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江苏赛区评奖公示 

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江苏赛区测评工作由东南大学与江北新区集成电路培训

基地协同承办，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以线上测评的方式进行。江苏赛区共有 1107 个

参赛队参加竞赛，共评选出赛区一等奖 183 项，赛区二等奖 336 项。其中在赛区一等奖中择优

推荐 111 个参赛队参加全国评奖。现将评奖结果公示如下，公示期 2021 年 11 月 15 日至 21 日。

公示期内，若对评奖结果有异议，请以实名方式发送邮件至 jsuedc@163.com。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江苏赛区组委会 

2021.11.15 

 

参赛学校 
赛

题 
队号 

学生

类别 
奖项 参赛学生 

常熟理工学院 A题 10723 本科 一等奖 A 丁强 黄圣武 叶军 

常熟理工学院 A题 12121 本科 二等奖 王江涛 方歆儒 朱一凡 

常熟理工学院 D题 12667 本科 二等奖 周雨辰 林铭 孙越 

常熟理工学院 F题 12481 本科 一等奖 王志扬 宋芝文 王梦真 

常熟理工学院 F题 10930 本科 二等奖 王凯超 殷逸鹏 申越 

常熟理工学院 F题 12505 本科 二等奖 刘彦东 陈佳伟 钱溢恒 

常熟理工学院 F题 12187 本科 二等奖 陈启航 董罡成 沈琛博 

常熟理工学院 F题 12448 本科 二等奖 刘哲源 章立靖 孙涛 

常熟理工学院 G题 13048 本科 二等奖 肖波 陈佳杰 徐博杰 

常熟理工学院 G题 10681 本科 二等奖 张桢晨 曾凯锋 李昭颖 

常熟理工学院 H题 11035 本科 二等奖 于润泽 陈婷 姜浩 

常州大学 C题 13015 本科 二等奖 李济深 刘嘉成 王昭淇 

常州大学 D题 10897 本科 一等奖 邓磊 薛子盛 万田宇 

常州大学 F题 11599 本科 一等奖 A 张聪慧 赵鑫瑞 李川 

常州大学 F题 11962 本科 一等奖 A 苟益鹏 高炜凯 黄亚东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J题 13183 高职 二等奖 樊超 徐康博 谢修鑫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J题 12382 高职 二等奖 朱铮彦 卢祖勇 曹汕光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J题 11254 高职 一等奖 A 赖仲生 余朝辉 曹秩豪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J题 11719 高职 一等奖 袁霆锋 施智耀 李文青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J题 12172 高职 二等奖 吴其月 翟宇涵 甘来陈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J题 10813 高职 二等奖 高凡 程永祥 曹序嘉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2775 高职 一等奖 A 刘昱 周康燚 陈冬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2274 高职 一等奖 常记林 刘小康 张玉林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3567 高职 二等奖 张瑞 张军豪 胡紫剑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2685 高职 二等奖 王信芳 陈海波 孟思雨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1665 高职 二等奖 丁臣 何嘉珲 酒旭达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2898 高职 二等奖 周语秋 黄永飞 周成泽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4170 高职 二等奖 周永祥 杨凯凯 汪靖超 

东南大学 A题 13306 本科 一等奖 A 张晨宇 江笑然 唐洵睿 

东南大学 A题 12088 本科 二等奖 王海行 马弋弋 南馨语 

东南大学 A题 13300 本科 二等奖 肖俊杰 石浩天 薛鑫哲 

东南大学 A题 10759 本科 二等奖 滕晓坤 李涵成 符张暘 

东南大学 A题 12196 本科 二等奖 严子逊 徐佳逸 焉止为 

东南大学 A题 11062 本科 二等奖 曹婧悦 孙晓旭 周华鹏 

东南大学 B题 12595 本科 一等奖 施龙浩 潘沈恺 宣凌风 

东南大学 B题 11587 本科 二等奖 赖培富 宋玉成 林豪 

东南大学 C题 12457 本科 一等奖 A 许杨 宋振宇 徐定宽 

东南大学 F题 12028 本科 一等奖 A 叶佳伟 吴帅帅 黄有志 

东南大学 F题 11656 本科 二等奖 冯效贤 刘弘祥 杨航宇 

东南大学 F题 11653 本科 二等奖 赵贤钰 何旻 田乐耘 

东南大学 G题 11920 本科 一等奖 A 章逸文 许轲 桂宇鹏 

东南大学 G题 11989 本科 一等奖 王鑫宇 陶炜辰 周子昂 

东南大学 G题 11749 本科 一等奖 赵洪霄 程泽智 韩础均 

东南大学 G题 13186 本科 二等奖 王彦博 王幸 夏伊尔 

东南大学 G题 11278 本科 二等奖 孙朔 陈志强 韩新宇 

东南大学 G题 13021 本科 二等奖 李文倩 王知非 马雨辰 

东南大学 G题 13096 本科 二等奖 张一坤 丁嘉仪 张皓迪 

东南大学 H题 10849 本科 一等奖 A 郑怀瑾 梁竣 孙旸 

东南大学 H题 11388 本科 一等奖 A 杨嘉畅 张仕卓 岳伊扬 

东南大学 H题 12256 本科 一等奖 A 谢光俊 郑南星 潘梓睿 

东南大学 H题 12142 本科 一等奖 刘智超 王汀略 樊浩宇 

东南大学 H题 12190 本科 一等奖 张作为 潘飞扬 胡笑晗 

东南大学 H题 11383 本科 二等奖 王博石 戴天扬 邱志开 

东南大学 H题 11731 本科 二等奖 傅培玥 贾亚宁 丁亦之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A题 12277 本科 二等奖 吴添凡 李磊 徐敏捷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A题 14251 本科 二等奖 文奥捷 汪劲松 陈德志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E题 11830 本科 一等奖 A 罗紫阳 李新朋 罗凯尹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E题 13645 本科 一等奖 A 徐磊鑫 谢思艺 周伟宝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F题 10699 本科 一等奖 A 乐阳 项之秋 桑晨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F题 10933 本科 二等奖 刘新宇 张志寰 颜宇轩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F题 14371 本科 二等奖 夏文韬 赵子硕 刘俊廷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F题 14050 本科 二等奖 仲崇喜 刘畅 吴书含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F题 11182 本科 二等奖 刘骁汉 陈浩 杨家奥 

