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院校省份 院校市区 院校地址

1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HyperFlex 廖春涛 152*****649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

2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Larva 毛钊岚 173*****151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经济开发区白杨街道2号大街1158

号

3 A类 浙江传媒学院 兑队怼对队 程易 133*****975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学林街学源路998号

4 A类 中南大学 疯了的苞米 张洺豪 187*****738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

5 A类 北京邮电大学 榴莲牛角包 马福辰 188*****655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

6 A类 南华大学 南华队 吴静 150*****698 湖南省 衡阳市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

7 A类 江南大学 如意队 陈星宇 130*****979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1800号江南大学

8 A类 宁波大学 听见心声 周文婕 188*****913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818号

9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小饼干队 盛丽 155*****932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犀安路999号

10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若茗 刘凯戈 158*****837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白杨街道浙江财经大学

11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K金之王 刘关飞 182*****778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

12 A类 西安科技大学 库函数 杨博 132*****893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13 A类 北京邮电大学 PinkFloyd 曾嘉 188*****163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北京邮电大学

14 A类 湖州师范学院 法治 钟源 188*****273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湖州师范学院

15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

息工程学院
九章 金丹妮 132*****588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胜联路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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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类 山东理工大学 2018hope 杨超 178*****833 山东省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

17 A类 宁波大红鹰学院 704 1队 方国庆 188*****623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学院路899号

18 A类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CloudPiper 管鑫 137*****294 江苏省 常州市 江苏省常州市晋陵北路200号

19 A类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Commitment 厉佩强 159*****098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51号

20 A类 天津工业大学 emmmm 王巍 130*****600 天津市 西青区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9号天津工业大学

21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Foru 金鸣 132*****458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青菱街道黄家湖大学城武汉科技

大学430065

22 A类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GEEK 田骐毓 151*****763 江苏省 苏州市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大道1188号

23 A类 河海大学 iostream 欧文悦 183*****886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河海大学

24 A类 河海大学 NSNF 刘杰 183*****802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佛城西路8号

25 A类 宁波大学 risingstar 曹怡雯 188*****286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风华路818号

26 A类 盐城师范学院 Top T 李春 188*****095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开放大道50号（盐城师范学院）

27 A类 浙江理工大学 Trump Card 杜尊仲 183*****608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2号街928号

28 A类 南通理工学院 WALL-E 王添 188*****931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经济开发区永兴路14号

29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

息工程学院
wedo团队 徐伟武 159*****347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胜联路168号

30 A类 中南大学 爱码士 孔恩培 187*****430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中南大学铁道学院

31 A类 浙江科技学院 吃不饱队 陈永雷 137*****272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留和路318号

32 A类 邯郸学院 郸锋 马博韬 130*****520 河北省 邯郸市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学院北路5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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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类 浙江万里学院 废铁战士 钱泽俊 137*****408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南路8号

34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复仇者联盟 金茏晟 157*****559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2318号

35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给你买橘子 杨伟民 187*****355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36 A类 重庆理工大学 聚星队 林逸 182*****137 重庆市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红光大道69号

37 A类 湖州师范学院 明创部落 赵丹娜 178*****085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学士路1号

38 A类 井冈山大学 千树秋实 肖云 183*****020 江西省 吉安市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

39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三分归元气 高虎 159*****822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40 A类 浙江中医药大学 四神拖一坑 何金航 131*****373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48号

41 A类 南通理工学院 特别队 杨耀辉 153*****902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永兴路14号

42 A类 安徽理工大学 拓物重生 黄凯平 139*****064 安徽省 淮南市
安徽省淮南市泰丰大街168号安徽理工大学数学与大

数据学院

43 A类 浙江科技学院 五排吃鸡 揭荣 158*****325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318号

44 A类 济宁医学院 星图信息 张安帅 178*****579 山东省 日照市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学苑路669号

45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雄霸天下 陈盛兰 158*****727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西南石油大学

46 A类 宿州学院 一川 张姚 182*****315 安徽省 宿州市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宿州学院东区

47 A类 浙江传媒学院 浙里626 朱世财 158*****786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学源街998号

48 A类 江南大学 致远 顾德喜 150*****963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1800号

49 A类 池州学院 中华健齿白 王盖 188*****201 安徽省 池州市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马衙街道教育园区池州学院

50 A类 大庆师范学院 追风者 李涵 151*****050 黑龙江省 大庆市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宾路大庆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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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A类 宁波大红鹰学院 704 2队 叶敏杰 188*****700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学院路889号

