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级 题目编号 指导教师 学校

A10 刘东昊 张凯 陈彦汝 张静亚 天津工业大学

A40 谢怡彤 张琳 孙良淼 谢家祖 天津师范大学

A41 王柯雯 唐珺祎 徐哲 谢家祖 天津师范大学

C14 黄楚 娄晴晴 苏江松 刘继伟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

C26 陈南霖 王嘉炜 李禹欣 赵二刚 南开大学

C27 陈嘉玮 安  宇 杨  杰 赵二刚 南开大学

D19 姚徽阅 张  瑜 孙寒煜 王海 南开大学

F003 朱卓宁 车学远 赵学宁 刘丹 中国民航大学

F004 肖敏 欧阳征逸 由嘉伟 张聪玲 中国民航大学

F049 贺涛涛 詹鹏 丁立 王永亮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F098 刘泓泽 徐翔 赵世祥 王世明 天津科技大学

F108 孙泽疆 曹意 秦璐 徐文超 天津商业大学

F117 李聪 陈金韬 马慧英 王鑫 天津理工大学

F145 张保丰 张衎 魏恒毅 刘迎澍 天津大学

H02 胡善元 刘寒 何牧钢 曹芸茜 中国民航大学

H04 盛湛峰 史勃雄 端木云龙 程争 中国民航大学

H21 戴健美 袁灿 赵金铭 胡冬梅 天津工业大学

H58 赵志攀 陈开轩 朱鹏峰  于柏 天津商业大学

H65 刘恒宇 莫玮 潘聂 郑博文 南开大学

H67 于千博 赵怡淞 高浩天 刘晓颀 南开大学

H74 刘健兵 徐德军 吴明臻 马永涛 天津大学

I02 刘子豪 赵棣圣 王浩然 秦岩 中国民航大学

K03 范家彰 王静冉 李智峰 牛洪涛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A12 雷雅琪 徐一帆 乔小航 沈振乾 天津工业大学

A21 张昊 王嘉城 张诗暄 刘意 天津工业大学

A28 苏鹏 王鹏 王春鹏 马宁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A47 李国斌 师菲蓬 牛彦淇 侯淑萍 天津商业大学

A53 罗喆宇 张子洋 何澳 王达 天津大学

A59 谢伟瑛 王东霞 谢雨欣 闫智 天津商业大学

A60 王涛 刘利洋 郑有钰 刘晓培 天津商业大学

C13 刘鹏宇 方宁 张劲东 郝飞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C16 周新承 方子萌 徐佳琪 梁斌 天津师范大学

C17 吴阳 常素娅 任涛 张博 天津师范大学

C22 李东宸 李铭周 蔺一璇 王俊峰 天津理工大学

C24 姬怡深 郭笑爽 李建铭 王艳芳 南开大学

D02 陈强 郭启蒙 梁嘉杨 胡艺馨 中国民航大学

D05 刘旭 汤石林 郭尹哲 赵光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D11 李虹 陈涛 朱策 杨斌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D13 曹沃野 杨辉 云博 杨斌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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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 林升隆 潘维轩 罗甲 高铁成 天津工业大学

E12 韩祥健 宋曜璇 方伟为 姜道连 天津理工大学

F005 邓伟杰 蔡晋 吴浩亮 马垠飞 中国民航大学

F028    容豪 王泽宁 李嘉钰 高圣伟 天津工业大学

F035 栗花伟 郭孝哲 孙丙帅 高虹 天津工业大学

F053 董国庆 张骞晓 毛元杰 韩瑜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F080 陈建明 周庆文 管毓胜 杨国庆 天津城建大学

F085 叶金霖 池建钢 周柯翰 王鹏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F094 王思聪 吴永豪 李贵鸿 张大伟 天津科技大学

F095 陈廷宇 刘庆亮 丁昊阳 张大伟 天津科技大学

F096 牛柯文 钟彬富 李瑞涛 戴凤智 天津科技大学

F119 孟天泽 刘海洋 陈树炎 王鑫 天津理工大学

F120 王启岳 高耕 牛鸿阳 王鑫 天津理工大学

F133 王雨石 应新斌 庞震 赵二刚 南开大学

F156 吴振振 苏大宁 郭天烁 肖谧 天津大学

F164 于赫彤 张迈 刘博安之 李一博 天津大学

F173 张进 黄文杰 胡昆澍 刘高华 天津大学

G08 高靖达 单云龙 张子聪 郭建川 天津工业大学

G09 李晨剑 李占芳 郭世亮 赵学玲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G14 刘启辰 武世玉 周子翔 方胜宇 天津仁爱学院

H01 刘嘉鑫 许义彤 杜尚霖 闫冬 中国民航大学

H09 樊秀慧 李苏楷 韩子恒 田磊 天津工业大学

H12 潘浩然 柳佳一 闫一菲 段晓杰 天津工业大学

H19 夏宁宁 欧宗锟 张鑫尧 王慧泉 天津工业大学

H20 何洁阳 马健 林玉海 袁臣虎 天津工业大学

H31 陈俏锐 杨鹏 王鹏丞 胡山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H34 谭哲炯 任星侠 尚春虎 李吉功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H41 刘帅 杨解 何欣宗 方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H72 牛妍桢 郑泽馨 侯宇森 李茜 天津大学

