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团队编码 题目 备注 学校 成员1 成员2 成员3 指导教师

1 B031 优秀队

2 B143 优秀队

3 B015 优秀队

4 B142 优秀队

5 B107 优秀队

6 B120 优秀队

7 B084 优秀队

8 B234 优秀队

9 B069 优秀队

10 B092 优秀队

11 B127 优秀队

12 B019 优秀队

13 B093 优秀队

14 B099 优秀队

15 B257 优秀队

16 B168 优秀队

17 B131 优秀队

18 B133 优秀队

19 B134 优秀队

20 B032 优秀队

21 B033 优秀队

22 B173 优秀队

23 B226 优秀队

24 B208 优秀队

25 B271 优秀队

26 B273 优秀队

27 B027 H题 省一等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赵桐辉 邢宇龙 牛云诺 王鑫，李万军

28 B036 H题 省一等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李腾宇 米乐微 王雨辰 李万军，王鑫

29 B232 F题 省一等奖 沧州师范学院 刘鹏杰 胡帅鑫 杨锦涛 孟德越，李正

30 B055 A题 省一等奖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高欢 宋谦宇 曹新洋 张利国，陈雷

31 B054 H题 省一等奖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雷永玖 王栋 王敏 单立群

32 B193 H题 省一等奖 防灾科技学院 裴椿铭 宁振文 荣维鹏 姜运芳，白英良，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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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245 F题 省一等奖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周运堂 孙明磊 刘思雨 张波，张连连，常青

