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题号 队伍编号 奖项 队长姓名 队长所在单位 队友姓名 队友所在单位 队友姓名 队友所在单位

1 C 19108560207 一等奖 吴旭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贺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邱博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 E 19108560033 一等奖 张丽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 F 19108560106 一等奖 李秋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孙鑫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冯益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 D 19108560047 二等奖 卫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宏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业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 D 19108560215 二等奖 张力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苗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思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 D 19108560306 二等奖 李嵘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袁则瑜 南京林业大学 韩巍松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 D 19108560097 二等奖 周陈园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屈楠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桂宁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 D 19108560244 二等奖 刘香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庄超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梁诤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 D 19108560062 二等奖 蒋苏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金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 D 19108560122 二等奖 李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黄经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乐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1 D 19108560100 二等奖 孟祥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为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秦帅昆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2 D 19108560140 二等奖 牛宇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守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王从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3 D 19108560238 二等奖 汪熙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钟根鹏 同济大学 张帅 同济大学
14 A 19108560211 二等奖 许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盛静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5 C 19108560319 二等奖 朱凯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于润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建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6 C 19108560073 二等奖 王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俊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陆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7 C 19108560115 二等奖 陆帅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袁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8 C 19108560042 二等奖 贾强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洪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9 C 19108560167 二等奖 叶寒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守刚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叶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 E 19108560006 二等奖 黄慧芸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阚顺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邹洵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1 E 19108560204 二等奖 袁欣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罗康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舒时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2 E 19108560302 二等奖 闻一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姚婷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缪克勤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3 E 19108560009 二等奖 胡雨涵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鹤鸣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彧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4 E 19108560036 二等奖 卑王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江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5 E 19108560191 二等奖 赵金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于建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唐莉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6 E 19108560123 二等奖 杨刚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焦晨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焰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7 E 19108560050 二等奖 朱成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修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家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8 E 19108560081 二等奖 宋大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达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孙乐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9 E 19108560077 二等奖 钟嶒楒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童慧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汤先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0 E 19108560221 二等奖 高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黄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郝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1 E 19108560182 二等奖 李欣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耿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宁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2 E 19108560150 二等奖 张彭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崇琪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薛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3 E 19108560249 二等奖 王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何芃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吕叶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4 E 19108560093 二等奖 邹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晓楠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朱如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5 E 19108560160 二等奖 朱良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莉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戴贤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6 E 19108560291 二等奖 徐嘉诚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姜茂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秦珂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7 E 19108560265 二等奖 陆洪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为科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戴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8 E 19108560227 二等奖 奉皓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石聪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薛心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9 E 19108560250 二等奖 孙为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庞梦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郭志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0 F 19108560148 二等奖 史训昂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姚广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任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1 F 19108560024 二等奖 廖云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罗佳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赵文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2 F 19108560133 二等奖 马宏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付久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金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3 D 19108560114 三等奖 严雨灵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啸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芙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4 D 19108560025 三等奖 任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郭风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邹光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5 D 19108560017 三等奖 王庆渠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秦乾坤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商英丽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6 D 19108560004 三等奖 王子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汤玉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弘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7 D 19108560020 三等奖 林靖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肖子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雅娴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8 D 19108560040 三等奖 马非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一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任大恒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9 D 19108560230 三等奖 虞梓豪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胡文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美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0 D 19108560170 三等奖 袁贤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周群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汤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1 D 19108560228 三等奖 仓依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沈静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谢韫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2 D 19108560030 三等奖 吴鹏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孔容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余晨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3 D 19108560119 三等奖 张耀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月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广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4 D 19108560083 三等奖 熊玉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熊春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唐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5 D 19108560012 三等奖 徐毓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宋琴琴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卞海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6 D 19108560255 三等奖 韩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亓洋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7 D 19108560290 三等奖 王忠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朱艳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8 D 19108560169 三等奖 劳天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润泽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崔婧仪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59 D 19108560282 三等奖 刘浒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0 D 19108560176 三等奖 王清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硕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袁兆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1 D 19108560311 三等奖 李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陆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董柏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2 D 19108560055 三等奖 糜泽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宋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邹易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3 D 19108560099 三等奖 吴金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雷茹燕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4 D 19108560236 三等奖 伍伟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邵志慧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哲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5 D 19108560069 三等奖 余小燕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胡清礼 厦门理工学院 薛健武 厦门理工学院