J01 李鑫飞 刘志强 李路伟 贾海瀛 天津职业大学

K06 高欢 崔鑫 王成 王彦 天津职业大学

A01 陈浩然 孔嘉 符勋 胡铁乔 中国民航大学

A06 林心怡 贾子颖 张亚茹 张静亚 天津工业大学

A09 丁振宇 柳羽馨 姚森格 孙玉宽 天津工业大学

A11 刘云梨 佘永康 王宏科 张欣 天津工业大学

A15 蒋恒麒 葛越华 杨奕 张亮 天津工业大学

A23 张金昊 苏瑞源 赵玉娜 张欣 天津工业大学

A33 王硕 邢苑薇 唐万宇 徐英舜 天津医科大学

A38 杨继达 王依洋 张鸣凤 谢家祖 天津师范大学

A39 杨怡 杨润泽 王彦贞 谢家祖 天津师范大学

A46 罗旭东 刘洁 郭梁 侯淑萍 天津商业大学

A48 杨远爽 张子轩 李佩宇 刘浩 天津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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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8 赵帅 陈小颖 蔡华蕊 闫智 天津商业大学

C01 杨昊 罗万卿 于津沇 董晋峰 天津农学院

C10 杨启航 樊亚楠 魏渝杰 王志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C18 梁莹 李玉 陈九锡 张博 天津师范大学

C19 马宏 朱帼嫱 李佳佳 刘明成 天津师范大学

C21 孔庆羽 徐航 叶圣凯 李琨 天津理工大学

C23 吴喜娟 李奕桐 董静羽 秦娟 天津理工大学

D01 安凤成 高佳兴 杨志奇 张超 中国民航大学

D03 肖祚霖 秦云龙 冯宇帆 王敏 天津工业大学

D08 史川诚 刘佳宇 王凯 王亚丽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

D10 杨吉坤 邹大伟 朱辉 李景、王琳 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

D21 陈享利 陈展宏 吴姊涵 李一博 天津大学

D23 普宇剑 唐金龙 秦家乐 何宇清 天津大学

E01 蒋传荣 丁政蕴 白海峰 黄建宇 中国民航大学

E02 刘天宇 童文涛 牛奇 刘丹 中国民航大学

E03 赵元睿 陈治铭 齐轩 高铁成 天津工业大学

E06 冯成民 冯宇航 陶奕彤 高铁成 天津工业大学

F001 张耕华 张珏 肖金伟 孙佳慧 中国民航大学

F010 邵世梁 施圣杰 全思旭 孙佳慧 中国民航大学

F012 于郑鑫 林瀚 宋天洋 程争 中国民航大学

F015 王士洋 林泽源 阎怡赫 荆锴 河北工业大学

F021 李文楷 杨凯 孙昊晟 耿艳利 河北工业大学

F024 陈豫彤 柴毅 张睿麟 廖文喆 河北工业大学

F029   胡凌志   刘华祥 王文渊 孙醒涛 天津工业大学

F030 周晟涛 张嘉琦 李龙龙 史伟光 天津工业大学

F042 赵悉如 杨晓涵 谭韶峰 史伟光 天津工业大学

F047 范君河 吴忌 秦子腾 何林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F099 高生亮 徐丹 崔旭阳 周卫斌 天津科技大学

F105 田文博 张帅 任洪生 李立鹏 天津商业大学

F109 郑泽 张慧敏 闫浩 白芳 天津商业大学

F121 韩伟杰 胡嘉骏 李顺 王鑫 天津理工大学

F136 陈丽蓉 刘彤炎 曾逸龙 张颖 南开大学

F137 廖枷欣 李冰彬 姚元鹏 司敏山 南开大学

F152 孙畅 杨呈禹 胡昕杨 李昌禄 天津大学

F160 杨锐 赵宇 李化宣 赵建科 天津大学

F161 姜涛 贾子琦 刘宇尘 赵建科 天津大学

F163 王树其 毛亮 秦子奇 赵建科 天津大学

G01 方畅阳 徐恺 杨宇涛 丁恺艺 中国民航大学

G10 马凯 李文渊 秦福键 郝立果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G13 李庆洪 戈瑞珍 纪宬 张翔宇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G24 陈鸿鹏 王昊轩 任婧 王鑫 天津理工大学

G25 李囿霖 陈冠宇 陈启恒 王鑫 天津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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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8 刘云鹤 刘欣瑞 刘镔琪 姜晓梅 南开大学

H06 樊祎萌 高汇成 王彦霖 宋涛 河北工业大学

H11   邓艺高 蔡昊男 刘泽永 孙醒涛 天津工业大学

H15 杨浩航 孔源源 范圣麟 王慧泉 天津工业大学

H16 王锦波 王晨光 刘洵 段晓杰 天津工业大学

H18 王峥 马文凯 牛敬国 田磊 天津工业大学

H22 莫梓健 许泰宁 张明智 吴继旋 天津工业大学

H23 陈茹欣 陈文姚 王庚 袁臣虎 天津工业大学

H28 朱文奇 杨凯亮 林豪斌 孙永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H32 陈坷 徐必利 张日桦 李昆鹏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H33 魏翔 周坚强 徐洪波 郭庭航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H53 李泽森 夏腾辉 崔玉雷 王悦 天津城建大学

H56 史松云 速杨 肖芷晴 张大伟 天津科技大学

H60 魏锋 邵蓓蓓 李宁 白芳 天津商业大学

H68 郭晨毅 雷子健 李全君 梁继然 天津大学

H75 王礼泽 杨昊 陈家兴 冯枫 天津大学

I01 付金豪 罗梓源 陈天乐 张磊 中国民航大学

K01 张浩南 黄海 宋佳豪 吴恩铭 中国民航大学

K07 蓝图 张亮亮 程伟 石梅香 天津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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