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评奖项 选题代码 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TI杯 B 上海大学 余涵蕾 何晴 方文智

一等奖 A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彭小坤 田鹏
一等奖 A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姜羽 周烁宇 梁如斌
一等奖 A 同济大学 李欣然 邓守业 李永根
一等奖 A 上海交通大学 金新宇 蒙一鸣 谷晴
一等奖 A 上海海事大学 何瀚翔 王鹏鹏 张啸天
一等奖 B 华东师范大学 张浩然 沈嘉鹏 张卓如
一等奖 B 上海大学 罗立维 薛觐堂 占志明
一等奖 B 上海大学 程航 高良磊 刘成语
一等奖 B 上海大学 吴嘉奇 徐天舒 于军
一等奖 C 华东师范大学 李威远 朱效锐 洪若昕
一等奖 C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张越 庄添夏 敖诗裴
一等奖 C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吴子渊 朱晟凌 张越
一等奖 C 上海交通大学 刘文涛 徐鋆 陈建强
一等奖 C 上海交通大学 周凯 朱薇 付裕
一等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范鑫怡 石梦航 蔡智星
一等奖 D 东华大学 马晓庆 胡启明 林泽昊
一等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彭浩杰 王嘉豪 张卓南
一等奖 D 华东理工大学 房天顺 陈林鑫 倪玮栋
一等奖 D 上海大学 洪艺铭 江立旻 温涵斐
一等奖 D 上海大学 唐辰 杨丹 刘德财
一等奖 D 上海大学 周雨 刘博 韩宇飞
一等奖 D 上海大学 薛原 宁羽翔 何明略
一等奖 D 上海海事大学 李豪杰 辛剑桥 张竞文
一等奖 D 上海大学 李晨辉 陈思宇 帅渝
一等奖 D 上海交通大学 闾忠才 侯信武 黄一轩
一等奖 D 上海交通大学 吴斐扬 张丰安 王梓桐
一等奖 E 华东师范大学 厉阳晨 倪瑶 金占峰
一等奖 F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张瑞泽 严孝嘉 郁晨辉
一等奖 F 东华大学 姚祎威 冯世阳 黄子君
一等奖 F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赵一寰 黄子翀
一等奖 F 同济大学 刘文斌 张景昊 倪益阳
一等奖 F 上海大学 施琦 邹鑫 杨翼豪
一等奖 F 上海海事大学 朱茂盛 李志斌 崔文辉
一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周若琪 崔子才 张炜晨
一等奖 F 上海交通大学 卢致麒 宋钊 方晓涛
一等奖 F 上海交通大学 戚饫豪 杨骐箐 王利国
一等奖 G 上海大学 卢乔嘉 陆恒杰 朱悦
一等奖 G 上海大学 芮正翔 郑天豪 李杉
一等奖 H 东华大学 曹雨 徐康 夏佳尔
一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樊鸿亮 周子健 秦思源
一等奖 H 东华大学 郑腾 张小璇 陈永承
一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孙宇昊 许达 李艺欣
一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赵博琪 杨漠雨 李俊何
一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张志超 朱卉 刘浩捷
一等奖 H 同济大学 孙健文 李伟博 戚博峰
一等奖 H 同济大学 项天宇 易幸夫 龚海松
一等奖 H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犇 赵效乾 詹凌飞
一等奖 H 同济大学 曹明宇 吴泽铭 杨兴杰
一等奖 H 上海海事大学 程乐 闵启玄 陈俊柱
二等奖 A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刘思杨 田浩冬 王文政
二等奖 A 同济大学 刘昊 李俊贤 欧锐

本科生组（同级奖项排名不分先后）
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上海赛区（TI杯）获奖名单（初评）



拟评奖项 选题代码 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二等奖 A 上海建桥学院 程杰 谭寅杰 钟荣民
二等奖 A 上海建桥学院 吉顺意 刘欣华 林炜滨
二等奖 A 上海交通大学 林国海 余苏敏 鲁沫言
二等奖 A 上海建桥学院 毛铅雄 张汇东 郑耿煌
二等奖 A 上海海洋大学 张志豪 薛静 高华章
二等奖 A 上海电机学院 童锐 杜国红 邹祖奇
二等奖 A 华东师范大学 游芷菁 胡沂婷 欧佳华
二等奖 B 上海理工大学 覃瑜璋 罗康宁 林育基
二等奖 B 上海理工大学 陈启超 刘铭 吉妍
二等奖 B 上海师范大学 白景文 李俊康 陈旭
二等奖 B 上海师范大学 孙梦 邢静轩 夏煜丹
二等奖 B 上海师范大学 程育昊 孙晨 汪宇航
二等奖 B 上海师范大学 汪俊 王希 陈宇宁
二等奖 B 上海交通大学 郑扬珞 李洪吉 隆嘉轩
二等奖 B 复旦大学 刘笛悠 张伟 彭银银
二等奖 B 华东师范大学 刘一鸣 姜利来 杨超
二等奖 B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段淇超 王宇倩 皇甫萍萍
二等奖 B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朱未来 李金澎 谢竞辉
二等奖 B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陆昌欣 梅昊 江涛