河海大学 A题 10903 本科 二等奖 赵弘昊 杨林泽 周冰倩 

河海大学 C题 11884 本科 二等奖 陈浩然 顾钟凡 严瑾瑾 

河海大学 F题 11308 本科 一等奖 王凯毅 刘晨阳 袁振洋 

河海大学 F题 12040 本科 一等奖 孔放 谢晶晶 王瑞莹 

河海大学 F题 11200 本科 二等奖 毕紫琪 廖欧悦 万睿 

河海大学 F题 11224 本科 二等奖 田亚威 吕璇 刘峻宇 

河海大学 F题 11053 本科 二等奖 孙旭杰 陈栋 郭一泽 

河海大学 F题 11473 本科 二等奖 张永辉 李涛 杨锐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F题 11119 本科 一等奖 A 江龙韬 刘怡沛 黄镱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F题 10609 本科 一等奖 曾志恒 刘骏杨 张豪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F题 11086 本科 二等奖 张非凡 胡义康 许黎亮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H题 11416 本科 二等奖 董妍初 张鸿 欧阳文凯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H题 11899 本科 二等奖 朱胜超 胡铭 刘琳琳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H题 11926 本科 二等奖 吉泉仲 陈凯翔 杨锐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H题 12001 本科 二等奖 倪吴广 李攀达 王安东 

淮阴工学院 C题 13501 本科 二等奖 张正涛 袁泉 孙天宇 

淮阴工学院 E题 12451 本科 二等奖 陈庆豪 赵俊 戴进 

淮阴工学院 E题 12454 本科 二等奖 唐凌超 张云龙 王畅 

淮阴工学院 F题 13765 本科 二等奖 周学航 胡崇杨 苏衍 

淮阴工学院 H题 12085 本科 一等奖 A 周事硕 马泽林 路一鸣 

淮阴工学院 H题 13414 本科 一等奖 朱祥 许家瑞 尤嘉鸣 

淮阴工学院 H题 11296 本科 二等奖 胡池 张晓祥 徐欢 

淮阴师范学院 H题 13981 本科 一等奖 A 朱韬灿 江仲起 徐昕瑶 

淮阴师范学院 H题 10780 本科 一等奖 A 栾羽寅 滕中珣 钟静静 

淮阴师范学院 H题 11098 本科 二等奖 孙伟 陆梦佳 刘婧予 

淮阴师范学院 H题 14347 本科 二等奖 吕斌 马康 韩佳敏 

淮阴师范学院 H题 11134 本科 二等奖 王绪玮 李灿辉 裴雨晴 

淮阴师范学院 H题 11239 本科 二等奖 建晓锋 梁小鹏 周迅 

江南大学 C题 10840 本科 一等奖 A 苏春宝 朱浩轩 郭皓宇 

江南大学 C题 12814 本科 一等奖 A 段勤硕 孙环林 周芮 

江南大学 C题 11908 本科 一等奖 朱世怡 张茜 马春颖 

江南大学 C题 11524 本科 一等奖 郑豪杰 杨蕊 廖志杰 

江南大学 C题 11461 本科 二等奖 刘世元 肖媛媛 任舒阳 

江南大学 C题 11167 本科 二等奖 郭建康 赵亚东 徐子洋 

江南大学 C题 12322 本科 二等奖 刘伟哲 田雨龙 鲍潜 



江南大学 C题 12547 本科 二等奖 陶晨曦 黄妍 周睿潜 

江南大学 C题 10978 本科 二等奖 叶俊 黄忆文 饶文韬 

江南大学 F题 10729 本科 二等奖 李峰臣 何丁赋 鲁柳婷 

江苏大学 B题 11980 本科 一等奖 A 汤程烨 许瀚文 吴志强 

江苏大学 B题 12022 本科 一等奖 A 冯健为 王骏腾 秦杨 

江苏大学 B题 11725 本科 一等奖 A 郭恒 谷岳璋 王婕 

江苏大学 F题 13294 本科 一等奖 A 林昕 陈芸 张子悦 

江苏大学 F题 12940 本科 一等奖 A 李治言 彭景怡 范成博 

江苏大学 F题 12184 本科 一等奖 A 顾玉俊 仝佳庚 周政东 

江苏大学 F题 12871 本科 一等奖 A 高煜明 杨鹏辉 廖汉福 

江苏大学 F题 12052 本科 一等奖 A 杨少文 许思聪 吴叶 

江苏大学 F题 13387 本科 一等奖 A 刘熹 姜大海 金海心 

江苏大学 F题 12598 本科 二等奖 苗嘉成 谢毅 陆遥 

江苏大学 H题 13495 本科 二等奖 付天怡 邹承 周段文诚 

江苏大学 H题 13837 本科 二等奖 高康 陈炽根 闫安宁 

江苏大学 H题 13969 本科 二等奖 屠万通 董宇飞 汪航 

江苏大学 H题 13474 本科 二等奖 蒋全杰 仝海博 欧阳鑫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B题 12919 本科 二等奖 马雪妍 王欣欣 李占领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B题 13150 本科 二等奖 沈锐 张佳骏 张浚航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B题 10834 本科 二等奖 奚金明 钟佳瑞  原泉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J题 13756 高职 一等奖 A 沈栋缙 杨智文 刘明皓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J题 13372 高职 一等奖 A 张启聪 贾欣 韩楚鹏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J题 12745 高职 二等奖 雷文 马志强 马凯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J题 12553 高职 二等奖 张志颖 孟刘网 陶进明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K题 13903 高职 二等奖 张荣荣 吕盼盼 韩雨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I题 11509 高职 一等奖 陈奇 黄飞飞 毕雷鸣 

