆文理学院

刘磊 张群,沈锐,陈鸿达 浙江财经大学

刘建平 孙洋洋,王健,汪伟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林高峰 高钰俐,胡晓晓,仝静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李志 杨吉清,王精东,林松梅 广东海洋大学

李毓丽 郭泽佳,杨运燚,何毅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李勇 赵晔晔,张智洋,,路志鹏 商丘师范学院



李亚 刘雨,薛渊哲,陈泰毅 重庆文理学院

李顺异 杨守星,岑雨蓉,杨小溪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李顺异 陈敦勇,谢卓霖,郭洁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李莉 李晓燕,常敏丽 新疆医科大学

李君科 旷光明,刘书兰,谭诚信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李俭 王馨怡,崔月梨,王凤杰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李德旺 黄煜,罗希特,廖漫琪 惠州学院

李德旺 黄志涛,陈晓冰,陈家怡 惠州学院

李德旺 周焜波,林泽杭,冉雅婷 惠州学院

雷婕 马千千,刘希敏,何英 玉林师范学院

雷婕 韦海燕,李宝英,邬亚灶 玉林师范学院

雷婕 付丹,刘静雯,陈永喆 玉林师范学院

雷婕 潘群勤,覃洁露,钟小雪 玉林师范学院

孔亮 郭晓丽,郑雪滨,张芳莹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孔亮 牛向玉,管春雨,孙兴兴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柯忠义 卓燕婵,梁韵怡,吴金伟 惠州学院

柯忠义 肖曼娜,谢晓彤,吴佳琳 惠州学院

柯忠义 吴欣,廖逸铭,林清燕 惠州学院

柯忠义 王晓恋,李智杰,林凤冰 惠州学院

金玮 赵浩威,孙宇航,张博文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黄小敏 麦庆达,钱美琴,吴斯瑛 广东培正学院

黄承慧 何琼芸,倪芝琪,黄宇媚 广东金融学院

和伟 罗志祥,孟可,王奕清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和伟 郭辉,岳历,刘金帆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和伟 夏名阳,张伯阳,黄炎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韩坤 石盼伟,任彤,宋田静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龚鸣敏 甘成立,方召良,童德锟 武汉学院

傅冬颖 赵彦伟,英溢卓,吴惟一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房晓南 董晓龙,王凤菊,刘洪江 山东管理学院

丁鲲 廖泽奇,丁心岳,汤浩峰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邓德炮 郑凯元,徐媚,骆文福 惠州学院

邓德炮 刘苏娟,卢彦欣,王珏淼 惠州学院

戴华炜 郑洁虹,林嘉伟,唐燕玲 惠州学院

陈延波 陈怡建,孙振兴,李冬辉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陈兴发 肖丽妍,曾珊珊,林晓格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陈婷 何颖,,许奕麟,胡晓曼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陈昊 杨立余 南昌航空大学

岑苑君 庄海旋,陈康乐,赵传智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岑苑君 张康,,苏秋淼,郭楚茹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曹靖 周天阔,胡玉通,李萌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曹靖 王亚楠,王可心,孙倩倩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梁焰锋,李艺枫 华南师范大学

刘惠华,杨美娜,杨兰 广东金融学院

程安生,,张仲珩,刘雨歆 安徽财经大学

董文瀚 东北大学

黄冠华,梁炜鹏,邱栩涛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蔡健峰,林俊腾,吉莉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余文茜,刘晨,卢哲 华南师范大学

王彦博,石涛,李昕 华东师范大学

唐高智,李龙燊,严沛 华南师范大学

邓思齐,陈春雪 中山大学

王聪,王孝天,尤妮 江苏师范大学

张燕燕,杨惠珊,罗俊杰 华南师范大学

徐嘉敏,庄晓旋,谷柯璇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汤庆中,陈思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袁源,陈琳,胡亚轩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崔俊聪,刘晓宇,官奋 华南师范大学

彭云谦,梁铭洋,张雅茜 暨南大学

李溢鑫,郭锦海,陈博精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黄兆荣,杨蕙妃 华南师范大学

孔溢聪,杨胜浩,陈新毫 韩山师范学院

郑颖怡,林毓强 广东工业大学

梁雅颖,李漫婷,王琳 华南师范大学

蔡洪华 华南师范大学

谢咏琪,廖书嫣,罗照尧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彭艺妍,王洋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蓝汝茜,李奕瑾 华南师范大学

陈慧婷 华南师范大学

程艾果,吴婉洁,黄伊玲 华南师范大学

孙沁雯,徐飞,张纪霖 浙江财经大学



骆丹峰,高雨霜,赵培楷 浙江财经大学

靳艳峰 崔宗飞,刘传旺,李淑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晓丹 周欣儿,朱佳怡,余钰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张莉彬 何翰,杨子桐,梁茂才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周敏 唐柏万,刘孟鑫,潘书亮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立辉 段英俊,刘晗,张宇航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李季 邹佳伦,陈宇,邱爽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段红娟 曾家丽,黄钰倩,徐绮君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陈文沛 杨凤,邓恩,薛洁雯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刘智溢 何诗欣,陈俊达,李俊杰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

刘智溢 何晴照,何浩文,刁志豪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

刘智溢 杨嘉安,李锦文,Mohammad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

张仕霞 许多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杨晓欢 王欣,罗佳宜,胡波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陈天伟 李宗洋,段宇,粟志强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王永平 刘天瑞,林梦华,张世香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任怡 李笑雨,李冉,杜梓榆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靳艳峰 徐佳乐,翟文彬,朱鹏程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耿科明 孟珍雨,胡西娴,王廷进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耿科明 李欠欠,刘甲政,王晓璇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俊平 许正腾,夏子欣,魏柔媚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王磊 窦豪,曹磊,杨斌斌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赵文启 赵婕,韩增琦,贾军正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赵文启 曾祥茹,刘亮亮·,单文龙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赵文启 张文博,王子贺,刘平昊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赵文启 张宏飞,张雪,孙晓蝶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邓奎彪 杨嘉怡,梁雨嫣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黄红梅 李益,王旭彦,陈叙颖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支艳利 梁伟林,谢森轩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张立辉 高宇鹏,张竣淞,刘旭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