二等奖 C 上海科技大学 陈人和 朱越 姜昱同
二等奖 C 华东师范大学 张灵珺 邓颖佼 刘静静
二等奖 C 上海大学 杨林峰 金奕彤 沈嘉康
二等奖 C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郭颖钰 李抒霏 马欣雨
二等奖 C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赵泽林 袁鹏 孙玮泽
二等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张晨晨 张文婷 王翼
二等奖 D 东华大学 东煜秦 查中一 徐致远
二等奖 D 东华大学 刘玉叶 韩竹琳 赵小荟
二等奖 D 东华大学 吴雨晨 姚劼 王辰
二等奖 D 东华大学 梅建敏 邓智超 曹涵凯
二等奖 D 东华大学 余王超 王子慧 胡贵发
二等奖 D 上海交通大学 黄逸群 唐瑶琦 刘希贝
二等奖 D 同济大学 袁家遥 卢世浩 刘剑锋
二等奖 D 同济大学 赵怀健 贺建明 肖中政
二等奖 D 华东理工大学 李遥 刘颂平 赵志威
二等奖 D 华东理工大学 王晨 陈天宇 虞自立
二等奖 D 上海大学 叶志文 殷宇豪 杜志红
二等奖 D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朱亦乔 倪志锋 许仕豪
二等奖 D 上海大学 阳婷婷 仲华 张星
二等奖 D 上海大学 张熠鹏 沈超越 顾东洲
二等奖 D 上海海事大学 张志嘉 黄文博 孙纹
二等奖 D 上海大学 汪洋 刘亚斌 王宇星
二等奖 D 上海大学 施天彪 黄泽安 吴修江
二等奖 D 上海大学 楼一旻 吴海珑 韦金宏
二等奖 D 上海大学 高嘉昊 胡毅 高玉鑫
二等奖 D 上海大学 孙泽 王思成 王燕
二等奖 D 上海大学 覃彬 颜培嘉 冯心营
二等奖 D 华东师范大学 季桐羽 马茹芸 王泽宇
二等奖 D 华东师范大学 韦钰 张嘉言 张菁菁
二等奖 F 东华大学 高山川 孙浩 曾凡楷
二等奖 F 上海理工大学 勾庆瑞 唐敏俊 吴雪颜
二等奖 F 上海电力大学(杨浦) 桂达 邸叶辰 张语涵
二等奖 F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熊慧兰 朱雨浩 黎曙
二等奖 F 上海大学 葛骋翔 陈文慧 张薇
二等奖 F 上海大学 吕惟一 李嘉伟 高铭杨



拟评奖项 选题代码 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二等奖 F 复旦大学 陈思超 侯璐 罗嗣友
二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东睿 周浩 赵钟彬
二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浩翔 杨劭然 杜聪
二等奖 F 华东理工大学 安文凤 余宙峣 徐秀琪
二等奖 F 上海交通大学 郭文虎 王储君 陈越
二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杜凌风 杨帆 孙潮洋
二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秦益辉 李文昊 李玮峰
二等奖 F 华东师范大学 张锦华 孟天宇 徐迟
二等奖 F 上海电机学院 朱思禹 彭惠琴 焦传扬
二等奖 F 上海交通大学 严陈淳 化世玉 孔文智
二等奖 G 上海大学 李越 程锡春 吴梦男
二等奖 G 上海大学 罗程 顾潇洋 赵帅涛
二等奖 G 上海大学 吴博 侯佩儒 陈昊宁
二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张宇 陈文泽 宋一雯
二等奖 H 东华大学 曹广浩 孙文彬 黄金波
二等奖 H 东华大学 朱江泽 赵子楚 张婉婷
二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李克东 刘瑞祥 刘泓研
二等奖 H 东华大学 虞嘉豪 王文龙 曲亚男
二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张小飞 安慧珺 方政凯
二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马冲 吴限 王冶天
二等奖 H 上海师范大学 李瀚晨 但宇豪 林然
二等奖 H 上海科技大学 万浩川 张津萌 张正枰
二等奖 H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王璟璠 马明阳 黄昱途
二等奖 H 华东理工大学 黄国鹏 郭世琛 杨潜欣
二等奖 H 同济大学 刘政宇 崔哲昕 何梦琪
二等奖 H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熊国良 裘元吉 张方凤
二等奖 H 同济大学 黄中昱 杨玉潇 文庭瑞
二等奖 H 华东理工大学 刘翔 左稳 杨昊林
二等奖 H 上海电机学院 宋益盛 刘康文 鲁翔
三等奖 A 上海理工大学 王劭文 胡东率 刘蕊
三等奖 A 上海理工大学 李银 赵晓卉 陈子悦
三等奖 A 东华大学 刘海川 陈逸伦 刘硕
三等奖 A 上海理工大学 张云帅 吕松岩 辛家明
三等奖 A 上海理工大学 周豪 樊沛林 张英伟
三等奖 A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黄国军 丁圣杰 谭星兴
三等奖 A 上海理工大学 林健全 董朔 毕金涛
三等奖 A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马晨亮 季堂煜 李茵怡
三等奖 A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子洋 毋炀 陶荣浩
三等奖 A 上海海事大学 顾昊晟 陆筑宇 管万里
三等奖 A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金徐徐 陈致羽 石家豪
三等奖 A 上海海事大学 任行鹏 金俊杰 胡相胜