江苏海洋大学 E题 11311 本科 一等奖 A 钱春晓 张旭萌 张旭 

江苏海洋大学 E题 12835 本科 一等奖 田俊龙 葛呈荣 缪佳伟 

江苏海洋大学 F题 12565 本科 一等奖 杨晨 崔庆耀 张天驰 

江苏海洋大学 F题 13795 本科 一等奖 李骏 冯妍 徐航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3513 高职 二等奖 薛文猛 洪青青 陶大宇 

江苏科技大学 A题 11368 本科 二等奖 刘硕 余骁 李云 

江苏科技大学 C题 14041 本科 二等奖 郭星宇  王志勇 张欣然  

江苏科技大学 F题 13447 本科 二等奖 庄境坤 杜文龙 侯赛飞 

江苏科技大学 H题 10885 本科 一等奖 A 王健 曾睿 陈慧龙 

江苏科技大学 H题 10750 本科 二等奖 崔有权 高衡 陈洋 

江苏科技大学 H题 10972 本科 二等奖 李佳辉 张宇 孙诗韬 



江苏科技大学 H题 10816 本科 二等奖 韩嘉乐 付志嘉 潘倩怡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A题 12328 本科 二等奖 陈正东 鲍汉徽 冯庆军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A题 10882 本科 二等奖 喻家军 李超 马礼杰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A题 14284 本科 二等奖 缪正杭 冯鹏源 程远孟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A题 12922 本科 二等奖 孙大龙 马立峰 和家乐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F题 13972 本科 二等奖 江文杰 蔡龙渊 张超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F题 14092 本科 二等奖 付杰 陈俊涛 易泰东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F题 11446 本科 二等奖 刘禄辰 李佳昕 袁慧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F题 11740 本科 二等奖 吕明昊 赵玉寒 钟健一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F题 11707 本科 二等奖 许振阳 王岩 周宇 

江苏理工学院 F题 14341 本科 一等奖 陈龙 金怀凤 吕知远 

江苏师范大学 D题 12727 本科 二等奖 田峥 周乐为 王鑫 

江苏师范大学 D题 12562 本科 二等奖 魏斌 侯俊伶 谢晨慧 

江苏师范大学 F题 12193 本科 二等奖 赵建佳 李皓宇 李楠 

江苏师范大学 F题 12232 本科 二等奖 华志远 牛牧原 温庆豪 

江苏师范大学 F题 11272 本科 二等奖 黄飞璇 王奕智 张亚哲 

江苏师范大学 F题 11779 本科 二等奖 许露 唐刘洋 郜周豪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J题 13705 高职 二等奖 武 旭 赵小龙 沈延旭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2337 高职 二等奖 李泳达 秦子杰 高贾佳 

金陵科技学院 E题 10618 本科 一等奖 潘星颖 贾方 梁楷博 

金陵科技学院 F题 11269 本科 二等奖 苏杰 庞启明 王慧 

金陵科技学院 F题 12211 本科 二等奖 王文豪 张靖晨 陈宏宇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K题 12802 高职 二等奖 丁鹏飞 时苏文 吕国鹏 

南京大学 A题 11155 本科 二等奖 汪皓晨 谢志恒 詹远志 

南京大学 A题 10675 本科 二等奖 王静怡 陶婷婷 何东宸 

南京大学 A题 10948 本科 二等奖 田佳怡 税涵月 阮家琪 

南京大学 B题 11659 本科 二等奖 徐源 高荣正 宋亮亮 

南京大学 B题 11497 本科 二等奖 任晟昊 徐坤莉 殷梓萌 

南京大学 B题 11458 本科 二等奖 陈涛 张思聪 张逸潇 

南京大学 D题 11815 本科 一等奖 A 郭雨维 刁培杰 刘乘杰 

南京大学 D题 12136 本科 二等奖 钱俊 蒋澍 郭庆基 

南京大学 E题 12373 本科 二等奖 陈威宇 刘佳彬 蔡立本华 

南京大学 E题 12244 本科 二等奖 戴月琴 赵雨飞 李心怡 

南京大学 E题 12616 本科 二等奖 李峰 陈明哲 郝旸辰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A题 12349 本科 二等奖 陈武 陈天宇 王健武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A题 12475 本科 二等奖 侯涵宇 姜嘉琪 何昊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A题 12400 本科 二等奖 王九如 薛昊宇 李子康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F题 10873 本科 一等奖 A 颜磊 武鸿斌 丁若恒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F题 10606 本科 一等奖 周潇 高与竞 殷瀚宇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F题 12181 本科 一等奖 邓伟伦 罗炎培 冯梓源 

南京工程学院 A题 10621 本科 二等奖 朱晨 张婕妤 赵瑛 

南京工程学院 A题 11836 本科 二等奖 吴彬 鞠文清 薛培文 

南京工程学院 A题 13225 本科 二等奖 姚京李 梁梦馨 杨涛宇 

南京工程学院 A题 10696 本科 二等奖 范一洲 周博文 范诗钰 

南京工程学院 A题 11941 本科 二等奖 孟哲 王储涵 左展鹏 

南京工程学院 B题 13204 本科 一等奖 A 刘昕禹 李梓滔 彭一程 

南京工程学院 B题 10732 本科 一等奖 张洪伟 孔玲 张笑语 

南京工程学院 B题 10954 本科 一等奖 俞杨杨 徐烨韬 朱松浩 

南京工程学院 B题 10924 本科 二等奖 施瑜濠 王俊杰 卢天阳 

南京工程学院 B题 13897 本科 二等奖 吴奇雨 陈资函 孙梓雅 

南京工程学院 D题 13081 本科 一等奖 A 张乐泉 冯家乐 俞阳 

南京工程学院 D题 13060 本科 一等奖 A 金夏安 罗鑫 王晓曼 

南京工程学院 D题 12415 本科 二等奖 徐志豪 石熠 刘骅毅 

南京工程学院 D题 12310 本科 二等奖 杨淳波 陶宇光 刘俊成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1947 本科 一等奖 A 董振鹏 徐哲 阳志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3708 本科 一等奖 何嘉俊 刘新成 伍昕怡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2535 本科 二等奖 王泽升 牟文远 朱桂民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2484 本科 二等奖 王远浩 金承珂 谭廷瑄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1959 本科 二等奖 蒋威 马丹 宋佳悦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3675 本科 二等奖 张翰林 陈涛 蔡佳伟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2412 本科 二等奖 庄子杰 干贤星 任友林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1968 本科 二等奖 朱陶俊 李义适 朱璐煜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1713 本科 二等奖 周雨轲 庞立轩 刘正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2049 本科 二等奖 陈牧图 祁泽源 宋万轩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2079 本科 二等奖 范佳乐 沈港 林均泽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2103 本科 二等奖 徐畅 刘海光 谢心阳 