34 B246 F题 省一等奖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冯庆龙 李霜霜 臧祥乾 张克辉，于江利，张波

35 B247 F题 省一等奖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卢瑞东 张雨通 马鹏宇 闫博，郑运昌，贾滨

36 B261 A题 省一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刘京奥 李潼 尹力 贾克，张秀清，宿景芳

37 B264 D题 省一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罗景涛 吴晨曦 赵立铭 张毅，李啸天，李春华

38 B013 G题 省一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王思聪 李永康 梁子腾 齐林，武卫东，王彦朋

39 B303 A题 省一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刘鹏 张龙龙 李一平 李颖，安涛，宋立军

40 B254 A题 省一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桑宝帅 尤邵清 于文政 岳永哲，颜铭，李立肖

41 B064 F题 省一等奖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王彪 李扬 程瑞烁 胡祝兵，卢平平，王多

42 B161 D题 省一等奖 华北电力大学 马真真 严康正 张子墨 郭以贺，陈智雄，项洪印

43 B008 F题 省一等奖 华北科技学院 罗志远 林铮汉 吴欢 王江华，贺靖康，杨月

44 B138 F题 省一等奖 华北理工大学 吴少兵 董志辉 张良桢 刘振东，梁卫征

45 B197 H题 省一等奖 石家庄铁道大学 杨步荣 扈传奇 党兆帅 胡立强，王翠艳

46 B279 C题 省一等奖 燕京理工学院 胡浩程 左圣岩 李佳辉 张伟娟，刘继超

47 B275 F题 省一等奖 燕京理工学院 樊少培 刁呈泽 郎威 李昆，张帝

48 B278 F题 省一等奖 燕京理工学院 张雨晨 李滢蕾 魏沙沙 赵燕，张伟娟

49 B222 B题 省一等奖 燕山大学 赵洵 李旭阳 王金龙 赵巍，张迪，孙孝峰

50 B224 C题 省一等奖 燕山大学 樊欣慰 李博宇 张珂 孙孝峰，张迪，赵巍

51 B272 G题 省一等奖 燕山大学 陈子涵 石乐 欧帅 杨亚娜,李军朋

52 B089 C题 省二等奖 沧州师范学院 杨庆祥 谷锦怀 黄晓寸，李杰

53 B241 C题 省二等奖 沧州师范学院 范俊宇 许树卓 邓浩 徐中林，郭玉秀

54 B238 A题 省二等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赵志强 郭浩 江一鸣 魏永涛，孙文义，邵虹君

55 B048 F题 省二等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陈诏栋 刘坤龙 赵龙 孙文义，魏永涛，谷琼婵

56 B110 F题 省二等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潘勇衡 史宇杰 王月强 谷琼婵，魏永涛，宋爱娟

57 B104 G题 省二等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乔思远 杜泽文 李斐菲 高原，孙文义，魏永涛

58 B079 G题 省二等奖 河北传媒学院 侯亚静 高佳鑫 张博 刘宝静

59 B081 G题 省二等奖 河北传媒学院 刘跃鹏 刘梦影 宋孟杰 刘宝静

60 B125 A题 省二等奖 河北大学 刘琪 海映天 崔家烁 常铁原，范士勇，庞姣

61 B045 B题 省二等奖 河北大学 王炜 马小育 滕博文 白晓亮，陈明瑶，陈义

62 B098 E题 省二等奖 河北大学 李傲 肖英超 周世豪 庞姣，白晓亮，娄建忠

63 B132 E题 省二等奖 河北大学 高兴君 陈悦 孙明 宋铁锐，陈明瑶，王虹

64 B137 H题 省二等奖 河北大学 王立斌 谷智慧 韩佳杰 潘立冬，常铁原，赵瑞

65 B209 F题 省二等奖 河北工程大学 齐治妃 赵明 史慧敏 赵建明，董克俭

66 B149 H题 省二等奖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曹世龙 刘国旺 侯定烨 韩琛晔，田云霞，刘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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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B049 B题 省二等奖 河北工业大学 刘培鑫 张帆 刘旭扬 邢庆国，唐圣学，李华

