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名称 姓名 奖项 证书编号

北京大学 卢维潇 一等奖 SG2019001

山东大学 刘  奔 一等奖 SG201900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曹鸿艺 一等奖 SG2019003

复旦大学 杨  光 一等奖 SG2019004

大连理工大学 刘颖坚 一等奖 SG2019005

湖南师范大学 杨  阳 一等奖 SG2019006

北京大学 古浩田 一等奖 SG2019007

四川大学 李卓远 一等奖 SG2019008

复旦大学 朱民哲 一等奖 SG2019009

武汉大学 陈  䶮 一等奖 SG2019010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华文茂 一等奖 SG2019011

东北大学 曹子健 一等奖 SG2019012

广州大学 王至宏 一等奖 SG2019013

厦门大学 徐天航 一等奖 SG2019014

复旦大学 朱柏青 一等奖 SG2019015

北京大学 蒋易悰 一等奖 SG2019016

陕西师范大学 肖盛鹏 一等奖 SG201901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新竹 一等奖 SG201901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  阳 一等奖 SG2019019

浙江大学 丁李桑 一等奖 SG201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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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张子涵 一等奖 SG2019021

四川大学 胡梦薇 一等奖 SG2019022

河南大学 张敬贤 一等奖 SG2019023

山西大学 陈  皓 一等奖 SG2019024

华中科技大学 邵钰菓 一等奖 SG201902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新煜 一等奖 SG2019026

同济大学 陈艳旗 二等奖 SG2019027

上海交通大学 陈烨嘉 二等奖 SG2019028

南开大学 张  琮 二等奖 SG2019029

厦门大学 卓志坚 二等奖 SG2019030

嘉应学院 邓士诚 二等奖 SG2019031

华南理工大学 姚立鹏 二等奖 SG2019032

合肥工业大学 徐  顺 二等奖 SG2019033

北京大学 郑礼鑫 二等奖 SG2019034

湖南科技大学 高艺漫 二等奖 SG2019035

云南大学 朱屹恒 二等奖 SG2019036

大连理工大学 李德维 二等奖 SG2019037

河南大学 张可忻 二等奖 SG2019038

武汉大学 胡天智 二等奖 SG2019039

北京大学 黄峄凡 二等奖 SG2019040

郑州师范学院 李泽坤 二等奖 SG2019041



西北工业大学 顾子康 二等奖 SG2019042

曲阜师范大学 周睿涵 二等奖 SG2019043

四川大学 陶飏天择 二等奖 SG2019044

长安大学 薛志龙 二等奖 SG2019045

曲阜师范大学 刘春麟 二等奖 SG2019046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许圣琴 二等奖 SG2019047

重庆大学 魏瑜铭 二等奖 SG2019048

河南工业大学 陈  意 二等奖 SG2019049

北京理工大学 郑博晨 二等奖 SG2019050

贵州大学 李家齐 二等奖 SG2019051

山东大学 林吉祥 二等奖 SG2019052

浙江师范大学 蔡智伟 二等奖 SG2019053

湘潭大学 龙汉清 二等奖 SG2019054

西安交通大学 乐  博 二等奖 SG2019055

江苏师范大学 周伟杰 二等奖 SG2019056

黑龙江大学 康旭东 二等奖 SG2019057

中国计量大学 陆建兵 二等奖 SG2019058

河北工业大学 张  宽 二等奖 SG2019059

国防科技大学 李哲民 二等奖 SG2019060

东南大学 沈伟皓 二等奖 SG2019061

广西大学 顾浩楠 三等奖 SG2019062



西安交通大学 周宇博 三等奖 SG2019063

江西师范大学 王和明 三等奖 SG2019064

温州大学 林  磊 三等奖 SG2019065

天津大学 陈  越 三等奖 SG2019066

新疆大学 韦春燕 三等奖 SG2019067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王远成 三等奖 SG2019068

扬州大学 李子戌 三等奖 SG2019069

郑州大学 周  硕 三等奖 SG2019070

石河子大学 姚鸿彬 三等奖 SG2019071

重庆交通大学 李  冉 三等奖 SG2019072

西北大学 吴东箭 三等奖 SG2019073

河南师范大学 温叶培 三等奖 SG2019074

华中科技大学 杨雪琴 三等奖 SG2019075

赣南师范大学 温素贞 三等奖 SG2019076

西安交通大学 刘上琳 三等奖 SG2019077

江苏大学 张会会 三等奖 SG2019078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王  枭 三等奖 SG2019079

电子科技大学 肖子珺 三等奖 SG2019080

天水师范学院 包军元 三等奖 SG2019081

湖南理工学院 蒋  超 三等奖 SG2019082

哈尔滨工程大学 潘婕妤 三等奖 SG2019083



西南大学 谈小莲 三等奖 SG2019084

河北师范大学 贾国静 三等奖 SG2019085

广西师范大学 范圣岗 三等奖 SG2019086

汕头大学 徐凯滢 三等奖 SG2019087

东北大学 冯丽红 三等奖 SG2019088

新疆大学 王梦炜 三等奖 SG2019089

长春师范大学 王天航 三等奖 SG2019090

东北师范大学 陈  明 三等奖 SG2019091

大连理工大学 丁明霞 三等奖 SG2019092

陕西科技大学 徐  磊 三等奖 SG2019093

山西师范大学 王贝妮 三等奖 SG2019094

宁夏大学 马苏慧 三等奖 SG2019095

吕梁学院 陈颖洁 三等奖 SG2019096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罗玉成 三等奖 SG2019097

重庆大学 周丹青 三等奖 SG2019098

海南大学 李  敏 三等奖 SG2019099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李  鑫 三等奖 SG2019100

内蒙古大学 黄  娇 三等奖 SG2019101

西藏大学 刘丽蒙 三等奖 SG2019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