南京工程学院 F题 12694 本科 二等奖 孙奕涵 谭雅凡 陈雪琪 

南京工程学院 G题 11668 本科 一等奖 A 杨子澄 赵雨露 曹宇航 

南京工程学院 G题 13246 本科 一等奖 A 陈玮 刘家乐 杨瑞 

南京工程学院 G题 11095 本科 二等奖 陈伟杰 常璐 季强 

南京工程学院 G题 11089 本科 二等奖 房志远 白梓豪 丁杨 

南京工程学院 G题 11110 本科 二等奖 蒋天泽 于永徽 丁祖磊 

南京工程学院 G题 11566 本科 二等奖 曹珂 李传赞 卢周欣 

南京工程学院 G题 12799 本科 二等奖 刘泽琳 沈重霖 朱金波 



南京工业大学 A题 11626 本科 一等奖 A 卢漫可 温颢玮 何思寒 

南京工业大学 A题 11638 本科 二等奖 赵治 崔斌 朱文昊 

南京工业大学 A题 12127 本科 二等奖 董徐扬 陆飞洋 苏炳栋 

南京工业大学 D题 12532 本科 一等奖 A 李维诚 孙文浩 徐誉坤 

南京工业大学 D题 11293 本科 一等奖 顾春浩 石宇辉 李园章 

南京工业大学 D题 14275 本科 二等奖 黄志鹏 缪轶凡 江鑫 

南京工业大学 F题 12133 本科 一等奖 马依航 蒋劲韬 徐超逸 

南京工业大学 F题 12568 本科 一等奖 李健 邹子涵 张雨禾 

南京工业大学 F题 13264 本科 一等奖 张喆 顾俊玮 蔡建文 

南京工业大学 F题 12877 本科 二等奖 陈柏龙 张道鹏 黄品皓 

南京工业大学 F题 12652 本科 二等奖 黄宇熙 孙佳俊 黄海锋 

南京工业大学 H题 11680 本科 二等奖 朱鹏丞 周逸 彭方泽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F题 12223 本科 一等奖 盛慧龙 杨佳龙 徐晓骏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F题 12238 本科 二等奖 王宇童 龚家吕 刘佳成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F题 10942 本科 一等奖 A 张园园 朱昱睿 夏华兵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F题 10744 本科 二等奖 朱向伟 程文磊  陈泉州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H题 13345 本科 二等奖 刘伦 王云龙 张恒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H题 13741 高职 二等奖 吴亮亮 甘镇豪 刘飞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H题 11206 本科 二等奖 王宁 陈云光 彭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I题 10633 高职 一等奖 A 李天军 倪志炫 周云起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I题 14266 高职 一等奖 A 陈梓涵 徐璁 蒙清心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K题 10546 高职 一等奖 A 周昭昭 张旭阳 刘佳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K题 10624 高职 一等奖 陈中原 张宏华 查娟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K题 11101 高职 二等奖 周涛 张东程 张东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A题 10963 本科 一等奖 陈权 郑哲楷 陈怡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B题 12988 本科 一等奖 A 廖乐成 彭施聪 李高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B题 11881 本科 二等奖 伍雨童 邱励寒 樊俊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C题 10537 本科 一等奖 A 申鑫冉 项安黎 陈勇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题 10936 本科 二等奖 赵昊 庞奥宇 雷皓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题 11413 本科 二等奖 傅志辉 岳旭龙 王嘉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F题 10591 本科 一等奖 A 龚小天 邹世培 阙文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G题 11605 本科 一等奖 A 马潇 陈思祺 郑灿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G题 11428 本科 一等奖 刘清博 杨佳钦 魏晨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G题 12331 本科 二等奖 马健文 张炀 金尚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G题 11683 本科 二等奖 姜玉先 张永康 孙一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D题 14470 本科 二等奖 常文啸 叶胜有 沈筱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D题 14467 本科 二等奖 席鸿健 范天一 夏登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F题 14449 本科 二等奖 李小龙 周立夫 张玮羿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3039 高职 二等奖 熊杰 马敏 李子寒 