68 B051 B题 省二等奖 河北工业大学 张博洋 张浩 孙铖元 赵志刚	，王志坤，	郭嘉

69 B258 A题 省二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李德龙 李航宇 马润龙 安涛，刘嘉茵，尚燕

70 B105 D题 省二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耿藤森 张俊洋 高珊 王向，王建超，王震洲

71 B128 D题 省二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冯鸿帅 庞金龙 丁宇鹏 高伟哲，郝崇清，邢一璐

72 B007 E题 省二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宋昱彤 阎玉洁 李新宇 孟志永，张明，张秀清

73 B282 F题 省二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侯嗣一 刘荣宝 李飞龙 温辉辉，王涛，王昱

74 B251 H题 省二等奖 河北农业大学 田润雨 李名湲 赵鹏 李亚南，程洪

75 B263 H题 省二等奖 河北师范大学 庞维召 杨沛铉 王亚楠 刘万明，刘亚川，杜文霞

76 B178 H题 省二等奖 衡水学院 李朝晖 赵庆春 邢小培 阮旭亮，李艳乐

77 B165 G题 省二等奖 华北电力大学 杨济远 左志航 黄博亚 裴少通

78 B228 F题 省二等奖 华北科技学院 张恒源 关子谦 程闻杰 刘佳，张莉

79 B043 F题 省二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杜美玉 孙玉 吉飞敏 贾晓强

80 B153 H题 省二等奖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梓恒 岳书豪 张梓凡 孙晓云

81 B035 F题 省二等奖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孟庆豪 庞贵友 刘子豪 孙秀婷，马丽

82 B274 F题 省二等奖 燕京理工学院 张敏 张浩辉 邸启龙 冯荣普，闫超群

83 B276 G题 省二等奖 燕京理工学院 曹原 王宝平 张凯生 常文慧，李昆

84 B277 G题 省二等奖 燕京理工学院 汪永海 张鑫源 宋城 刘继超，赵燕

85 B176 A题 省二等奖 燕山大学 史周 姚新宇 祁佳宇 李玉博，李硕

86 B225 C题 省二等奖 燕山大学 吕尹 刘烨 李梦晴 沈虹,赵巍,张迪

87 B270 F题 省二等奖 燕山大学 甄亚涛 宋旭初 胡蒙蒙 骆曦,呼忠权

88 B026 C题 省三等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郑智友 陈浩宇 赵怡瑶 申同强，杨明

89 B029 F题 省三等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吴江浩 苏炅 付炘玥 姚晓琼，王嘉星

90 B040 F题 省三等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李静雯 王文杰 杨晓 李岩峰，庞志华

91 B023 G题 省三等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方孝鹏 缪云 张世卓 范长德，李佳

92 B022 H题 省三等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刘恒 李建龙 高萌 王嘉星，李万军

93 B233 F题 省三等奖 沧州师范学院 彭凯涛 王林青 郭飞军 姜荣东，辛健

94 B103 F题 省三等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窦新翔 郝思宇 张明洋 张玥，魏永涛，高原

95 B108 G题 省三等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罗俊宇 张文涛 李紫璇 刘丽，魏永涛，宋爱娟

96 B284 G题 省三等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李雅军 李骐兆 滕志宇 魏永涛，孙文义，刘丽

97 B286 H题 省三等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傅宏宇 赵鹏泽 王露 李志华，高军，陈霞

98 B002 A题 省三等奖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尹晨洋 刘伟航 国嘉庆 原大明，刘素娟，包天悦

99 B016 A题 省三等奖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张伟鹏 胡闯峰 梁来运 陈雷，张利国

100 B014 H题 省三等奖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杨明洪 葛幸 蔡存 包天悦，原大明，刘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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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B203 F题 省三等奖 防灾科技学院 田佳丽 郭宇轩 王敖杰 姜运芳，白英良，石星星

102 B192 G题 省三等奖 防灾科技学院 段瑞宇 罗聿洲 陈昊楠 白英良，姜运芳，李立新

103 B083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传媒学院 张子琪 车曼 田雨佳 刘宝静

104 B085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传媒学院 陈子横 高文杰 白文静 刘宝静

105 B090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传媒学院 孙辰龙 张瑞康 白琰响 刘宝静

106 B082 G题 省三等奖 河北传媒学院 国帅 李一令 吴建华 刘宝静

107 B111 A题 省三等奖 河北大学 吴文彬 陈振华 贾洪旭 韩晓霞，潘立冬，庞姣

108 B109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大学 李霁航 张锟 崔瑞鹏 马东，潘立冬，娄建忠

109 B117 H题 省三等奖 河北大学 孙洪胤 申博垚 赵鹏飞 陈明敬，王帆，王小杰

110 B118 H题 省三等奖 河北大学 乔耀辉 钱源 王睿菲 周伟，赵宁，田晓

111 B210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工程大学 王印 刘兴帅 宁梦杰 董克俭，赵建明

112 B150 G题 省三等奖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刘传武 安贺明 杨宇凡 田云霞，韩琛晔，刘金星

113 B046 D题 省三等奖 河北工业大学 刘小玺 蔡翰举 王俊杰 赵明康，张帅，刘晓春

114 B047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工业大学 赵国杰 毕昊 张楠 李珊瑚，冯大伟，苏鹏

115 B113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工业大学 潘璇岳 张中尧 孙昕 闫林，高婕

116 B115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工业大学 张昕 刘家雨 贾旺 耿艳利

117 B078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张潇靖 凡宁凯 马雨轩 周建凯，麻英晖，刘雪飞

118 B010 B题 省三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霍润琦 智天阳 李博文 李鹏程，郭英军，张刚

119 B106 D题 省三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齐晓天 姚建瓴 姚宇鸽 于平平，于乃文，王震洲

120 B262 D题 省三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马慧诗 彭齐昆 冯慧楠 苏佳，马金龙，候卫民

121 B144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刘伯韬 万宁 焦文芳 邵士凯，黄公发，邢一璐

122 B281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科技大学 马腾 高国强 胡旭东 张岩，贾科进，苑媛媛

123 B252 H题 省三等奖 河北农业大学 黄璐宇 乔英杰 胡宇博 任力生，王伊瑾

124 B253 H题 省三等奖 河北农业大学 朱培森 朱雨婷 刘亚轩 李亚南，程洪

125 B227 F题 省三等奖 河北师范大学 胡子哲 郭昕阔 贾宇杰 赵佳，刘万明，刘亚川

126 B042 G题 省三等奖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赵一凡 刘楷华 陆宏玮 康金，白文若，蔡青青

127 B174 H题 省三等奖 衡水学院 张锦秋 张朝鹏 徐茂之 王学军，李玲

128 B191 H题 省三等奖 衡水学院 毛文升 郭炳华 卢梦凡 李艳乐，侯晓云

129 B259 H题 省三等奖 衡水学院 韩威 顾超 母瑞康 侯晓云，王学军

130 B266 H题 省三等奖 衡水学院 刘伊凡 杨涛 游林琳 阮旭亮，李艳乐

131 B147 C题 省三等奖 华北科技学院 封雨 高悦 周建鑫 王江华，张莉，程慧鹏

132 B074 F题 省三等奖 华北科技学院 李源洁 李晟洲 向书镜 王江华，贺靖康，赵健飞

133 B283 G题 省三等奖 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庞文涛 任磊 李嘉龙 郎宾，黄天辰，冯长江

134 B073 B题 省三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李锦荣 肖康嘉 田泽华 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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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B044 F题 省三等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白鹏 洪俊权 董磊 贾晓强