52 A类 中南大学 Muskmelon 熊晨欣 180*****223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铁道学院

53 A类 浙江工商大学 NetBaby 范煜 136*****433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54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灰胡子队 曹秋萍 159*****78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和路288号

55 A类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梦马团队 裴如锦 181*****239 江苏省 苏州市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1188号

56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任意门 熊蒙 139*****145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犀浦镇西南交通大学

57 A类 浙江传媒学院 一夜暴富 胡琪琦 158*****71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街道高教园区学源街998号

58 A类 河海大学 00后老男人 张嘉韬 158*****821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佛城西路8号河海大学

59 A类 江南大学 C&I 王天熠 137*****983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1800号

60 A类 山东中医药大学 emmmmmm 钱勇 178*****795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校区

61 A类 南通大学 F战队 王富饶 159*****015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南通大学主校区

62 A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May4thBwU 崔昕宇 186*****759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182号

63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Mrs.J 毛冰 159*****072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留和路288号

64 A类 中南大学 SmartShane 张颜伟 158*****751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22号

65 A类 浙江工商大学 Zero Bug 陈洁娜 152*****04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18号

66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交大五美 杨浩 138*****031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

67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青木 王洪永 159*****476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68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月雅湖队 孙彤辉 132*****863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高教园学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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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A类 宁波大学 简单的电脑 石浩楠 188*****025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风华路818号

70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向大佬低头 季珂宇 137*****275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留和路288号

71 A类 南京农业大学 阳光team 伍新月 152*****110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72 A类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

院
2018小分队 李娇 177*****380 浙江省 绍兴市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

73 A类 宁波大红鹰学院 AkiraTech 俞泽峰 181*****250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海曙区学院路899号

74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Bubble 洪伟华 158*****474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288号

75 A类 浙江科技学院 Cold Code 余剑 137*****92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留和路318号

76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D-seer 严锋钢 181*****375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2318号

77 A类 南通大学 Evian 曹凯博 188*****985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啬园路9号南通大学主校区

78 A类 西安工业大学 Fantast 黄聪 136*****921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市学府中路2号

79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ILoCode 李天阳 158*****87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18号

80 A类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Inter-D 孔祥顺 175*****921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462号

81 A类 浙江工商大学 LeoTeam 丁少婷 152*****821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白杨街道浙江工商大学

82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Random 费克翔 159*****692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白杨街道2号大街1158号

83 A类 浙江师范大学 wanna one 张曌 178*****665 浙江省 金华市 浙江省金华市迎宾大道688号

84 A类 宁波大学 不知死活队 黄亚鹏 188*****181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风华路818号

85 A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和太阳并肩 杨何祯旻 152*****093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南湖大道182号

86 A类 丽水学院 满跃芙 陈斌斌 188*****729 浙江省 丽水市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学院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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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A类 浙江中医药大学 秒速识别队 张信哲 156*****297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48号

88 A类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

院
奇妙能力组 张倩倩 178*****691 浙江省 绍兴市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科华路958号

89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十八街麻花 刘昊轩 181*****416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白杨街道2号大街

1158号

90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随便来一个 王江涛 159*****592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留和路288号

91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晚上吃鸡队 郑凯 159*****493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经济开发区白杨街道2号大街1158

号

92 A类 福州大学 咸鱼划水队 张德茂 153*****109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大学

93 A类 浙江理工大学 有点强 吴鹏怀 158*****551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2号大街5号

94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Aeria鹰巢 苏玉兰 158*****951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财经大学

95 A类 湖州师范学院 CLAY队 涂慧洁 188*****615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湖州师范学院

96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iTI小队 蒋宗强 189*****179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余杭塘路2318号

97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LemonTeam 余星鑫 159*****02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288号

98 A类 浙江工商大学 Our Team 张梦琪 132*****889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

99 A类 浙江科技学院 PHYDF 杨德建 137*****266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留和路318号浙江科技

学院小和山校区

100 A类 广西师范大学 Scriptown 沙威 130*****203
广西壮族自

治区
桂林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101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橘子红了队 孔玮玥 138*****748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

102 A类 浙江中医药大学 萝卜科技 裘沁楠 158*****97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48号

103 A类 南通大学 七月同盛荣 刘奇 138*****270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啬园路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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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A类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青学 邓清华 189*****392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软件园路8号

