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A TI杯、推荐全国奖 上海交通大学 黄雨 靳聪 邱淇智

A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东华大学 王慈 闵辉 廖爱华

A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华东师范大学 丁子鳌 陈颖轩 李佳清

A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大学 杨蕾 周梦雅 崔文龙

A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大学 徐静怡 朱奕任 唐圣昊

A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交通大学 郑斐然 朱昱康 施家荣

A 一等奖 东华大学 张细洪 王文龙 李佳运

A 一等奖 同济大学 金屹阳 刘嘉恒 谢承睿

A 一等奖 同济大学 齐晓燕 罗翊杰 黄宇琨

B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海事大学 王晓东 顾骁 孟凡丁

B 一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贺荣栋 余昊 张梦瑶

C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大学 邵家懿 杨茗晖 吴辰昊

C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海事大学 孙吉昊 李博轩 王浩

C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理工大学 徐贤炜 洪文豪 宋浩然

D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东华大学 朱华章 陈子千 杨哲博

D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东华大学 陈帅杰 马鸣浦 张唯佳

D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东华大学 黄晓钰 接莹莹 马群

D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交通大学 冯家豪 段以恒 陈梓欣

D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交通大学 叶炀涛 安炀松 郑炼凯

E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大学 刘峻晖 谷宇航 柯丁睿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东华大学 颜浩然 李俊儒 戎昱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东华大学 杨宇 危玉振 陈展鸿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东华大学 李俊 尤佳鹏 苏梦扬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电机学院 王晨曦 蒙焕方 田晨昊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电力大学 束文鹏 余德洋 何蔚豪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朱泓宇 唐圆柠 王茂鑫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方占奥 朱瞿辰 陈子扬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建桥学院 张福林 陈凯 陈宇浩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理工大学 叶乾旺 胡锦杰 吕凌昊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理工大学 杜娜 葛澜 梁蛟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理工大学 胡锦浩 安加婷 陈晟皓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师范大学 孙钟书 姚晨鸣 王昱人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李雨洋 李泳溢 罗宇翔

F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谭汪涛 罗志阳 韩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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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F 一等奖 东华大学 时振瑞 王进宇 蔺杨叶

G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大学 关正 丁翊钧 杨隽

G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大学 蒋玮 龚乐为 陈彦昊

G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大学 李海帆 祝仕昊 古倬铭

G 一等奖 上海大学 李济宏 陆珉俊 曹泽沛

H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东华大学 金乐阳 李朝东 欧阳阁

H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华东师范大学 姜亿豪 李汧洪 沈盼盼

H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电力大学 商依帆 张鑫豪 杜泽清

H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电力大学 宋辰玥 戴莹莹 刘子炎

H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左培源 张超逸 金悦

H 一等奖、推荐全国奖 上海交通大学 徐思齐 管枞屹 胡章立

H 一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胡智勇 易羽邦 郭校莹

H 一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吴旭 魏羿茜 班佳元

A 二等奖 东华大学 朱恒 余学强 阮家泽

A 二等奖 东华大学 薛亮 张辉 杨胜茂

A 二等奖 东华大学 潘伟星 张婧 李佳微

A 二等奖 上海电机学院 李章萤 洪学文 余文惠

A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吴淞 吴海宽 曹凌云

A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李辰瑶 张斯琪 沙莉娅

A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胡皓博 苏黄芸 张煊宜

A 二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王凯锜 温欣然 吕哲成

A 二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陈家安 刘博文 陈晟浩

A 二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梅雁雯 黄天逸 蔡也越

A 二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张瀚仑 陈晓萌 向一达

A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任梦圆 黄芳灵 许艳媚

A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王宇豪 欧梓洋 唐子涵

A 二等奖 上海师范大学 胡善竣 吴智聪 杨学兵

A 二等奖 上海师范大学 朱忆瑶 吴耀平 张鹏辉

A 二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陶驰 朱安妮 姜浩楠

B 二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阮世纪 孙日图 王飞能

B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王忠茂 克尤木·库宛 高昊

B 二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高卓壮 冯洋洋 徐大桢

C 二等奖 上海大学 冯宇帆 陈磊 何奇鸿

C 二等奖 上海大学 洪天羽 杨宏远 吴联杰

C 二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沈一鹤 曹凯鸿 乔奕宁

C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田璐羽 艾驿 朱杰



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D 二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陈果 赵云锋 贺莺琦