三等奖 A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茂鑫 钱晨浩 朱泓宇
三等奖 B 上海师范大学 王志豪 朱开旋 宋光辉
三等奖 B 上海理工大学 党雍迪 陶子寅 谢显林
三等奖 B 复旦大学 郁钧瑾 黄丽红 唐圣汲
三等奖 B 华东师范大学 赵鹏程 鲍佳龙 伍亦淳
三等奖 B 复旦大学 余奉真 李治岐 王正兴
三等奖 B 华东师范大学 冯建琳 潘秋实 林毓靖
三等奖 B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兵强 王丹 邓凯
三等奖 B 上海海事大学 刘超毅 陈玉峰 刘嘉琳
三等奖 B 上海海事大学 李极致 裘是寅 吕泽昊
三等奖 B 上海交通大学 施路炜 朱佳男 田毅潇
三等奖 B 上海海洋大学 陈泽华 王成龙 谢佳杰
三等奖 B 上海海洋大学 江庆贵 韩彪 王阳



拟评奖项 选题代码 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三等奖 B 上海海洋大学 梅子婷 华羽 王屹林
三等奖 B 上海海洋大学 张怀智 陈倩 李冲
三等奖 C 上海理工大学 赵熹涵 高贝贝 热甫卡提·热合木江
三等奖 C 上海理工大学 钟献彪 邹浪 张月婷
三等奖 C 上海大学 肖磊 袁峰 汪霄琪
三等奖 C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文俊 肖建平 顾万里
三等奖 C 上海海事大学 陆俊宇 朱鑫宇 黄君杰
三等奖 C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苏坤宣 张超逸 李家兴
三等奖 C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吴懿祺 温锦龙 黄祎杨
三等奖 C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孙涛 陈沁仪 朱子天
三等奖 C 上海建桥学院 李海 白嘉诚 朱俊文
三等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车兴锐 祖伟航 郭田田
三等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唐希 李应辰 展格格
三等奖 D 东华大学 陈诺 杨浩潍 张宜雨
三等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钟正涛 李江 谢松霖
三等奖 D 东华大学 况申旭 马鑫 韩宇凤
三等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李鹤远 张靖雨 熊沛琪
三等奖 D 东华大学 左艺萌 任绘遐 李文杰
三等奖 D 东华大学 费煜哲 施诚瑜 孔令崧
三等奖 D 上海电力大学(杨浦) 李政兴 刘文强 周洵菁
三等奖 D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朱桂濡 武文 丁子程
三等奖 D 同济大学 韩立君 丁盛思 冷惜墨
三等奖 D 上海交通大学 张潇 宋凯 王永琪
三等奖 D 同济大学 韩羽飞 徐其慧 张逸雯
三等奖 D 上海交通大学 张旭光 赵伟基 李若琦
三等奖 D 同济大学 张琳希 王元龙 方重凯
三等奖 D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宿轩策 王倩 朱德才
三等奖 D 上海大学 章璟 杜静静 王思哲
三等奖 D 上海海事大学 秦堂皓 张喆 张跃文
三等奖 D 上海海事大学 詹晨璐 冯兆怡 林楷力
三等奖 D 上海海事大学 郭峻 梁晓琳 时睿
三等奖 D 上海大学 张克松 沈昕航 范凌峰
三等奖 D 上海海事大学 徐凡 张雯玮 袁金
三等奖 D 上海大学 余沁璇 龚丹丹 刘晓滢
三等奖 D 上海大学 许慧妍 陆昊 黄杨
三等奖 D 华东师范大学 刘晓晓 梁菁 姜贵
三等奖 D 华东师范大学 许萍萍 李纯 邓清文
三等奖 D 上海电机学院 樊亮 赖晓伟 张晟郅
三等奖 D 华东师范大学 陈洁芳 陈子娇 吴星语
三等奖 D 上海海洋大学 唐梦欣 李兆岭 陈嘉杰
三等奖 F 上海师范大学 胡义拯 黄金荣 李琮
三等奖 F 上海师范大学 黎宇声 张思敏 魏孝虎
三等奖 F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王明杰 沈慧中 罗晓溪
三等奖 F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颜杯港 王海生 李玉琦
三等奖 F 上海理工大学 邱政宣 林文祺 王胜峰
三等奖 F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朱哲敏 吴佳蕾 黄佳妮
三等奖 F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方宏展 曹嘉扬 龚杨洋
三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金瑞琪 李煜 卢明钟
三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曹逸舟 黄焰石 何昊天
三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许业帆 汪嘉桉 侯书凯
三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黄显淳 郭旺 刘怡
三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子超 高进 朱逸峰
三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江海欣 华晴 宋榕
三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梅吟松 刘强 罗国泰