南京理工大学 A题 12388 本科 一等奖 A 丁飞龙 孟宪碑 严潇 

南京理工大学 A题 10612 本科 一等奖 A 叶博韬 曾涵 胡可傲 

南京理工大学 A题 11674 本科 一等奖 常瀚仁 吴一晗 俞忆 

南京理工大学 A题 11821 本科 二等奖 黄敏杰 吕柄学 徐彬涵 

南京理工大学 A题 12781 本科 二等奖 申翌鸥 朱韦豪 孙博涵 

南京理工大学 A题 11869 本科 二等奖 梁嵩 王子傲 韩治顺 

南京理工大学 B题 13906 本科 一等奖 A 李昌平 朱昊 雷智威 

南京理工大学 B题 13801 本科 一等奖 A 马雪阳 王天之 黄嘉皓 

南京理工大学 E题 10945 本科 二等奖 朱智豪 杨嘉业 赵航 

南京理工大学 E题 12610 本科 二等奖 王宇洋 朱嘉颉 胡李豪 

南京理工大学 E题 12292 本科 二等奖 潘宇昂 尹国胜 黄飞龙 

南京理工大学 E题 12433 本科 二等奖 沈琦峰 王思琦 丁杰 

南京理工大学 E题 11314 本科 二等奖 相峥辉 任章俊 孔德沐 

南京理工大学 E题 13933 本科 二等奖 黄嘉丽 李晴航 季栋浩 

南京理工大学 F题 13228 本科 一等奖 杨城彰 李何峰 杨徐天波 

南京理工大学 F题 13216 本科 二等奖 刘田 田悦芃 卞小贝 

南京理工大学 F题 12352 本科 二等奖 岳照坤 曹越 顾成 

南京理工大学 F题 13558 本科 二等奖 丁畅 燕君帆 杨治 

南京理工大学 F题 13714 本科 二等奖 胡明阳 郭凯 盛新宇 

南京理工大学 F题 13549 本科 二等奖 王德鹏 蒋煜恒 马雁南 

南京理工大学 G题 12934 本科 二等奖 沈源 孙庆茂 郭艺东 

南京理工大学 G题 13054 本科 二等奖 赵锦泽 马畅 王森浩 

南京理工大学 G题 13036 本科 二等奖 陆周韬 黄良博 平泽宇 

南京理工大学 G题 13063 本科 二等奖 王志川 阮永洪 卢其然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F题 11737 本科 二等奖 陈飘杨  蒋宁  彭斐平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F题 11794 本科 二等奖 戴天石 郭乙轩 莫天豪 

南京林业大学 A题 11803 本科 二等奖 戚德伟 陈梓康 刘旺明 

南京林业大学 D题 11194 本科 二等奖 刁宇杰 金璇 狄新宇 

南京林业大学 D题 10900 本科 二等奖 孙可佳 方战锋 唐炜烨 

南京林业大学 F题 11083 本科 二等奖 陈志超 林沁怡 陈可帅 

南京林业大学 F题 11197 本科 二等奖 温运通 杨荟娴 陈泉洲 

南京农业大学 B题 14425 本科 二等奖 方霖涵 夏星达 张熙澈 

南京农业大学 C题 14446 本科 二等奖 陈正卿 熊赟葳 张忠鼎 

南京农业大学 D题 14422 本科 二等奖 刘潇昂 张誉瀚 杨博文 

南京农业大学 D题 14416 本科 二等奖 刘尚昆 曹钰沆 徐一杰 



南京农业大学 F题 14407 本科 一等奖 A 公菲 高文汉 杨舒琦  

南京农业大学 H题 14392 本科 二等奖 傅家莹 叶俊良 杨岸松 

南京农业大学 H题 14404 本科 二等奖 姬莉莉 李解 刘昊 

南京师范大学 F题 11230 本科 一等奖 A 聂龙 刘云飞 曹睿杰 

南京师范大学 F题 12634 本科 一等奖 宋远伟 黄曹阳 许玥 

南京师范大学 F题 11923 本科 二等奖 梁皓辰 闻志成 汤涵 

南京师范大学 F题 13555 本科 二等奖 李铭 谭嘉昕 李鑫鹏 

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C题 10669 本科 一等奖 A 李慧云 沈亚琦 朱磬鼎 

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C题 10570 本科 一等奖 杨言乐 胡迪宇 蔡千慧 

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C题 10657 本科 一等奖 陈瑾杰 於逸伦 尚思涵 

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C题 11161 本科 一等奖 印心童 章杨恺 张津源 

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C题 11590 本科 二等奖 周星宇 牟润蕃 钱凤仪 

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C题 11029 本科 二等奖 张译尹 王缪锐 朱振雄 

南京师范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C题 11350 本科 二等奖 杨雨潇 金子木 王思睿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A题 12637 本科 二等奖 朱永浩 刘霞 徐斌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I题 12928 高职 一等奖 韩凯波 杨浩 季泽海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1005 高职 一等奖 A 皮涛涛 周红波 刘洲明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4239 高职 一等奖 李康 唐奇 黄雨琪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2895 高职 二等奖 蒋婷莉 梁剑琦 郑梓浩 

南京晓庄学院 C题 12364 本科 一等奖 孙姚 邹升磊 范璟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1716 本科 一等奖 A 路家琪 徐彰 王金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1608 本科 一等奖 A 岑晓亮 马尚清 杨乐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0705 本科 一等奖 A 郭靖丰 胡晨浩 刘俊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0765 本科 一等奖 A 卢奕 卢缘钦 蒋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1578 本科 一等奖 程思宇 董可雯 陈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0648 本科 一等奖 张之腾 张波 高翔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1068 本科 一等奖 冯涛 许越龙 吕聪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1593 本科 一等奖 叶聪 王靖宸 葛良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1647 本科 一等奖 沈诚 李大伟 霍明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1491 本科 二等奖 范浩 秦旺林 钱治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题 10603 本科 二等奖 顾浚哲 杨旻荟 田澄睿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C题 11770 本科 二等奖 吴松岩 杨喆 杨嘉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D题 11863 本科 一等奖 A 周顺隆 戚昱 宋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D题 12004 本科 二等奖 徐创 苏瑞 杨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E题 12163 本科 一等奖 楼扬 王艺 丁志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F题 12529 本科 一等奖 A 沈佳杰 周轶磊 王鸿儒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F题 12409 本科 一等奖 A 孙昊阳 成子豪 钱文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F题 12334 本科 一等奖 杨瀚瀛 周卓彦 吴云龙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F题 12658 本科 二等奖 袁萌 刘晓涵 王亚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F题 12208 本科 二等奖 沈中坤 徐劲节 苏笑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F题 12463 本科 二等奖 余得水 欧阳琪 曹仲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F题 12742 本科 二等奖 顾逸阳 徐志豪 唐王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F题 12253 本科 二等奖 任爱申 张宇康 张亮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G题 12772 本科 二等奖 董雯雯 张兆鑫 施江熠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G题 13102 本科 二等奖 张豫苏 邵怡馨 毛翔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H题 13288 本科 一等奖 A 王小龙 殷豪 龙玉柱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H题 13312 本科 一等奖 吴俊尧 蔡婷婷 李佳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H题 13492 本科 一等奖 锋玉辰 王曼洁 王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H题 13252 本科 二等奖 沈钰琳 史宇翔 樊祥瑞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H题 13354 本科 二等奖 李靖洪 朱亚玲 陈豪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H题 13561 本科 二等奖 罗稼昌 丁一 丁云飞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H题 13327 本科 二等奖 韦磊 李隆亮 蒋凯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H题 13171 本科 二等奖 董千恒 翟靖宇 张国亮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D题 13423 高职 一等奖 潘宇枫 孟庆博 徐从心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I题 11932 高职 二等奖 王一卜 端伟亮 张凯恒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J题 11860 高职 一等奖 赵后帅 薛文诗 周于帅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2691 高职 一等奖 A 潘陆宇 王胤卜 薛玉柱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3777 高职 二等奖 耿鑫 李月 王刚 