D 二等奖 上海科技大学 严涵 刘翼飞 吴逸凡

D 二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殷永枫 彭庆 戴鹏鹏

F 二等奖 东华大学 朱彦锦 薛杜祎 谢诗韵

F 二等奖 东华大学 曾嘉禹 孔祥健 吴鹏

F 二等奖 东华大学 靳可心 张明睿 陈哲隆

F 二等奖 东华大学 吉豪 刘福藤 黄海波

F 二等奖 东华大学 孔婷 雷佳茵 张淑雨

F 二等奖 东华大学 黄绍卓 刘鹏程 陈宇宇

F 二等奖 东华大学 彭虹凯 洪悦康 王熙正

F 二等奖 东华大学 刘建龙 翁若昊 白嘎力图

F 二等奖 东华大学 靖金衡 张晨帆 曾薇

F 二等奖 东华大学 邵徐涛 孙涛 鄢思恒

F 二等奖 复旦大学 李朝伟 黎林 张栋

F 二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张博远 姜成坤 杨剑辉

F 二等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黎日明 黄圳 刘琪瑶

F 二等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康楷 张玉北 李程

F 二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赵家艺 姚舟斌 王龙

F 二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杨浦） 左浩冬 马新宇 李文钰

F 二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杨浦） 程仕睿 鲁润旭 陈贵烨

F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琛浩 严熠萌 杨兴洋

F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唐以轲 郭元龙 陆申奥

F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牛淋凯 王太询 张泽宇

F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汪海龙 陆心怡 梁健明

F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曹欣路 陈鑫尧 钟诗豪

F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罗晗潇 马刘奇 叶树庭

F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王云尧 岑衎远 崔新阳

F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万英荣 林樵 邓先池

F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袁龙宇 张羽音 徐毅

F 二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吴一昊 张嘉润 应豪磊

F 二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李凯 李钦阳 刘缪一脉

F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王源 兰博天 樊世洋

F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陶争屹 许圳淇 王又其

F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马俊杰 岳坤 盖丹莹

F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周佳俊 李绍友 王志会



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F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李千溪 陈礼安 颜茳渭

F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代琦 王笑然 郭成龙

F 二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吴忆茹 章登元 杨晨睿

F 二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孟泽彬 张金鹏 翁雯浩

F 二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晋敏 孙家辉 陶丽雯

G 二等奖 上海大学 王熙杰 李子涵 向志飞

G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周思远 罗瑞卿 范文涛

G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白证阳 肖茗怡 李则升

G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王嘉栋 李文强 狄子翔

G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刘振峰 刘中慧 郭海菲

G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曲子冰 鲁映杰 毛银杰

G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许济蕾 王光岩 王超

G 二等奖 上海师范大学 周一如 孙亦齐 董奕辰

G 二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韦贤燿 夏余昌铭 旷凤萍

H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申学 陈家祥 刘勇

H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宋炜亮 魏军豪 张拓

H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曹景涵 王翊骅 韩祎玮

H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梁茜雅 狄瑞馨 李天辰

H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余耀 万红强 李斐

H 二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焱 邓宇恒 曾自豪

H 二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刘力华 高艺菲 吕行

H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杨亚龙 倪米勒 董新科

H 二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桑逸成 吴毅萍 王佳滢

A 三等奖 东华大学 孙浩源 李子涵 姜如民

A 三等奖 东华大学 刘霖 孙军 段世豪

A 三等奖 东华大学 耿一凡 韩斯旭 王驰

A 三等奖 复旦大学 何陈龙 沈子扬 周澍本

A 三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杨芳怡 刘灿 夏志坤

A 三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安雯 金玉文 段朝真

A 三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巢瑞丽 方堃 雷朝韦

A 三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樊婷仪 叶根才 赵周杰

A 三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余名婕 谢芷菁 孙逸飞

A 三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陆琛迪 王惠 牟泽兰

A 三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向霖 朱贝林 何梦悦

A 三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李品希 罗忠渝 石炳晖

A 三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周隽宇 刘思瑶 汪奕文



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A 三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金毅诚 宋晟炜 张天麒