拟评奖项 选题代码 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三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何佳兴 丁弘 王乐泉
三等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钱坤 李昌辉 张文魁
三等奖 F 华东师范大学 王良超 洪展鹏 张雨杭
三等奖 F 华东师范大学 张垚翔 秦瑞 谢子轩
三等奖 F 华东师范大学 汤雨凡 张弛 于潼
三等奖 G 华东师范大学 吴昊男 韩依伦 瞿祝
三等奖 G 复旦大学 王弥青 曾铮 史凌伟
三等奖 G 上海大学 罗艳飞 张海燕 王喆
三等奖 G 上海大学 杨松洁 陈国捷 冷晨晨
三等奖 G 上海大学 朱瑞杰 汪先领 刘金磊
三等奖 G 上海大学 张施源 张清玉 顾天晟
三等奖 G 上海大学 陈赟佳 顾双奕 曾义洋
三等奖 G 上海大学 肖婕妤 王禹晔 海扬
三等奖 H 东华大学 余学强 朱恒 刘悦
三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马盛淞 黄思源 李剑锋
三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陈康 董波 杨子蕴
三等奖 H 东华大学 郭靖民 郑兆妍 张宜丁
三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王政 王屹辉 邢逸琦
三等奖 H 东华大学 邹浩正 葛国伟 张志颖
三等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陈楚 孙志刚 张书博
三等奖 H 东华大学 杨健 孙歌 陈洁雅
三等奖 H 上海师范大学 臧雍 杨深远 林远
三等奖 H 上海师范大学 陈刘超 汪文芳 卢思屹
三等奖 H 上海师范大学 陈文超 惠永超 张亚龙
三等奖 H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许方桥 李乾坤 吴寅超
三等奖 H 上海大学 耿夫迪 梁宇中 陈思悦
三等奖 H 上海交通大学 张希文 沈定满 李凯雄
三等奖 H 上海大学 张星灿 张一尘 陈潇
三等奖 H 上海交通大学 蔡自强 李涵 曾欣瑶
三等奖 H 上海交通大学 陶诗源 王乐衡 叶宗鑫
三等奖 H 上海建桥学院 王煜博 李鹏程 蔡俊哲
三等奖 H 同济大学 常焱颢 张施皛 高博
三等奖 H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谢文杰 马志鑫 王屹
三等奖 H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秦宇豪 邵旭煜 李振均
三等奖 H 同济大学 杨立洲 廖磊林 耿力
三等奖 H 同济大学 周怡 赵凌哲 杨晓潇
三等奖 H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周庆志 周靖俞 骆阳
三等奖 H 上海海事大学 金勇 李航 黄晓彤
三等奖 H 华东师范大学 杨琦 李志裴 谢祖炜
三等奖 H 上海电机学院 柯达 叶琼 郑宇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张杰 毛宁 李潇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赵峻岭 卢发权 邓绪广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唐忠伟 谢雨辰 李增志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海事大学 陈惟嵚 邢鑫 郑雅捷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涵 何雯婧 王博云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吴郅昊 王嘉豪 杜滔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海事大学 何鹏程 宋少锴 李时豪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电机学院 钱途 石嘉楠 姜怡芸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电机学院 周小熊 卢银锋 王星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电机学院 张瑞萍 曹允权 张祎楠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张玉明 赵家国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雷喆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刘小菲 周顺旺
成功参赛奖 A 上海海洋大学 刘雨涛



拟评奖项 选题代码 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耿僧韬 焦朝霜 乔逸凡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刘润枫 韩志雄 吕蕴偲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理工大学 辛蔚 鲍思源 霍然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理工大学 张君泽 徐贤炜 赵培森
成功参赛奖 B 复旦大学 王子豪 陆崇善 田子璇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苏婷婷 田海越 黄才育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海事大学 郑博 倪若冲 黄冠雄