66 A 19108560049 三等奖 李世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仕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圆圆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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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B 19108560193 三等奖 陆健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焕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段昱如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8 B 19108560151 三等奖 董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鲍康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陶羽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9 C 19108560059 三等奖 牛广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莹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牛嘉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0 C 19108560034 三等奖 施建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姜月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党良慧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1 C 19108560082 三等奖 于利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敬一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汤子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2 E 19108560305 三等奖 李宝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殷芳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云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3 E 19108560274 三等奖 赵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丁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郭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4 E 19108560094 三等奖 高文欣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鲍茜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5 E 19108560154 三等奖 罗玉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学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6 E 19108560104 三等奖 施浩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远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晋鑫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7 E 19108560003 三等奖 盛依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段云先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志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8 E 19108560189 三等奖 周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谢思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吴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9 E 19108560111 三等奖 佘泽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曹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乔雅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0 E 19108560298 三等奖 唐新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香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石敏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1 E 19108560001 三等奖 树佳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鹏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晓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2 E 19108560128 三等奖 于艳丽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珂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荣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3 E 19108560056 三等奖 徐梦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聪灵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曾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4 E 19108560112 三等奖 栗圣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鹏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卜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5 E 19108560152 三等奖 张文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江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丁亚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6 E 19108560210 三等奖 张旭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邹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晓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7 E 19108560307 三等奖 陈俊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谢晓金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惠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8 E 19108560090 三等奖 张路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温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徐康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9 E 19108560046 三等奖 闫秋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龙旭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0 E 19108560226 三等奖 李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黄卫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金明月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1 E 19108560103 三等奖 闫普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余忠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2 E 19108560253 三等奖 戚柳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韵卓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双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3 E 19108560138 三等奖 邱一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皓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赵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4 E 19108560180 三等奖 王孟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胡晓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5 E 19108560194 三等奖 杨天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诣铭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焦姣 上海理工大学
96 E 19108560105 三等奖 张淑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何思涵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董潘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7 E 19108560240 三等奖 朱毅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朱雨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银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8 E 19108560145 三等奖 罗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赵华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钱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99 E 19108560268 三等奖 张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田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周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0 E 19108560251 三等奖 熊博儒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吴江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丁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1 E 19108560289 三等奖 王春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婷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袁秀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2 E 19108560233 三等奖 李世裴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韩家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严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3 E 19108560257 三等奖 丁海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周智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万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4 E 19108560011 三等奖 杜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甫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肖海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5 E 19108560120 三等奖 苏润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孙佳慧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蒋卓甫 同济大学
106 E 19108560126 三等奖 吴传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雪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张孝笑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7 E 19108560285 三等奖 于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滋曼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胡一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8 E 19108560223 三等奖 高建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万博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胡玉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9 E 19108560299 三等奖 张唯一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方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周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10 E 19108560196 三等奖 徐熠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曹超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黄艳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11 E 19108560216 三等奖 蒋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明法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熊士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12 E 19108560297 三等奖 郭隆臻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赵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婷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13 E 19108560327 三等奖 焦航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宁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孟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14 E 19108560270 三等奖 贾海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姜天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诗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15 E 19108560002 三等奖 李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顾旭 上海师范大学 沈健 上海大学
116 E 19108560225 三等奖 江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唐恒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查一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17 E 19108560172 三等奖 邱雄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朱安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郭梦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18 E 19108560142 三等奖 王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柳海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月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119 F 19108560086 三等奖 潘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赵清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20 F 19108560074 三等奖 牟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董慧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21 F 19108560064 三等奖 马影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邓宇翔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其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22 F 19108560304 三等奖 童晓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天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殳雪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23 F 19108560035 三等奖 王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鑫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武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24 F 19108560147 三等奖 东星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维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25 F 19108560314 三等奖 李春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茂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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