A 三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章裕哲 秦诣凡 刘程锐

A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李媛媛 丁逸鸣 肖有伸

A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李海荣 张萌伟 张铭芝

A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姜琳 游越 李世佳

A 三等奖 同济大学 崔一凡 孙景怡 冶子奕

A 三等奖 同济大学 覃晓婧 方少腾 张儒戈

B 三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梁芃睿 王思淳 罗梓霄

B 三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李一品 纪世聪 王权猷

B 三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李智龙 黄嘉杰 张懿明

C 三等奖 上海大学 吴一帆 许鑫辰 艾志成

C 三等奖 上海大学 罗傲 张宜卿 颜子钦

C 三等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曾维杰 蔡依雯 蒋昊燃

C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卢思璇 王贵盛 戴王潮

C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吴思成 廖力辉 荆璞

C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黄雨倩 俞佳妮 何子慧

C 三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柴毓 孟泽润 贾俊杰

D 三等奖 东华大学 李蒨 李建航 李秀娟

D 三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王玮烽 王慧玲 李德渊

D 三等奖 上海大学 范宇皎 程睿 洪浩天

D 三等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李亚鹏 邱斯嘉 程龙

D 三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邱孜轩 盛宇峰 马文骏

D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珈瑜 赵鹏程 祝天成

D 三等奖 上海海洋大学 代文星 杨泰泓 潘文涛

D 三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朱梓臣 曹嘉航 李欣杨

D 三等奖 上海师范大学 赵睿铭 黄友韬 管殷航

E 三等奖 复旦大学 唐元琪 王琳 郭浦哲

E 三等奖 上海大学 叶芳芳 杨媛媛 陈泽

E 三等奖 上海大学 魏娇 邹翔宇 庞成康

E 三等奖 上海大学 张顺禹 池烽 叶震川

E 三等奖 上海大学 邓临海 冯杰谋 林浩宁

F 三等奖 东华大学 周云飞 侯加 郑钧洋

F 三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刘子傲 朱茗暄 王道辉

F 三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 余芳 杨可欣 张佳宁

F 三等奖 上海大学 郑思羽 王少浦 刘洋

F 三等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宋冉 陈倩 陈文华



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F 三等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张百川 田英杰 李德胜