105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少先队 叶依晨 158*****25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18号

106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旺旺大礼包 戴嘉欣 159*****684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白杨街道

107 A类 成都东软学院 pathfinder 张廷杭 177*****692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成都东软学院

108 A类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

院
吃瓜群众 戴燕 150*****208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文澜路89号

109 A类 吉首大学 吉首凌点 李元 137*****783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镇溪街道吉首大
学新校区

110 A类 合肥师范学院 客中初夏队 王荣荣 151*****619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莲花路锦绣大道1688号

111 A类 福州大学 兄dai队 赵鑫鑫 150*****651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大学

112 A类 湖南中医药大学 Gasoline 郑卓杭 152*****749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湖南中医药大学含浦校区

113 A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icon_FF 江池 136*****255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道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南

湖大道182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14 A类 中南大学 KiteRuners 张洋奇 151*****272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铁道学院

115 A类 天津工业大学 new_idea 陈宇 152*****231 天津市 西青区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9号

116 A类 湖南中医药大学 Ultimate 肖鹏 155*****107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科教园湖南中医药大学

117 A类 湖南中医药大学 都可以 王贤宇 155*****919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科教园湖南中医药大学

118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风信子 徐岩 158*****964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街道

119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萌创 高琛傲 173*****357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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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南村群童 戚梦瑶 137*****156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仓前街道余杭塘路2318号

121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五有交大队 杨海艳 130*****023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犀安路999号

122 A类 吉首大学 星期六 王文涛 188*****431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大学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

123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Brightsun 王怡清 155*****163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58号杭师大仓前

新校区

124 A类 南通大学 Wise Team 赵亦明 178*****590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啬园路9号（南通大学主校区）

125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六个泡芙 徐立强 130*****222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犀安路999号

126 A类 中南大学 普罗米修斯 彭润生 136*****303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中南大学铁道学院

127 A类 金陵科技学院 coding on 刘佳玮 159*****623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99号金陵科技学院

128 A类 北京交通大学 four plus1 王玉 188*****521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

129 A类 山东理工大学 山理小清新 孔岳 178*****175 山东省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新村西路266号

130 A类 宿州学院 忘川 吴厚月 157*****176 安徽省 宿州市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宿州学院东区

131 A类 浙江万里学院 侠律营 夏黎锟 178*****786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万里学院

132 A类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新梦想 王放 158*****607 湖北省 襄樊市 湖北省襄樊市襄城区隆中路18号

133 A类 广西师范大学 502实验室 周韬 185*****544
广西壮族自

治区
桂林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

134 A类 河海大学 bbbb队 周俊成 182*****186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佛城西路8号河海大学江宁校区

135 A类 天津师范大学 CrazyText 孙宁宁 139*****602 天津市 西青区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3号天津师范大学

136 A类 东华理工大学 Googol 章权 188*****701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南昌市广兰大道4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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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A类 重庆大学 gpu_killer 施柳 189*****853 重庆市 沙坪坝区 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138 A类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mAP100% 王静 185*****370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498号

139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NewName 张亦弛 132*****116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40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swjtu_dl 张舰 158*****705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

141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T_hinton 臧泽林 151*****480 浙江省 杭州市 留和路228

142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Terminator 房庆云 155*****375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犀浦校区

143 A类 天津师范大学 XD 钟长鸿 181*****140 天津市 西青区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3号

144 A类 浙江科技学院 吃了个鲸 李航 137*****759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318号

145 A类 温州大学 风扬 王金鑫 159*****099 浙江省 温州市 浙江省温州市温州大学

146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交大周考队 嵇爽 155*****823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犀安路999号

147 A类 山东科技大学 来水经验的 王舰 178*****095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579号

148 A类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浪淘沙 徐小耕 131*****200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市广园中路248号

149 A类 浙江中医药大学 随便娶名字 王航 158*****096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医学技术学院

150 A类 河海大学 烫烫烫 陈攀 130*****005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佛城西路8号

151 A类 长沙理工大学 星城观察者 贾浩 173*****593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2段960号

152 A类 淮南师范学院 知明团队 叶奇 157*****624 安徽省 淮南市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西路

153 A类 大连科技学院 智造未来 庾金科 139*****225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经济开发区滨港路999-26号

154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Shineonu 魏懿 134*****76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23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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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A类 吉首大学 zoom 谭思翔 187*****198 湖南省 张家界市 湖南省张家界市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