南京医科大学 
D题 11305 本科 二等奖 

周鑫 

艾丽米

合日 王金芝 

南京医科大学 F题 12154 本科 二等奖 邹晓伟 李昆林 尹思梦 

南京邮电大学 A题 11611 本科 一等奖 A 张政 戴梦缘 李若木 

南京邮电大学 A题 12124 本科 一等奖 A 白瑞昕 丛志刚 陈天豪 

南京邮电大学 A题 12760 本科 一等奖 A 邱孟德 蓝宏鹏 孙海淞 

南京邮电大学 A题 11788 本科 一等奖 A 方浩然 马辰煜 金湛皓 

南京邮电大学 A题 13432 本科 一等奖 A 郑子昂 徐昀韬 陈楚天 

南京邮电大学 A题 11344 本科 一等奖 许宸瑞 朱迪迪 时浩楠 

南京邮电大学 A题 11512 本科 二等奖 陆雨祺 于小轩 陈杨 

南京邮电大学 A题 11434 本科 二等奖 陶玥 竺欣晨 宋少寒 

南京邮电大学 A题 13912 本科 二等奖 焦微萌 鲁舒心 陈颖豪 

南京邮电大学 A题 11773 本科 二等奖 周佳龙 夏彤欣 姜安杰 

南京邮电大学 B题 12946 本科 二等奖 詹健 李天翔 刘宇阳 

南京邮电大学 C题 13519 本科 一等奖 A 陈敬阳 邵明霄 陈万岭 

南京邮电大学 C题 11257 本科 一等奖 A 盛晨曦 唐玉科 钱镇棋 

南京邮电大学 C题 13480 本科 一等奖 卞纪一 蔡润贤 张书龙 



南京邮电大学 C题 13522 本科 二等奖 焦鸣宇 高欣 郭江龙 

南京邮电大学 C题 11143 本科 二等奖 唐高鑫 黄良胜 黄诚 

南京邮电大学 C题 13468 本科 二等奖 胡文轩 梁逸秋 金潇 

南京邮电大学 D题 13591 本科 一等奖 A 何少鹏 肖祉晗 严宇恒 

南京邮电大学 D题 12880 本科 一等奖 A 汤谨溥 殷国栋 冯骥川 

南京邮电大学 D题 13237 本科 一等奖 A 嵇志康 方月彤 陈嘉鸿 

南京邮电大学 D题 12793 本科 二等奖 薛汤林 庞震宇 邱晨旭 

南京邮电大学 E题 13405 本科 一等奖 A 霍劲羽 李世远 赵宇晨 

南京邮电大学 E题 12733 本科 一等奖 A 尚振阳 李成栋 陈泓江 

南京邮电大学 E题 12424 本科 一等奖 刘澍 李京 张子阳 

南京邮电大学 E题 11290 本科 二等奖 麦雨怡 殷筱晗 徐晴 

南京邮电大学 E题 11929 本科 二等奖 赵慧妤 贾守浩 董雷 

南京邮电大学 F题 12892 本科 一等奖 A 虞尧 丁家润 孙浩宇 

南京邮电大学 F题 12889 本科 一等奖 A 章轩然 丛霄 陈裕潇 

南京邮电大学 F题 12901 本科 一等奖 A 叶青云 沈俊杰 王哲 

南京邮电大学 F题 10567 本科 二等奖 杨学斌 马泽森 曾帅 

南京邮电大学 G题 13729 本科 一等奖 A 代军 梁志鹏 沈荣鸿 

南京邮电大学 G题 10909 本科 一等奖 A 姚昌硕 龚百宇 敬广哲 

南京邮电大学 G题 13948 本科 一等奖 A 刘俊杰 张汉骁 李俊杰 

南京邮电大学 G题 13630 本科 一等奖 A 朱淳溪 蒙博苑 左楠 

南京邮电大学 G题 13570 本科 一等奖 周智文 周子涵 来舒阳 

南京邮电大学 H题 13396 本科 一等奖 A 唐承乾 梁炜 梁博文 

南京邮电大学 H题 13240 本科 一等奖 A 陈海峰 赵浩 龚一帆 

南京邮电大学 H题 12355 本科 一等奖 A 吴浩贤 刘卓 邢凤格 

南京邮电大学 H题 12700 本科 一等奖 王徐昊 钟煌铭 黄康琪 

南京邮电大学 H题 13843 本科 二等奖 黄佩 仓伯明 朱兴达 

南京邮电大学 H题 13462 本科 二等奖 魏来 李政杰 奚晓莲 

南京邮电大学 H题 11620 本科 二等奖 杨莹 潘钜今 陈佳涵 

南京邮电大学 H题 12343 本科 二等奖 许霜烨 陈星昱 姚雨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C题 11761 本科 一等奖 A 卞一辰 徐远帆 史纪晖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C题 13465 本科 二等奖 史凯龙 张宇 张之睿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C题 14104 本科 二等奖 俞恒炜 王雨燕 公浩杰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H题 11233 本科 二等奖 孙进 李启朋 杨钦雯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H题 11122 本科 二等奖 刘永正 徐发宁 朱志强 