F 三等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刘其中 孙志超 许志豪

F 三等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谭味 刘鑫 俞逸清

F 三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杨浦） 杨开国 姜天奇 蒋启鲁

F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古天元 夏申阳 沈奕川

F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勇前 叶勃 徐帅杰

F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卜宇 蒋霄云 章之家

F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培东 张诗宜 张亦洋

F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孙浩 薛雨豪 盛子耀

F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吴宇洲 梁凯杰 李相积

F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郑杨煜 刘亚奇 刘岱航

F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辉 姚龙 徐立松

F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顾羽麾 蒋翰征 何旺霖

F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谢文杰 姜脉曦 马志鑫

F 三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朱震霄 董家梁 朱海涛

F 三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黄骁骋 张浩东 王永琦

F 三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刘超毅 张徐扬 金俊

F 三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张宇航 张俊杰 柳迪

F 三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孙林国 胡雨湘 冯梦涵

F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丁毅凡 雷欣玥 李江

F 三等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师文豪 王博 张赛杰

F 三等奖 同济大学 付雨蝶 金湘雯 卫星霖

G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胡耀忠 李思嘉 王俞鑫

G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何抒航 聂琛之 黄家耀

G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亦扬 卫润楣 姚韫

G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董昊 徐新昊 王飞雨

G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汤新哲 马骥驰 刘晓东

G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夏彦诚 赵逸敏 范欣鑫

G 三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初子涵 万福泉 孙思进

G 三等奖 上海海洋大学 赵宇航 陈莹莹 李俊佑

G 三等奖 上海海洋大学 陈凌轩 马帅华 谢朋洋

G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童琦钊 龙子洋 吴顺天

G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邱颂祺 李富超 陈燕燕

H 三等奖 上海大学 林丽娜 曾雅婷 白天

H 三等奖 上海大学 钟智勇 陈琪 徐偲宸

H 三等奖 上海大学 李鹏翔 李博为 毛昀尉



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H 三等奖 上海大学 曹熙渐 吕明晟 徐瑞阳

H 三等奖 上海大学 刘璇 陈彦霖 王颢睿

H 三等奖 上海大学 杨可欣 李劲松 朱凌

H 三等奖 上海大学 李宇慧 贾冉 肖苏洋

H 三等奖 上海大学 程靖 江雨荷 唐一南

H 三等奖 上海电机学院 杨弘毅 王骏超 黄羿成

H 三等奖 上海电机学院 李泽隽 范毅 郑振歧

H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赢心 江佳畅 谢定哲

H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白倬溪 王世一 秦颜媛

H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黄琦君 叶爱萍

H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寇焘 李海浪 陈瑜

H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邓旭 张天一 史译诺

H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朱恩佳 丁学瀚 熊梓帆

H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子晟 冯梅溪 向柯宇

H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嘉楠 白世水 吴童萱

H 三等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衍东 朱博文 王嘉辉

H 三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刘振宸 游克垚 施郁凡

H 三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王波峰 黄凯楠 陈俊先

H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林欣 刘溪 浦聪

H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侯振中 张典 张建伟

H 三等奖 上海理工大学 王清涛 刘子怡 徐冠劭

H 三等奖 同济大学 郑立衡 周熙哲 周传品

A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邓雅菲 郭朗玥 吴洪

A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袁抄 徐恬 秦鸿基

A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杜泓熠 孙殿凯 吴国民

A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赵鑫 陈傲 高明俊

A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李杰 唐为庆 熊佳宝

A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刘权 贾海洋 闫慧明

A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路皓晨 胡焰 刘云圣

A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李金鹏 王绍吉 廉治

A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席艺允 王志勇 文翰林

A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力大学 叶作淳 周麟炎 俞文戈

A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力大学 徐晓蕾 宋婧怡 黄馨漪

A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柷茂峻 薛诚浩 陆心怡

A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王梦源 崔梦婷 张华

A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王悦欣 雷德秀 李欢



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A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李浩然 孟令朋

A 成功参赛奖 上海师范大学 李金妍 高捷 刘瑾

A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姚宇阳 王家盛 罗浩

A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张大林 周子旸 刘琪敏

B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力大学 俞韵凯 边浩泽 尹天赐

B 成功参赛奖 上海建桥学院 周梦婷 胡雯蝶 刘卓

B 成功参赛奖 上海交通大学 刘展鹏 孟庆祚 陶雯

B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朱莹冰 朱祺 张煜奇

B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陈晗 刘又演 吴英香

B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刘小亮 王洋 荆佳佳

B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宋伊辰 程琪瑞 宋蔚珂

C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黄福毅 雷恩璞 张灏驰

C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徐芊雨 伍虹君 孙延

C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金蔡渊 孟灿方 许铮

C 成功参赛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杨富春 陈宁 罗康

C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赵峻岭 邓绪广 邝郭晨

C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丁焕杰 苏再尧 洪润鑫

C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陶浩鹏 罗家宇 边麒露

C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程天琪 张少伟 李程

C 成功参赛奖 上海建桥学院 钟悦 陈豪 殷铭

C 成功参赛奖 上海交通大学 周诗洋 杨一铭 王蒙蒙

C 成功参赛奖 上海师范大学 黄瑞遵 秦泽邦 余永松

C 成功参赛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高开放 张丽琴 郭超杰

C 成功参赛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孔浩宇 时启航 周八荣

C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夏天 王逸文 宣思诚

D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付润恺 周一诺 邢向凯

D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毛子龙 王吉林 韩慧敏

D 成功参赛奖 上海科技大学 李安童 王宇同 贺贯齐

E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赵姝婷 田宇禾 蒋思遥

E 成功参赛奖 上海大学 李澳 余运洋 苏可馨

E 成功参赛奖 上海大学 王正 朱硕 何鹏军

E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敖国华 邓婕 王蕾

E 成功参赛奖 上海师范大学 姚欣赟 胡欢 张明慧

E 成功参赛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李浪 赖长健 朱光春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黎润华 彭泽榕 汪  佳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姜中华 滕文灏 李卓凡