136 B206 B题 省三等奖 石家庄铁道大学 朱帆 樊子旭 刘文龙 胡立强，李玉安

137 B152 F题 省三等奖 石家庄铁道大学 高思凡 李泊霖 熊文瀚 胡立强，刘岳巍

138 B017 F题 省三等奖 石家庄学院 邢璐然 马曼雪 李方浩 高朋博袁莉	赵德民

139 B039 F题 省三等奖 石家庄学院 高昊 薛洁静 宋家顺 卢智嘉，杨蓓，赵翠俭

140 B181 A题 省三等奖 燕山大学 李文秀 杨春 王凯琦 闫盛楠，李硕

141 B213 A题 省三等奖 燕山大学 刘志鑫 潘磊 曹沥壬 荆楠，李硕

142 B223 B题 省三等奖 燕山大学 吴凡 杨东 钭楚杰 张迪,赵巍,孙孝峰

143 B169 E题 省三等奖 燕山大学 迟骋 韩学磊 谢启超 潘钊,杜义浩,温江涛

144 B170 E题 省三等奖 燕山大学 孔维帅 陈吉星 贾秋畅 林洪彬,潘钊,杜义浩

145 B180 F题 省三等奖 燕山大学 王舒正 殷鹏 段博豪 孟玲玲，李硕

146 B185 D题 成功参赛奖 保定学院 李超 侯程予 田海岩 刘仲鹏，杨青青

147 B186 D题 成功参赛奖 保定学院 王鑫 赵洪旭 刘彤妃 秦芹，刘仲鹏

148 B187 D题 成功参赛奖 保定学院 史凯峰 王双凤 王丽华 杨青青，刘仲鹏

149 B188 F题 成功参赛奖 保定学院 张宇康 谢军军 朱泓晓 杨青青，秦芹

150 B189 F题 成功参赛奖 保定学院 霍志杰 杨宇宽 李鸿燕 刘仲鹏，秦芹

151 B190 F题 成功参赛奖 保定学院 朱新宇 刘楚轩 韩秋诺 秦芹，杨青青

152 B024 E题 成功参赛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徐州鸿 刘成龙 石鑫磊 马晓鑫，杨红伟

153 B028 E题 成功参赛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郭凤姿 范家旗 赵增赫 杨红伟，马晓鑫

154 B020 F题 成功参赛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田佳宁 靳丞 张湘权 庞志华，李岩峰

155 B021 F题 成功参赛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赵丹妮 郭亚康 郭钧霖 孙薇，郭云波

156 B025 F题 成功参赛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张朝栋 张岩 林浩然 褚越强，范长德

157 B096 B题 成功参赛奖 沧州师范学院 姚立群 高浩 陈晓杰 孟德越，刘伟

158 B088 F题 成功参赛奖 沧州师范学院 闫宇航 罗亚栋 柴佳芑 杨玉坤，刘娜

159 B095 H题 成功参赛奖 沧州师范学院 施洪达 何家宝 赵子健 孟德越，刘伟

160 B097 A题 成功参赛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谢辰 刘俊毅 陶奕名 宋爱娟，魏永涛，高原

161 B207 A题 成功参赛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易鸿宇 葛琮海 刘涛 高原，魏永涛，孙文义

162 B242 A题 成功参赛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张雨辰 汝雪晴 丁静雯 陈霞，高军，邱新芸

163 B237 C题 成功参赛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郭子萱 王柄钦 张冬梅 陈霞，刘少楠，李志华

164 B239 F题 成功参赛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李桐 周政 刘羽璇 魏永涛，孙文义，张玥

165 B240 F题 成功参赛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殷玉龙 郭祥龙 柯潇天 孙文义，魏永涛，张玥

166 B268 F题 成功参赛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南东平 尹德祺 刘佳宁 刘少楠，邱新芸，高军

167 B280 F题 成功参赛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李嘉敏 郭鹏璐 崔宇 邱新芸，李志华，陈霞

168 B231 G题 成功参赛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李思睿 王舒琪 吴坷 高军，邱新芸，刘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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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B285 G题 成功参赛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祝贺 杨一鸣 王振国 魏永涛，孙文义，刘丽