156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创业新星 王维 133*****020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黄家湖校区

157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大白鹅小队 刘猛帅 159*****462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校园区

158 A类 厦门大学 Blue 苏小芮 188*****321 福建省 厦门市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159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OneHyper 温昕 155*****679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犀浦镇犀安路999号

160 A类 河海大学（常州） 橘猫说的 余海龙 187*****965 江苏省 常州市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晋陵北路200号

161 A类 北京交通大学 旺旺队 朱煜 186*****127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北京交通大学

162 A类 山东科技大学 五的N次方 马辉 178*****519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开发区

163 A类 浙江科技学院 夜猫团队 冯天祥 137*****825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留和路318号

164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Cyclone 杨俊 151*****929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汉科技大学（黄家湖校区）

165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抱大腿 许书 176*****068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166 A类 福州大学 海马 陈登盛 152*****943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大学城

167 A类 宁波大学 玖贰壹诗人 周金俊 150*****835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818号宁波大学

168 A类 北京邮电大学 买个橘子 陈红云 188*****920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

169 A类 重庆理工大学 智能小鲜肉 喻敦虹 187*****238 重庆市 巴南区 重庆市巴南区红光大道69号

170 A类 浙江传媒学院 A23今目标 钟心怡 173*****503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浙江传媒学院学源街998

171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hunters 陈燕梅 173*****319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新都大道

172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SWPU-WWWSF 付婷 158*****003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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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A类 江南大学 Upwork 魏思敏 188*****879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1800号

174 A类 沈阳农业大学 Wonders 韦耀镇 188*****458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120号

175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YOLO 周美含 188*****150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中国政法大学府学路27号

176 A类 合肥师范学院 包您满意队 杜天 182*****741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

177 A类 华东交通大学 保证搞定队 徐文艳 139*****726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蛟桥镇皇姑路华东交通大学

178 A类 三峡大学 创动三峡 徐乔林 158*****598 湖北省 宜昌市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179 A类 山东科技大学 顶呱呱 刘勇豪 178*****094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180 A类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东方梦起 刘少平 189*****198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软件园路8号大连东软信息学

院

181 A类 合肥师范学院 合师Dream 陈丹丹 138*****182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锦绣社区

182 A类 湖北理工学院 化梦为行 叶彤 182*****331 湖北省 黄石市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

183 A类 安徽财经大学 猎梦者 何居安 135*****584 安徽省 蚌埠市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曹山路962号

184 A类 天津工业大学 芒果很忙 李形影 152*****870 天津市 西青区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9号

185 A类 西安科技大学 南黎 王青青 152*****627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186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牛柳滑蛋 冯冠文 181*****564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

187 A类 井冈山大学 皮皮虾中队 钟绍宜 151*****854 江西省 吉安市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学苑路28号

188 A类 合肥师范学院 平安小分队 刘婷婷 152*****356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金寨路327号

189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挑战今日 王菲 182*****657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西南石油大学

190 A类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托普之师 李方永 177*****942 江苏省 苏州市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 巴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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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吾本顽石 李彬 134*****835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192 A类 北方工业大学 無から有 武菲 185*****184 北京市 石景山区 北京市石景山区晋元庄路5号

193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西柚创行队 冯泰鑫 183*****775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

194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有法可依 陈一婧 188*****186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95 A类 安徽新华学院 有志青年 胡梦婷 138*****644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555号

196 A类 西南医科大学 掌舵人 蒋鹏 183*****461 四川省 泸州市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西南医科大学城北校区香林路

一段1号

197 A类 江南大学 指尖设计 刘欢欢 131*****050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1800号江南大学

198 A类 合肥师范学院 追光 许宁 152*****040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合肥师范学院三孝口校区

199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最强制作人 唐菁岭 178*****749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200 A类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JD 黄文葛 188*****895 重庆市 璧山县 重庆市璧山县璧青北路1001号

201 A类 江南大学 加油队 王田辰 183*****722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1800

202 A类 合肥师范学院 9527 卢海波 187*****701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金寨路327号

203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Big Boss 江新蕙 138*****068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204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BK278 余谦 139*****966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18号