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杨圣豪 马艺菲 张亮亮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林天翔 况盈盈 尹倩倩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高志胜 钱智欣 王勤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莫中记 梁天洵 阮宇哲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谢仕彬 孙佳乐 唐志伟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周佳媛 蔡丹 夏胜强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刘张昱 李欣桐 栾翔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林健颖 马泽洋 王丽燕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黎书凡 李嘉荣 王康平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郭川俊 吴一凡 余沐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游笑雨 林存琦 肖宇轩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刘航奇 戴仁龙 李廷志成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臧飞 张世雄 汤立飞

F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吴琼宇 吴恩保 徐启程

F 成功参赛奖 华东师范大学 陈智 胡展瑜 徐奕铎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刘旭东 刘梓芃 江波池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何满金 邓祥昌 马虹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田鹏 刘光福 陈茂炜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王开心 曹菲菲 郑皓严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薛元博 孙淼 曾选贤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机学院 姚茂漩 罗怡辰 张紫梁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机学院 夏嘉琛 李剑平 徐天乐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机学院 付哲铭 马文杰 梁庆楷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机学院 冉东阳 何龙 潘凯凯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力大学 杨畅 刘畅 樊俊良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力大学（杨浦） 杨潜 李浩 江世杰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周莹 康振 尹顺涛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姜宇 张道宏 王安平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魏洋 刘博 殷发明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周国龙 谭鑫 李林凯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林威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吕文学 郑杰 张鹏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童诚杰 陈润 铁振弘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建桥学院 章子龙 张旭 庞杨坚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建桥学院 刘贝 侯凯元 沈俊宏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建桥学院 卫炜 严佳影 岑昊君



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建桥学院 毛鸿杰 冯荣章 陆时雨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建桥学院 张松源 谢官庭 顾逸宸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建桥学院 田逸 李诚骏 袁泽辰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交通大学 董广玉 王旭 颜工智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任安华 张欣怡 周三琪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郭履宝 冯天力 李康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徐晶钰 赵晨阳 周浪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俞平 杨璐 代玉凤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付博闻 石芯宇 何小田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周申博 高源 王毅晨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卢德祥 许东辉 薛宇涛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师范大学 高艺友 张俊秀 张伊宁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师范大学 姜骁轩 李黎 李雨城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师范大学 许博 张千辰 李政萌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马潮 程欣铭 张思哲

F 成功参赛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韩佳锜 尹振欢 章嘉伟

F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赵恩霆 李嘉晨 张传睿

F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廖泽淇 初新宁 刘欣怡

F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薛文涛 唐雅凡 姚思宇

F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岳可 杨彩 张赵雷

F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孙晨 尚以坤 常圆

G 成功参赛奖 上海海洋大学 陈问淑 李晓康 梁哲凯

G 成功参赛奖 上海海洋大学 姜嘉辉 陈润哲 居孝渊

G 成功参赛奖 上海海洋大学 姜子昂 王冰妍 孙建国

G 成功参赛奖 上海海洋大学 徐信 朱子豪 张雅韵

G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杨迈斯 胡家祺 冯琪

G 成功参赛奖 上海师范大学 钟瑛洁 谢宇航 王孜博

G 成功参赛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刘福 徐梓源 崔泽

H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陈宇舟 江昊阳 黄特特

H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孙玉雯 陈赛颖

H 成功参赛奖 东华大学 金贝芋 黄佳丽 张家瑜

H 成功参赛奖 华东师范大学 胡燕萍 蔡飞宇 李沛洋

H 成功参赛奖 华东师范大学 李子尧 张锡生 朱逸飞

H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力大学 肖奎煜 包凌帅 李沈豪

H 成功参赛奖 上海电力大学 竺楷杰 金成铭 覃俊远

H 成功参赛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邓若冰 任俊杰 王泽林



题号 拟评赛区奖项 参赛队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H 成功参赛奖 上海交通大学 傅易 牛瑞骐 郁彬涛

H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蒋松怿 赵博 刘浩楠

H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苗峻铭 刘融 王哲予

H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吴光飞 林智豪 王鸿睿

H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沈五一 葛品仕 安俊睿

H 成功参赛奖 上海理工大学 张鑫 戴诚楷 朱晨

H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王佳程 王悬济 白怡霏

H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李懿 范心豪 裴书涵

H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李振源 赵建培 张亚静

H 成功参赛奖 同济大学 张淞皓 刘文昊 费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