成功参赛奖 B 同济大学 苏凌志 俞经淘 夏澳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海事大学 曹磊 杨雨洁 史旻昊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交通大学 张犇 潘呈赟 顾重仁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交通大学 尹嘉豪 廖焕新 陈熠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海洋大学 贾凡 占志伟 陆明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海洋大学 汪雨馨 林小龙 徐胜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海洋大学 赵宇航 姚逸凡 邢运瑜
成功参赛奖 B 上海海洋大学 朱钜宝 高卓 黄翌婷
成功参赛奖 C 上海理工大学 凌宇秀 杨蓉 龙芋帆
成功参赛奖 C 上海电力大学(杨浦) 陈瑞琦 何英 黄马乐
成功参赛奖 C 上海电力大学(杨浦) 佟洁 卫亦诚 徐婧寒
成功参赛奖 C 华东师范大学 顾俊杰 张嘉楠 王茜
成功参赛奖 C 华东师范大学 徐芳泽 傅晓雪 蒋文志
成功参赛奖 C 上海海事大学 刘羽婷 顾懿 吕施媛
成功参赛奖 C 上海海事大学 冯岩 陈钰 任翔
成功参赛奖 C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江林 陈春秋 杨如松
成功参赛奖 C 上海交通大学 赵思樵 曹靖宜 李咏秋
成功参赛奖 C 上海电机学院 凌雪海 王计友 冯付泸
成功参赛奖 D 东华大学 龚希杰 杨宜 慕亚琼
成功参赛奖 D 东华大学 邱高特 韩姝敏 周泳
成功参赛奖 D 东华大学 胡家铭 方鹏 杨骁晟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林梓豪 李官宝 王逸晟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陈泽政 于问岳 张世宏
成功参赛奖 D 东华大学 陈奕儒 丁超良 陆斌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白佳敏 王大中 赵晨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理工大学 杨立成 宋文斌 刘今阳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师范大学 朱锐 唐欣迪 李旭晨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师范大学 卢欣 张颖 马嘉蔚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电力大学(杨浦) 管雪凡 方浩旭 顾羽舟
成功参赛奖 D 同济大学 樊星 方茵茵 魏伟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梁智文 孔志恒 冶富菊
成功参赛奖 D 同济大学 时若琳 贺冰 王雨馨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交通大学 杨永冬 彭峰 周堋昊
成功参赛奖 D 同济大学 沈思远 欧阳深 潘湘辉
成功参赛奖 D 同济大学 沈嗣杰 漆星越 叶敏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备力 相升阳 赵梓皓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喆为 何孟元 吴宇宸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周华 朱传明 王力强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海事大学 王海鹏 李优 艾宇童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大学 彭泽慧 江微杰 王章良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海事大学 阳永其 王睿桢 汤吉安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海事大学 朱启忠 张洋 郭有婕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海事大学 韩洋 刘刚 张博文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大学 蒋一玉 李璇 石沄艳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大学 周虎 邱瑞宸 肖玉婷
成功参赛奖 D 华东师范大学 李明帅 王思佳 周惠惠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电机学院 王敏 唐佳雯 田睿智



拟评奖项 选题代码 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电机学院 丁晓岚 李中天 金晨杰
成功参赛奖 D 华东师范大学 原永钊 谢扬琛 梁世铭
成功参赛奖 D 上海电机学院 何其伟 谢许凯 刘豪
成功参赛奖 D 东华大学 洪志琴 方子文
成功参赛奖 E 同济大学 陈晗 刘振东 李思怡
成功参赛奖 E 同济大学 姜怡君 郭立宇 王盛宇
成功参赛奖 E 同济大学 迟会聪 何晨曦 石钰桃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王华东 尚兴森 汤遥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王昊天 侯飞宇 崔展豪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师范大学  吴敏 龙斌 胡雨蝶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于千越 高世杰 靳午煊