170 B198 F题 成功参赛奖 防灾科技学院 殷家辉 杨杰焜 胡思源 白英良，姜运芳，高强

171 B199 F题 成功参赛奖 防灾科技学院 于静洋 赵子淇 唐凯 姜运芳，白英良，高强

172 B200 F题 成功参赛奖 防灾科技学院 安鑫生 冯浩宇 陈静硕 白英良，高强，姜运芳

173 B202 F题 成功参赛奖 防灾科技学院 肖璐瑶 刘快快 彭泰瑞 白英良，姜运芳，蔡建羡

174 B204 F题 成功参赛奖 防灾科技学院 任杰 王欣 李世军 白英良，姜运芳，郭丽丽

175 B205 F题 成功参赛奖 防灾科技学院 李佳睿 高伊航 熊佳骏 姜运芳，白英良，高琴

176 B194 H题 成功参赛奖 防灾科技学院 张一杨 李鑫妮 陶征辉 姜运芳，白英良，施艳

177 B195 H题 成功参赛奖 防灾科技学院 马文武 阮图安 贺思研 白英良，姜运芳，王佳慧

178 B121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大学 张延胜 王嘉辉 贾阜桥 陈明敬，赵宁，郑佩亚

179 B030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地质大学 吴英姿 角志孟 王宇佳 董建彬，王军芬，李亚梅

180 B151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李相骏 李奥龙 郑昊玮 韩琛晔，田云霞，刘金星

181 B172 B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李容光 马雨洁 张泽岭 贾冠龙，孙庆国，刘宏勋

182 B050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吉晓博 李青松 焦志威 孙英，凌跃胜，赵富入

183 B053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王泽夫 王宇瀚 赵浩婷 韩雪晶

184 B114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程思淼 刘美琪 赵孟苏 宣伯凯

185 B116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王献伟 蒋怡 安艺萌 何静飞，徐方丽，李鑫

186 B145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宋泽林 袁国帅 庞泽华 张慧博

187 B146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吴迪 谷升尧 王斌龙 彭凯

188 B123 G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李玉 方璐璐 刘相君 范书瑞，高鹏

189 B119 H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林浩洋 李培权 姚悦怡 苏彦莽，刘思超

190 B122 H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吴泽宇 李爽 吝艺杰 宋涛，张迪

191 B124 H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宋定宇 左莹 王新月 曾祥烨，王静宜

192 B158 H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王柯 周高翔宇 冀硕男 王尧，郭泽，王素丹

193 B221 H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工业大学 张孟泽 蔡家洋 魏世泽 苏彦莽，王贝

194 B236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王天贤 田宇 贺若飞 薛艳茹

195 B248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农业大学 赵辰宇 刘兴旺 王乐扬 李亚南，程洪

196 B249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农业大学 樊英博 李鹏飞 马骏 任力生，王伊瑾

197 B250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农业大学 孙博宇 牛嘉音 祁舒波 任力生，王伊瑾

198 B230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农业大学 王恩培 赵翔盟 曹泽凯 张德宁，邢雅周

199 B218 A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师范大学 牛佟 侯博阳 邓兆琪 武现聪，杜文霞，刘亚川

200 B260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师范大学 高振涛 黄增飞 张文钊 武现聪，赵佳

201 B265 F题 成功参赛奖 河北师范大学 瞿明康 王袁雪 王雨林 赵佳，刘万明，杜海莲

202 B175 F题 成功参赛奖 衡水学院 闫凯龙 武智伟 刘永安 田煜衡，郭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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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B196 F题 成功参赛奖 衡水学院 郭明阳 白欣源 刘帅华 郭海丽，田煜衡

