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所在学校

1 郑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张梦桥 北京交通大学
3 宋绪杰 北京交通大学
4 鲁博佶 北京科技大学
5 许炎 北京科技大学
6 詹宇飞 北京科技大学
7 侯玥辰 北京理工大学
8 张启航 北京理工大学
9 李紫青 北京理工大学
10 王浩闻 北京理工大学
11 秦德通 北京理工大学
12 王宇雄 北京理工大学
13 王天航 大连理工大学
14 贺鑫 大连理工大学
15 常开颜 电子科技大学
16 陈嘉尊 东北大学
17 李思衡 东北大学
18 杨沐天 东北大学
19 侯润泽 东南大学
20 李鹏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
21 赵涵 哈尔滨工业大学
22 尤志凯 哈尔滨工业大学
23 严周栋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24 林德龙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25 崔珂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26 韩硕 合肥工业大学
27 魏靖超 合肥工业大学
28 张志行 合肥工业大学
29 胡岳伟 合肥工业大学
30 杨逸南 合肥工业大学
31 邹文霞 合肥工业大学
32 孙玉 湖南大学
33 汪晓超 湖南大学
34 刘振辉 湖南大学
35 陶慧 湖南大学
36 吴新政 湖南大学
37 齐博文 华南理工大学
38 郑天翔 华南理工大学
39 潘琪琪 华南理工大学
40 钟宇婷 华南理工大学
41 沈文轩 华中科技大学
42 黄琪寅 华中科技大学
43 熊登锐 华中科技大学
44 董磊 华中科技大学
45 王威 华中科技大学
46 刘心阳 华中科技大学
47 修瑞 吉林大学
48 师国伟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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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刘其林 吉林大学
50 张友朋 吉林大学
51 刘轶材 吉林大学
52 罗熙 吉林大学
53 王轶睿 吉林大学
54 郑昊天 吉林大学
55 罗美薇 吉林大学
56 刘中姐 吉林大学
57 凃梦褀 吉林大学
58 李欣城 吉林大学
59 梅君夷 兰州大学
60 白浩宇 南方科技大学
61 张纯洁 厦门大学
62 金航 厦门大学
63 刘灿 厦门大学
64 程珂欣 山东大学
65 杨子木 山东大学
66 李军玮 山东大学
67 张仁杰 上海交通大学
68 向思磊 上海交通大学
69 屠尔琪 上海交通大学
70 苗欣冉 四川大学
71 王德鑫 天津大学
72 刘晓磊 天津大学
73 周星宇 同济大学
74 董嘉璇 同济大学
75 柴如 同济大学
76 田昀 武汉大学
77 朱敏婧 武汉理工大学
78 王昊宇 武汉理工大学
79 周云飞 武汉理工大学
80 徐健平 武汉理工大学
81 朱效宏 武汉理工大学
82 严可汗 武汉理工大学
83 高宇 武汉理工大学
84 李健雄 西安交通大学
85 符泽 西安交通大学
86 陈思源 西安交通大学
87 贾丁 西安交通大学
88 张翼霄 西安交通大学
89 景潇 西北工业大学
90 杜雪明 西南交通大学
91 王小曼 长安大学
92 宗文萍 郑州大学
93 付锦涛 郑州大学
94 王佳铭 中国矿业大学
95 罗震 中国农业大学
96 朱哲慧 中国农业大学
97 何聲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98 张现华 中南大学
99 赵世越 中南大学



100 熊文逸 中南大学
101 宋子健 中南大学
102 曹政通 中南大学
103 刘浩天 中南大学
104 罗东昊 中山大学
105 张鼎扬 重庆大学
106 蔡炜桢 重庆大学
107 唐昕月 重庆大学
108 李东轩 重庆大学
109 付助 重庆大学
110 竺可哲 重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