成功参赛奖 F 东华大学 杨代明 王一飞 任森
成功参赛奖 F 东华大学 阙文斌 汪桃义 杨筱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康楷 祖皓 张玉北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谭味 张智睿 朱佳怡
成功参赛奖 F 东华大学 赵筱晗 施锦涛 沈艺高
成功参赛奖 F 同济大学 刘阳 宁宇平 吕洪汛
成功参赛奖 F 同济大学 邱炳纲 陈卓 黄定梁 
成功参赛奖 F 同济大学 肖灿坤 任乾晨 张少凡
成功参赛奖 F 同济大学 杨芸菲 温筱婷 孙景鹏
成功参赛奖 F 同济大学 张海容 刘凌杰 邓潇阳
成功参赛奖 F 同济大学 丁文迪 李姚霖 冯鑫杰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海事大学 张纯 樊泓 李嘉明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卞玉星 熊睿 卫鹏勃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悦婷 郑哲诚 韩宗睿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交通大学 尹文沛 沈力 赵子怡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建桥学院 王浩文 童子逸 吴子康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电机学院 付为钦 叶佳庆 董仁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电机学院 黄煜城 曹裕 刘山温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海洋大学 杨喆 魏然 钱添玺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海洋大学 蔡俊翔 袁恺涵 张汉生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师范大学 简仁利 向依依
成功参赛奖 F 上海海洋大学 江智清 刘路遥
成功参赛奖 G 同济大学 杜汐源 崔钰惠 李心奕
成功参赛奖 G 复旦大学 叶诏辉 孙博 刘煜轩
成功参赛奖 G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胡桂荣 张乐乐 王平
成功参赛奖 G 上海大学 徐尚 张涵 李烨榕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李玉衡 徐夏怡 宫瑶
成功参赛奖 H 东华大学 刘利刚 郝飞 张凯亮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理工大学 周楚伟 倪灿 李树阳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师范大学 刘津萍 张正午 张宏亮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孙晨浩 张陈丽 蔡建飞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师范大学 陈中秀  鲁文竹 韩迎澳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大学 陈天杨 马建 陈映杉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建桥学院 文娟 凌思佳 陆苗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建桥学院 欧阳孔超 王纯利 漆星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尹汉民 须子逸 温家璇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顾轶琪 高恒 耿文韬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陆廖彬 陈寅杰 刘嘉瑜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佳林 唐文倩 朱国良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黄思勤 刘佳奇 张少康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袁润镛 曾柯翔 徐从潇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王宇斌 贾帅杰 黎祖林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电力大学（临港） 古蔚琪 齐纪 纪鹏



拟评奖项 选题代码 学校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学生姓名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海洋大学 殷洁 韦泱仰 徐辰耀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海洋大学 黄诗洋 窦上民 杨赟博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海洋大学 龙振东 王宁涛 潘俊宇
成功参赛奖 H 上海电机学院 杜志恒 赵健人 李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