204 B126 H题 成功参赛奖 衡水学院 习鑫 王希羽 张豪 王学军，张郡亮

205 B267 H题 成功参赛奖 衡水学院 高爱慷 李荣佳 陈昊宇 张郡亮，田煜衡

206 B162 A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电力大学 嵇志敏 朱弘懿 任永基 张东阳，张宁，胡正伟

207 B167 E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电力大学 申进璠 杜一帆 黄宇淋 马海杰，郭以贺，张宁

208 B160 F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电力大学 刘锐楷 张九乾 徐哲信 范寒柏，姚国珍，宋文妙

209 B164 F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电力大学 陈梦吉 周雄 李龙飞 王光，张妍，林永君

210 B166 F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电力大学 刘子豪 吴春江 王宇清 张妍，王光，刘卫亮

211 B075 F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科技学院 张洪源 张权威 袁珍妮 黎冠，孙志海，杨月

212 B076 F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科技学院 李明宇 张琳露 谭森炼 黎冠，孙志海，张莉

213 B077 F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科技学院 朱勋富 宋晓松 王轩 王江华，张莉，贺靖康

214 B301 H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科技学院 陈柏廷 李天一 郭奇 王江华，张莉，樊星

215 B302 H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科技学院 陈中伟 唐杰 郭恒 王江华，张莉，赵健飞

216 B139 A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理工大学 何成杰 全海搏 陈子行 陈宏硕，梁卫征

217 B130 F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理工大学 王津龙 李硕 徐文帅 陈波，王静波

218 B135 F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理工大学 李佳朋 李双江 张士腾 刘振东，梁卫征

219 B140 F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理工大学 李泓知 杨泽雨 张子驰 王福斌，龚雨含

220 B141 F题 成功参赛奖 华北理工大学 范新巍 常玉朝 淮日旭 陈波，王静波

221 B065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韩乐 郭思彤 洪森 娜茜泰

222 B066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张恒 文豪 包金龙 王俊林

223 B072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盛世文 邱佳炜 韩科 翁智

224 B086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黄海涛 张文辉 王意鑫 白凤山

225 B094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大学 王宇螣 刘秦赫 金烈威 范道尔吉

226 B003 C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邱越博 王伟富 母翔文 王利利

227 B004 C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牛利平 赵志义 王筱奕 李卫国

228 B005 C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冯靖 李玮 李楠 李卫国

229 B001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刘海琦 高尊宝 赵妍 李卫国

230 B006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王钦政 黄文韬 汪杰 王利利

231 B101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工业大学 乐子豪 杨明月 陈嘉鑫 王利利

232 B059 B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杜斌 张宇赫 廖卫伟 张春燕，王新春

233 B062 B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张慧琦 陈利飞 李政泽 张春燕，潘冰冰

234 B009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商雪峰 相世源 魏志飞 郭宇，杜永兴，刘丕亮

235 B011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张献炬 江福庆 童贵川 张帅，李少波

236 B012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张朝峰 杨原 张鑫 张帅，李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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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B058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刘文新 刘新 翟嘉楠 郭宇，高丽丽，杜永兴