南通大学 C题 11746 本科 一等奖 A 张子围 朱颂海 黄欣月 

南通大学 C题 11419 本科 二等奖 钱天泓 马宇昂 肖紫依 

南通大学 F题 13687 本科 一等奖 赵恒 张帆 王倩颖 



南通大学 F题 13123 本科 二等奖 华文浩 王秋正 郑松珂 

南通大学 F题 13153 本科 二等奖 王佳 王栩栩 马立 

南通大学 F题 13783 本科 二等奖 张宸萌  金世昀 王龙  

南通大学 F题 12682 本科 二等奖 高金斌 付晨 葛永舜 

南通大学 F题 13753 本科 二等奖 刘鑫慧 贺刘劝 张嘉乐 

南通大学 F题 13120 本科 二等奖 付旭 曹朴 包伽运 

南通大学 F题 12442 本科 二等奖 胡芝龙 徐正祥 潘文逸 

南通理工学院 F题 12676 本科 一等奖 李龙 赵进一 蒋小龙 

南通理工学院 F题 12961 本科 一等奖 崔博 刘庆 陈志豪 

南通职业大学 J题 12709 高职 二等奖 朱鹏飞 渠建国 冯晓辉 

南通职业大学 K题 10795 高职 一等奖 A 沈阳 朱中原 吴治昊 

南通职业大学 K题 11362 高职 二等奖 范舒 顾乔轩 黄凯轩 

三江学院 A题 14533 本科 二等奖 郭志举 屈小琦 胡昊 

三江学院 B题 14548 本科 二等奖 张文杰 张龙 张浩 

三江学院 B题 14530 本科 二等奖 蒋鑫滢 邱淇豪 蔡文婧 

三江学院 D题 14542 本科 二等奖 陆鑫洪 方姣龙 蔡泽华 

三江学院 F题 14476 本科 一等奖 A 王泽楠 刘兴泰 杨富源 

三江学院 F题 14479 本科 一等奖 A 陈逸群 储浩文 杨欣宇 

三江学院 F题 14521 本科 一等奖 杨林霄 李德智 王拓 

三江学院 F题 14509 本科 一等奖 张文卿 陈扬帆 张杰 

三江学院 F题 14512 本科 二等奖 姜加胜 马浩翔 刘嘉慧 

三江学院 F题 14494 本科 二等奖 江鸣昊 岳睿智 洪泽曦 

三江学院 H题 14506 本科 二等奖 占晨龙 王倩 徐畅 

三江学院 H题 14491 本科 二等奖 顾海枫 张雅茹 胡涛 

苏州大学 A题 11131 本科 一等奖 A 刘东滟 王鹏 金轩 

苏州大学 A题 10768 本科 二等奖 杨梦瑶 肖汉 黄睿霆 

苏州大学 A题 12013 本科 二等奖 戴瑄辰 冯泽宇 刘雨寒 

苏州大学 A题 13666 本科 二等奖 宫梓洋 刘远航 吴梓宁 

苏州大学 A题 14260 本科 二等奖 王铀程 赵龙 莫仁基 

苏州大学 B题 10861 本科 二等奖 王青 华宇辉 钱加尧 

苏州大学 B题 10660 本科 二等奖 任哲峰 王磊 丁一鸣 

苏州大学 C题 12559 本科 一等奖 吴振宇 刘晨阳 戴佳惠 

苏州大学 C题 13072 本科 二等奖 吴蒋晨 胡益 郑润琦 

苏州大学 C题 12631 本科 二等奖 任焕宇 邓祥辉 张政阳 

苏州大学 C题 12580 本科 二等奖 苏冠宇 陈彦州 沈诗雅 

苏州大学 C题 12841 本科 二等奖 颜明轩 沈畅 蒋宇阳 

苏州大学 C题 12850 本科 二等奖 王靖 唐佳雯 张泽宇 



苏州大学 E题 12394 本科 二等奖 孙晨 吕晓琪 梁莹 

苏州大学 E题 11887 本科 二等奖 姜涛 杨成 贺子龙 

苏州大学 F题 12556 本科 二等奖 李锴岳 李苗 刘子宸 

苏州大学 G题 13108 本科 一等奖 徐加开 陈天洒 杨鸣远 

苏州大学 G题 11032 本科 二等奖 井开 裘红翠 吴应睿 

苏州大学 G题 13156 本科 二等奖 宋康 曹紫琦 杨晨 

苏州大学 G题 11542 本科 二等奖 徐毅 李涛 朱翟烨 

苏州大学 G题 13138 本科 二等奖 李怡 薛凯阳 方华青 

苏州大学 G题 12763 本科 二等奖 寿乾龙 徐宇朦 束鹏云 

苏州大学 H题 10588 本科 一等奖 A 邓伟业 蒋婧玮 熊超然 

苏州大学 H题 14296 本科 一等奖 高瑞 徐嘉伟 康梓湲 

苏州大学 H题 14374 本科 二等奖 周柯宇 程基烜 潘宸宇 

苏州大学 H题 14209 本科 二等奖 刘天晗 李沂菲 冯璐璐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A题 12043 本科 二等奖 刘帅 詹泽文 谢文静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A题 12220 本科 二等奖 谷天乐 谢金城 任欣雨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B题 13849 本科 二等奖 李昊翔 高翔云 李金龙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B题 14083 本科 二等奖 张洁可 骆增辉 王伟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G题 13393 本科 一等奖 陈靖文 张永康 倪萍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H题 12622 本科 二等奖 戴家乐 易鑫玉 孙世龙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0906 高职 二等奖 孙红洋 张少杰 何克胜 