205 A类 重庆邮电大学 CQUPT 刘施岐 133*****448 重庆市 南岸区 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街道崇文路2号

206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exponent 肖佑虹 131*****077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207 A类 安徽财经大学 FAN 团 许英震 158*****062 安徽省 蚌埠市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曹山路962号

208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Fourier 邵稚权 188*****672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第 12 页，共 18 页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院校省份 院校市区 院校地址

证书邮寄地址信息
队伍名称所属院校所属类别序号

209 A类 河北大学 ldlshhh 刘迪 183*****877 河北省 保定市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五四东路河北大学

210 A类 山东科技大学 MD2LQ 毛文鸣 186*****270 山东省 青岛市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579号

211 A类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NTU新守望 沈程程 181*****336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外环东路999号

212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VYYV 金晓艺 188*****912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213 A类 哈尔滨理工大学 Youto 石爽 133*****150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52号

214 A类 四川传媒学院 百長新媒体 邵雪梅 187*****228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团结镇学院街68号

215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不设限ID 李若云 135*****212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

216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不走寻常路 杨承坤 137*****817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八号

217 A类 江南大学 超能伍战队 高添 178*****701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1800号

218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晨星瀚海 谢金莉 173*****622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

219 A类 安徽工业大学 砥砺奋进队 卢阳 183*****557 安徽省 马鞍山市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安工大东校区

220 A类 浙江农林大学 东智 彭泽军 181*****842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武肃路666

221 A类 江苏大学 鸿蒙创世组 袁铭 152*****273 江苏省 镇江市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学府路301号江苏大雪

222 A类 燕京理工学院 华溢工作室 林鑫材 188*****115 河北省 廊坊市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镇迎宾北路45号

223 A类 井冈山大学 凯旋之队 胡锐 187*****997 江西省 吉安市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学苑路28号

224 A类 德州学院 奇异果 赖程 132*****018 山东省 德州市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大学西路566号

225 A类 德州学院 青创队 姜丽萍 130*****981 山东省 德州市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大学西路566号

226 A类 沈阳科技学院 闪电追梦者 吴杨 133*****788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白塔街道全运二西路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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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A类 山东科技大学 圣斗士星矢 程宝嘉 188*****287 山东省 泰安市
山东省泰安市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岱宗大街

223号山东科技大学

228 A类 天津天狮学院 十二月 刘佳伟 135*****356 天津市 武清区 天津市武清区源泉路15号

229 A类 合肥师范学院 蔚蓝sky 董杉 152*****218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金寨路327号

230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小鲜柚队 相天啸 173*****626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大道8号

231 A类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

院
newbee 叶依婷 158*****722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文澜路89号

232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Shapeofyou 马晓娟 173*****296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233 A类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不一轮游队 付元礼 182*****941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科教园湖南中医药大学

234 A类 河海大学 加拉隆 赵耀 158*****856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佛城西路8号

235 A类 湖南中医药大学 可燎 申可可 182*****100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科教园湖南中医药大学

236 A类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

院
皮皮虾2.0 莫绍明 137*****361 广东省 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广从南路548号

237 A类 北京交通大学 忝列门墙 于慧琳 188*****627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三号

238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我想吃鸡 周镒梵 135*****061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39 A类 北京邮电大学 c.overflow 陈润泽 152*****806 北京市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

240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HW Studio 李兆峰 156*****680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安路999号

241 A类 南通理工学院 IC意创 黄超 188*****656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经济开发区永兴路14号

242 A类 湖州师范学院 JZN队 金敏莉 178*****780 浙江省 湖州市 浙江省湖州市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

243 A类 南通大学 King Back 沈军 178*****540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啬园路9号

244 A类 盐城师范学院 Legendary 马敏 177*****620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大洋街道开放大道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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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A类 西北工业大学 old iron 刘淑宝 133*****619 陕西省 西安市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西北工业大学

246 A类 三江学院 Pioneer_sj 田旭辉 153*****951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龙西路310号

247 A类 山东中医药大学 Sakura 邵乐萱 158*****168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崮云湖街道大学科技园

248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Three&Two 李明昱 155*****223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

249 A类 浙江工商大学 冬日战士 方雨瑶 187*****354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学正街17号

250 A类 南通大学 好好学习 于立行 137*****646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啬园路9号

251 A类 盐城师范学院 慧创队 刘浩 188*****939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开放大道50号盐城师范学院（通

榆）

252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领航云 何建杰 156*****153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青菱街道黄家湖 二号路武汉科

