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队名

合肥工业大学 一曲天涯梦魂远

安徽财经大学 实力至上

青岛大学 惟平惟准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风行﹄

山东工商学院 阿莫西林

上海海事大学 雪狼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桀

河海大学 九斋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传奇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六队

安徽大学 圣战❖林深鹿【阳】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Huskies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七月

岭南师范学院 我们爱1.24

学校 队名

青岛理工大学 小呀嘛小可爱

内蒙古农业大学 【Vampires】再见孙悟空

南昌大学 天天开心组合

成都理工大学 一朵小红花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陈常捷、修菊华、董海洋

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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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余梅

张大庆

李鸿媛、刘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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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党丽丽、储健吾

张邵兵、韩文斌、杜刚毅

于利俊

郑喜喜

刘静华

刘勇

殷亚远、骆正清、钱光亚

黄铁流、许广永、胡利军

张桂涛、孙浩

刘新宇、贲雪峰

李静宜、逄卉一

金欣磊、徐朗

刘希裕

房道伟、范珊珊

李洪深

贺潇、袁加桥、杨万达

黄俊豪、郑淇淇、陈盛铫

刘鹏、曲萧宇、李娜

陈泽婷、廖俊伟、吴国栋

崔国栋、梁雪、代圆康

陈超、洪文姣、张航祺

何杰、邹传冲、李旭飞

陈心楠、郑绍萱、刘苗

陈凡耀、张源、袁红梅

孟凡旭、黄婕、骆健

朱少阳、赵旭、张娜娜

简丽、郭力、郭勇华

刘天翼、高佳、王赫

李月霞、龚璐凝、徐玉秋

万潇毅、李富强、魏江桥

黄定良、杨婕、王尹琳

朱文洪、萧志峰、郑庆珠

杨维芝

朱云鹃、金震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Groza

安徽中医药大学 莫名其妙

兰州理工大学 mary555123

上海商学院 雨季不再来

河南理工大学 小太阳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小幸运

内蒙古大学 【星辰】1234

吉林财经大学 思美人兮

重庆工商大学 【南歌】｜我亦飘零久

武汉科技大学 曌&皇旸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STARK

北京物资学院 三只松鼠

安徽科技学院 Ccteam

淮北师范大学 沧海一声笑

赣南师范大学 宋城★后知后觉

烟台大学  Beat beans up the hill

北京邮电大学 三个皮皮浆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代表队

西南财经大学 QWM

兰州财经大学 丫@丫

内蒙古工业大学 你走过的地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向日葵

西华师范大学 FASN

忻州师范学院 『忻师』★暖暖

胡同立

戴彬

霍东霞、段云霞

张静

贺红权、白硕

苏应生、朱南

王多仁、何金

方英、贾国辉

陈晓梅

何世潮、高青海、何华奇

王小蕾

蒋家添、李文静

宋岩、李振杰

李友东

刘宇龙

张学敏

邵嫄、刘俊武、张瑞军

陈吒俤

赵梦娜、越宏哲、冯晓博

张琦雪、卿中亿、陈艺丹

侯子青、梁华伟、吴磊

王寅文涛、马一汀、齐玥

郑寿梅、孙淑萍、成凯

辛源、梁贤达、刘潇芃

杨璐、李墨馨、钟明睿

陈磊、吴琼、何磊

陶宝根、姜松、魏晨

曾媛、汪波、陈玉洁

安怀勇、迟淑敏、刘小锋

黄中昊、徐凯华、李昊然

许淑娴、陈淑梅、马欣娜

杨大陶、汤晓玉、刘雪健

张高升、宋秋阳、姚红豆

王晨玥、施诗敏、王慧雯

林湉湉、邱单祺、司方方

冉隆香、赵鑫炜、赵益

徐杨、喻智健、申柏嘉

陆阳、黄晨博、邹浓

杜俊霏、林洋洋、李晓娜

刘佳新、刘子博、赵越

李梦成、江雨珊、吴雨杰

李志广、魏骅

牛莲芳、谭春平

卜军、刘安庚

吴玉萍、傅端香

范伟杰、陶传彪

何小强 刘学正、邢卓琪、王祖依



喀什大学 我叫九年

南昌航空大学 GGG

厦门理工学院 风流倜傥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心月狐】飞鱼

南京农业大学 南农♚Monopolist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情花

新疆大学 驰风猛虎

湖南农业大学 MR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代表队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如梦初醒

新疆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开拓者☆新疆域

西南政法大学 猎人23号

华南农业大学 黑车一辆

燕京理工学院 荟萃精英

广西大学 装死队

天津工业大学 Forvere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滞销时代0.0

学校 队名

安徽大学 圣战❖林深鹿【阳】 朱云鹃 金震 朱少阳 张娜娜 赵旭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queen 刘希裕 刘希裕 周婷婷 相可 孔令瑶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丶灬尛破孩 刘希裕 刘希裕 赵虎 王若男 王中庆

安徽财经大学 能力有限公司 胡利军 武佩剑 胡悦悦 徐俊伟 秦雨蒙

唐少永、卢慧敏 吴义飞、杨志雄、蔡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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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峰、左两军、李巧璇