苏州科技大学 E题 11755 本科 二等奖 谈天鸿 时悦辰 刁宇璇 

苏州市职业大学 I题 12421 高职 二等奖 徐敬康 陈杰 徐韩宇 

苏州市职业大学 J题 10558 高职 二等奖 吴文涛 沙宇栋 朱煜晨 

苏州市职业大学 K题 11533 高职 二等奖 李广 陈桑 杨杰 

苏州市职业大学 K题 12706 高职 二等奖 赵顺 祁鹏 童旭东 

无锡太湖学院 B题 12145 本科 二等奖 张凯杰 施庆阳 李宗哲 

无锡太湖学院 C题 13477 本科 一等奖 A 陈道来 周能 姜燕 

无锡太湖学院 C题 11902 本科 二等奖 赵威振 郑兴 陈嘉瑄 

无锡太湖学院 C题 13129 本科 二等奖 范志成 韩晗 韩婧婧 

无锡太湖学院 C题 10654 本科 二等奖 吕斌 庞丽平 孙晓强 

无锡太湖学院 F题 14215 本科 二等奖 曹东霞 计海龙 董开业 

无锡太湖学院 F题 13090 本科 二等奖 朱佳利 杨凯添 宋心颜 

无锡太湖学院 F题 14011 本科 二等奖 刘佳丽 施铮 何光耀 

无锡太湖学院 F题 12358 本科 二等奖 章伟 陈怡媛 潘苏皖 

无锡太湖学院 F题 12082 本科 二等奖 梁洁楚 刘正昊 李世杰 

无锡太湖学院 H题 13720 本科 二等奖 洪展鹏 孙永飞 管洪秀 

无锡学院 A题 10540 本科 一等奖 张辰洋 王未泱 姜浩 



无锡学院 A题 10915 本科 二等奖 朱成呈 胡志伟 张影 

无锡学院 A题 11539 本科 二等奖 谷年润 张甜梦 蒙源泓 

无锡学院 F题 13438 本科 一等奖 A 张志鑫 郑天衡 许佳乐 

无锡学院 F题 11857 本科 一等奖 A 王兴涛 许栋炜 崔志强 

无锡学院 F题 12067 本科 一等奖 A 周涵 袁哲 顾立浩 

无锡学院 F题 11914 本科 一等奖 A 刘磊 唐勇果 蓝天鹤 

无锡学院 F题 13276 本科 一等奖 A 陈海峰 宋迎傲 孙威龙 

无锡学院 F题 14167 本科 二等奖 侯宜成 王志雄 孙佳琪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F题 12250 本科 二等奖 邬凯 崔嘉龙 何磊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H题 13954 本科 二等奖 杨晨 黄炳然 秦辰润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H题 13321 本科 二等奖 李瀚 成晋昌 臧渊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I题 13825 高职 一等奖 A 王文龙 谢鑫 崔世林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I题 12286 高职 二等奖 徐燕 朱宁 刘子涵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I题 12391 高职 二等奖 王忠晖 吴克凌 郭雨豪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I题 12376 高职 二等奖 郭俊波 史志华 傅云凡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I题 11260 高职 二等奖 王选 尹佳浩 朱翔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I题 13378 高职 二等奖 刘茂彤 闫家富 刘硕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J题 10645 高职 二等奖 董宇航 袁得建 向志涵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J题 13381 高职 二等奖 王锋 程涛涛 黄逸俊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1701 高职 二等奖 陶锡娟 赵呈朋 刘阳 

宿迁学院 F题 12493 本科 二等奖 朱思文 潘婷 刘国成 

徐州工程学院 F题 14119 本科 一等奖 徐星宇 顾亮 李昭洋 

徐州医科大学 F题 11284 本科 二等奖 朱正大 单春杰 杨宁 

盐城工学院 C题 12115 本科 二等奖 张潇 卞启亮 黄子晔 

盐城工学院 F题 11710 本科 二等奖 李家恒 汤云垚 顾立琳 

盐城师范学院 E题 12406 本科 一等奖 A 许仇浩 刘坚艺 金天辰 

盐城师范学院 F题 13450 本科 二等奖 李永波 章强 李涵 

扬州大学 F题 12601 本科 一等奖 A 汤浩楠 陈科洋 范博文 

扬州大学 F题 12496 本科 一等奖 A 马世景 谢利健 汤雨竹 

扬州大学 F题 12379 本科 一等奖 A 张驰 尹宝骐 陈浩楠 

扬州大学 F题 11950 本科 一等奖 牛恺锐 曹克东 朱盼盼 

扬州大学 F题 11425 本科 二等奖 侯强 文杨 谢静 

扬州大学 G题 11818 本科 二等奖 熊鑫 杨速家 虞哲昊 

扬州大学 H题 11074 本科 一等奖 A 唐家磊 孙凯斌 顾羽飞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I题 10771 高职 二等奖 李逸轩 程实 唐笑笑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K题 11323 高职 二等奖 聂阳 张元元 凌和富 

扬州市职业大学 I题 11377 高职 二等奖 王梓宇 李宇成 张宜 



扬州市职业大学 K题 13894 高职 二等奖 方明龙 柏广春 高杰 

中国矿业大学 B题 11629 本科 二等奖 罗子怡 张欣冉 何一凡 

中国矿业大学 B题 11440 本科 二等奖 张茂梁 陈帅先 孙文嘉 

中国矿业大学 C题 11158 本科 二等奖 果超逸 杨翎彬 杨文先 

中国矿业大学 D题 10702 本科 二等奖 周颖杰 李攀 李蓝馨 

中国矿业大学 D题 10987 本科 二等奖 杨振一 焦睿轩 刘冉 

中国矿业大学 F题 11347 本科 二等奖 周书楠 吴一尘 单鑫正 

中国矿业大学 F题 11644 本科 二等奖 曾炜昊 焦健成 徐影 

中国矿业大学 F题 12235 本科 二等奖 周兴豪 杜玉 刘宇岐 

中国矿业大学 H题 12517 本科 一等奖 A 徐逸晖 乔聿尧 武文韬 

中国矿业大学 H题 11479 本科 一等奖 郭世懿 韩凯磊 冯睿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F题 10672 本科 二等奖 郑昊 孙浩洋 卞科琪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F题 11500 本科 二等奖 刘俊昊 陶星 曹彦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H题 12199 本科 二等奖 郭荣毓 张奔 郭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