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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K16 傅    进 西北工业大学 特等奖

2 K10 张  浩 东南大学 特等奖

3 K08 王婧一 北京工业大学 特等奖

4 K14 邹如超 南京工程学院 特等奖

5 K17 张秀梅 天津大学 特等奖

6 K03 季显坤 湖南大学 特等奖

7 K01 王东鑫 佳木斯大学 特等奖

8 J08 徐博涵 同济大学 特等奖

9 K15 梁瑞栋 兰州理工大学 特等奖

10 J15 刘志鹏 郑州大学 特等奖

11 I19 徐伟俊 盐城工学院 特等奖

12 K11 王庆海 东北大学 特等奖

13 I17 陈   坤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特等奖

14 J04 徐  榕 西安交通大学 特等奖

15 J22 李文俊 盐城工学院 一等奖

16 J17 高旭东 东南大学 一等奖

17 K07 李云祥 天津大学 一等奖

18 K02 梁升剑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一等奖

19 J06 罗  宁 郑州大学 一等奖

20 J10 孙平莹 河南工程学院 一等奖

21 J19 周  洋 湖南大学 一等奖

22 K06 宇芳婷 北京工业大学 一等奖

23 K09 郑   毅 西安交通大学 一等奖

24 H11 张钰姝 常州大学 一等奖

25 I16 黄   惠 南京理工大学 一等奖

26 I11 李侃恩  安徽工程大学 一等奖

27 J12 胡  成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一等奖

28 J01 占王彬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一等奖

29 J09 贺家煜 武汉理工大学 一等奖

30 J23 林玉亮 南京工程学院 一等奖

31 J16 孙孝央 河海大学 一等奖

32 H05 吕奥洋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一等奖

33 J14 张  猛 佳木斯大学 一等奖

34 I10 焦永斌 兰州理工大学 一等奖

35 J07 张亚杰 北方民族大学 一等奖

36 J20 陈加运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一等奖

37 J11 王  凯 东北大学 一等奖

38 I18 焦晓林 同济大学 一等奖

39 I22 徐  辉 江苏大学 一等奖

40 K13 郝  伟 上海交通大学 一等奖

41 H13 贺泽邦 北京科技大学 一等奖

42 I04 姜思博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一等奖

43 J21 陈宏旭 燕山大学 一等奖

44 I24 张志宁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等奖

45 K05 周恩军 郑州大学 二等奖

46 H19 赵 洁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二等奖

47 I14 刘   靓 常州大学 二等奖

48 K12 孟佳红 北京工业大学 二等奖

49 K04 周静雯 天津大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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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J13 肖逵逵 湖南大学 二等奖

51 I12 洪艺伦 河海大学 二等奖

52 H07 吴彬瑞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二等奖

53 I01 刘  昕 兰州理工大学 二等奖

54 J24 邵红艳 安徽工程大学 二等奖

55 J02 陈叶青 常州大学 二等奖

56 I05 郑宇希 河海大学 二等奖

57 I09 曾令康 河南工程学院 二等奖

58 I07 余  燕  安徽工程大学 二等奖

59 J03 赵  飞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二等奖

60 J05 杨云亮 西安交通大学 二等奖

61 H20 王子荣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二等奖

62 I20 谢文升 清华大学 二等奖

63 I06 吴小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二等奖

64 J18 何潇含 昆明理工大学 二等奖

65 H16 王向东 佳木斯大学 二等奖

66 I23 刘承鑫 重庆理工大学 二等奖

67 I03 曹尚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二等奖

68 I02 汤  敏 大连理工大学 二等奖

69 H10 周仕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二等奖

70 H14 范 湘 上海大学 二等奖

71 H17 石逸扬 中南大学 二等奖

72 H12 赵小军 重庆大学 二等奖

73 H22 李子阳 华南理工大学 二等奖

74 I21 钱灵锋 上海大学 二等奖

75 I15 胡   源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二等奖

76 H23 张栋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二等奖

77 I08 刘腾轼 上海大学 二等奖

78 H15 宋晓阳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二等奖

79 I13 罗振昊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二等奖

80 H06 王    涛 太原科技大学 二等奖

81 H21 彭文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二等奖

82 H04 颜月梅 中国矿业大学 二等奖

83 H18 代其隆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二等奖

84 H02 涂  宇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二等奖

85 H08 段超群 郑州轻工业学院 二等奖

86 H24 王  凡 上海交通大学 二等奖

87 H09 蔡葆昉 南京理工大学 二等奖

88 H01 孔浚宇 南昌航空大学 二等奖

89 H03 王心成 江苏科技大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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