238 B060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李瑞杰 武国栋 张泰欣 陈波，赵建敏

239 B061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陈曦 刘畅 杨帆 郭宇，张春燕

240 B063 F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党续源 雷柯亮 于美婷 陈波，赵建敏

241 B056 G题 成功参赛奖 内蒙古科技大学 张国龙 杨喜波 孙肖伟 杨颜博，郭宇

242 B068 F题 成功参赛奖 石家庄铁道大学 李若与 谭子航 金薪宇 何朝峰

243 B154 F题 成功参赛奖 石家庄铁道大学 徐建波 李学鹏 张家恺 胡立强

244 B216 F题 成功参赛奖 石家庄铁道大学 张杰 何可帅 孙建华 闫德立，白雪飞

245 B034 F题 成功参赛奖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刘一泽 姜俞丞 臧若寒 马丽，焦咏梅

246 B080 F题 成功参赛奖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梓淇 袁志超 刘浩楠 李磊，陈腾，王庆芬

247 B037 F题 成功参赛奖 石家庄学院 王辰伟 李航龙 王龙飞 郭鹏，高朋博，焦晓芳

248 B018 H题 成功参赛奖 石家庄学院 王梦佳 朱卓 王家旺 李宁，高彦彦，耿浩

249 B038 H题 成功参赛奖 石家庄学院 张通 张春雨 王正 郭鹏，宋万杰，张文娟

250 B211 A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 王雅栋 李尧 陈韦轩 林洪彬，潘钊，杜义浩

251 B212 D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 范向阳 郑丹阳 杜双龙 林洪彬，潘钊，温江涛

252 B214 D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 安婧瑞 徐成浩 杨建新 潘钊，杜义浩，林洪彬

253 B159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 王子涵 闫慧敏 王天宇 杜义浩，潘钊，林洪彬

254 B177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 段可蒙 孙相国 候林 李玉博，李硕

255 B179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 赵泽雨 侯健霖 杨伊贝 王伟，李硕

256 B182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 金厚羽 薛博雅 余志敏 荆楠，李硕

257 B184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 王刘琪 刘翔宇 于嫄婷 潘钊，杜义浩，林洪彬

258 B269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 高梓涵 王鹏冲 蔡诗源 骆曦，李倩

259 B067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董扬藩 胡冰洋 周阔天 赵婧，冯艳，王柏娜

260 B070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朱坤明 杨湛宇 刘德远 周雨，张亭亭，王国栋

261 B071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吴本鑫 曹雨欣 李彤彤 武利敏，冯艳

262 B129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马天禹 柳爽 张子涵 尚雪梅，乔颖，武利敏

263 B136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张子奥 周京东 韩阔 王国栋，乔颖

264 B163 F题 成功参赛奖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王雨轩 赵科宇 张豪 王洪斌，张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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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018 优秀队

2 G015 优秀队

3 G019 J题 省一等奖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刘旭 赵学航 贾靖彬 李毅，曲昀卿，李英辉

4 G005 K题 省一等奖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韩康家 洪鋆飞 陈翔 刘剑，毕兆岩，刘畅

5 G013 K题 省一等奖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王浩天 贾奥森 李明青 李丽荣，许运华，孔维功

6 G014 K题 省一等奖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张永杭 王瀚翔 徐嘉康 毕艳军，韩会山，尤燕飞

7 G024 K题 省一等奖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刘为良 何昕 张东娜 包天悦，刘素娟，原大明

8 G003 J题 省二等奖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王春雨 王权承 郭晓航 甄玉杰，刘云林，杨飞

9 G001 K题 省二等奖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刘诚 张佳阔 朱永齐 齐丹丹，张新岭

10 G004 K题 省二等奖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滑云彪 于鑫洋 蔡君航 刘东升，李红霞原大明

11 G006 K题 省二等奖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何开源 郭秦祥 李浩 杜瑞红，朱琼，李皓然

12 G011 K题 省二等奖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李永春 曹子豪 李文鹏 陈腾，李磊，崔培

13 G025 K题 省二等奖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校区 张雨 王聪 郝少康 原大明，刘素娟，包天悦

14 G007 J题 省三等奖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孙梦笛 张林冠 单国龙 杜瑞红，朱琼，陈世坤

15 G021 J题 省三等奖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丁禹贺 张傢奕 武瑞涛 张通，胡艳婷，张萌

16 G002 K题 省三等奖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王浩楠 潘佳斐 王书杭 赵浩明，程普

17 G009 K题 省三等奖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徐佳瑞 郑彤 葛磊 苏铭，王天罡，滕振芳

18 G010 K题 省三等奖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高晓松 白云翔 刘煜松 赵建伟，张昆，曹旭

19 G012 K题 省三等奖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支崇达 焦雨龙 巴佳昌 孔维功，王振霞，薄立康

20 G016 K题 省三等奖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石亚豪 周严哲 王少聪 刘丹，张俊超,张杨

21 G008 I题 成功参赛奖 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李帅 杜文博 刘冰寒 杜瑞红，朱琼，车一鸣

22 G023 I题 成功参赛奖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武仕奇 赵鹏 张维康 史旭飞，石晓娟，王维福，张兵

23 G017 J题 成功参赛奖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彭潮杭 宇文志鹏 王硕 容海亮，杨晓波，李鑫

24 G022 J题 成功参赛奖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姚新波 李宏阳 李晓汉 张通，胡艳婷，张立荣

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河北赛区竞赛高职高专组评审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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