技大学黄家湖校区

253 A类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秘密小组队 黄修涵 137*****101 浙江省 嘉兴市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

254 A类 南通大学 山岳队 林立 132*****575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啬园路9号

255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致命逆袭 龚云浩 188*****373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青菱街武汉科技大学黄家湖校区

256 A类 南通大学 AC Tree 沈庆超 178*****166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狼山街道啬园路九号

257 A类 温州大学 Beyond 李春梅 152*****881 浙江省 温州市 浙江省温州市茶山高教园区

258 A类 大连民族大学 CloudEye 崔星 155*****820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金石滩金石路31号

259 A类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Neu Elites 汪喆 139*****328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软件园路

260 A类 湖南中医药大学 Obiubiubiu 黄阳 186*****133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科教园湖南中医药大学

261 A类 中南大学 WWCD 17726151998 177*****998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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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A类 大连交通大学 zerotop 王举鹏 156*****020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794号

263 A类 盐城师范学院 ZMLYK盐师 张云智 188*****317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开放大道50号

264 A类 东华理工大学 东华之星 金安安 189*****890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广兰大道418号

265 A类 武汉商学院 飓风-溯光 郑依雯 159*****052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东风大道816号

266 A类 浙江科技学院 旅行者一号 吴江南 137*****583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318号

267 A类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我要喝旺仔 董弘伟 159*****992 浙江省 嘉兴市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仰山路2号

268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一起搞事情 李志能 189*****925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科技大学黄家湖校区

269 A类 成都东软学院 一醉南柯 漆愚 187*****964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东软大道1号

270 A类 浙江理工大学 在云端 黄少捷 159*****34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2号大街928

号

271 A类 大连工业大学 卓龙科创 刘廷龙 188*****729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轻工苑1号

272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知行合一 刘宜鑫 178*****705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273 B类 浙江农林大学 格睿英科技 胡佳颖 181*****310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274 B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VH 何静 152*****029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182号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南湖校区

275 B类 天津商业大学 笨鸟先锋 周娜 151*****135 天津市 北辰区 天津市北辰区津灞公路东口天津商业大学

276 B类 福建农林大学 城市水管家 叶建涛 177*****097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上下店路15号

277 B类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

院
创想队 彭晓贤 155*****674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省长沙市赤岭路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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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B类 重庆大学 电蜂团队 杨剑南 158*****364 重庆市 沙坪坝区
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南路55号重庆

大学虎溪校区

279 B类 河海大学 河海安能PV 李金宝 187*****807 江苏省 常州市 江苏省常州市晋陵北路200号

280 B类 丽水学院 MD 叶培昌 157*****053 浙江省 丽水市 浙江省丽水市浙江省丽水市学院路1号

281 B类 盐城师范学院 JWL 季衍辉 151*****661 江苏省 盐城市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盐城师范学院通榆校区

282 B类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青春阳溢队 杜崭瑶 185*****021 河北省 张家口市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朝阳西大街13号

283 B类 南通大学 Iship 刘明 132*****392 江苏省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284 B类 浙江万里学院 万里齐上队 王婷 137*****425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钱湖南路8号

285 B类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跨境家居馆 陈厚桥 137*****709 江苏省 无锡市

江苏省无锡市无锡钱胡路809号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286 B类 宁波大学 科泰思 李俊晖 157*****481 浙江省 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宁波大学曹光彪信息楼

287 B类 北京化工大学 胜利之战 赵金明 188*****997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5号北京化工大学

288 B类 沈阳科技学院 M.B.C 鲍爽 177*****468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全运二西路30号

289 B类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医护守护神 甘碧妍 131*****338 广东省 肇庆市 广东省肇庆市西江南路6号

290 B类 湖北民族学院 企思妙享 易宗文 183*****291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学院路39号

291 B类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勤奋蜂 吕文丹 177*****130 重庆市 南岸区 重庆市南岸区崇文路2号重庆邮电大学

292 B类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未来纪元 李海波 180*****049 辽宁省 阜新市 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中华路47号

293 B类 徐州工程学院 橙子科技 毛英杰 138*****090 江苏省 徐州市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富春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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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B类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智造工匠 曹捷 138*****165 辽宁省 大连市 辽宁省大连市软件园路8号

295 B类 长江大学 Dream 802 尹志豪 177*****641 湖北省 荆州市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南环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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