赵娜

田源

孙永利、赵诚

莫华、石巧君、杜智能

王搏、皮佳明、叶效彤

赵华

范宗余

周成

陈颖悦、朱丹

刘树良

阙立刚、张鸣

刘贻玲

古丽齐克热、赵玉强

张小艳、汪朗峰

吴桂平、李文川

郭舜杰、陈伟娜、李绰盈

刘菲菲、王欣、马超

崔超、陈铭思、谢茵

刘秀丽、李明龙、武雅静

赵福兴、徐盼盼、迪力夏提·吐尔洪

林智芬、毛珊瑛、肖胜

周英、陈成、王姝雅

龚锐、刘凡清、刘敏

吴泽阳、柳镇海、向江兰

李硕、曾青青、裴映竹

李若晰、陈金映、张梦雪

黄冠英、张洋、张柳柳

钟彬、贾润、罗玉

叶实、郑宇、李强

胡兴山、邹帅、曹静

郭小清、徐影琴、邹南

团队成员指导老师



合肥工业大学 勿忘初心 钱光亚 袁文霞 党丽丽 王婧 王锋

山东工商学院 苟鸡苟鸡苟苟哒 李静宜 李静宜 崔国栋 马增泉 陈飞

安徽大学 圣战●月下【永】连 朱云鹃 金震 韩健婷 谭秋雨 赵雪雪

安徽财经大学 Young Blood 胡利军 武佩剑 陈庆洋 舒小莲 袁小洁

安徽财经大学 贤泽 胡利军 武佩剑 杨锐 王珺阳 方美芳

内蒙古科技大学 二哥 刘希裕 刘希裕 张悦 刘春杰 张振虎

安徽财经大学 guard 胡利军 武佩剑 张邵兵 韩文斌 杜刚毅

内蒙古科技大学 酸奶不酸 刘希裕 刘希裕 魏影 周睿忻 李志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双面黑影 刘新宇 贲雪峰，刘新宇 袁学铭 梁凤银 黄秒超

安徽财经大学 陌上花开123 胡利军 武佩剑 姚晶晶 王惠琳 戴姗姗

山东工商学院 山商丶BUG 李静宜 李静宜 代圆康 吴静 潘丽君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北极熊 刘新宇 贲雪峰、刘新宇 廖俊伟 梁梓聪 黄文豪

安徽大学 圣战▲半【娜】微觞 朱云鹃 金震 周晓莉 卢麟 常陈

合肥工业大学 花开花落 钱光亚 孙超平 梁琳苑 游庆红 陈大志

山东工商学院 一纸荒年 李静宜 李静宜 王伊杰 孙文浩 王丽敏

山东工商学院 苟鸡苟鸡够够哒 李静宜 李静宜 李九龙 陈煜 李昊泽

华南农业大学 金♂拱♂门 左两军 左两军 李绰盈 应爽 杨泽鑫

安徽大学 圣战▲独家【日】劫 朱云娟 金震 杨宇 苏晴 胡洁迪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掌上明猪 刘新宇 贲雪峰丶刘新宇 陈根祥 张晓玉 吴国栋

安徽大学 圣战●明【明】如月 朱云鹃 金震 张桂芳 晁阳 郭煜

合肥工业大学 为不服而战 钱光亚 钱光亚 李敏 冯鑫 王俊

华南农业大学 明月 左两军 左两军 张宇峰 陈洁颖 蔡世锐

华南农业大学 今天吃饭了吗 李鎏 左两军 何冰 张欢 伍梓雄

安徽财经大学 世界 胡利军 武佩剑 耿世界 张格格 周亦杨



安徽财经大学 萤火之森 胡利军 武佩剑 汤梦月 刘浩 徒英杰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空心 刘希裕 刘希裕 张俊凯 李虎 闫宏宇

合肥工业大学 无情 钱光亚 孙超平 黄坤喻 杨浩 陈玥

南昌航空大学 黑百合 李文川 吴桂平、胡剑芬 邹南 何秀珍 徐影琴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小黑 杨建 杨建 谢静 孙饮 陈佳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半夏彼岸 似水流年 胡同立 胡同立 冯晓博 越宏哲 张婷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孤城 李洪深 李洪深 刘珠迎 李泽正 孙开川

兰州财经大学 冒个泡 何金 慕丹 符侨真 马玉鹏 蚁凡

山东工商学院 LEMON 李静宜 李静宜 梁雪 李晓艳 巨明瑶

上海海事大学 高数线代概率论 劳知雷 卢三平 胡晨滨 杜逸成 章雄风

安徽财经大学 超级萌新 武佩剑 胡利军 邱纪 汪文 钱海洋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LYQQ 刘希裕 刘希裕 迟羽薇 李霞 郭美燕

上海海事大学 浮若生梦 劳知雷 都志亮 陈雪柔 邱航 高玲珑

上海海事大学 三个诸葛亮 黄大为 黄大为 刘涛 刘博研 李朝阳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卍呆头 刘希裕 刘希裕 刘千吉 于世奇 邹凤玲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张月鹿】我是小白 刘树良 刘树良 张梦雪 魏蓝 韩沂岑

华南农业大学 Kevin 李鎏 左两军 朱焕伟 吴凯雯 严雪飞

合肥工业大学 流水 钱光亚 孙超平 程华强 陈世海 黄梦凯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垚莯♨我 何小强 何小强 董帅杰 王茜 张振超

忻州师范学院 微风 霍东霞 霍东霞 赵思凡 王靖宇 刘思妍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冰激凌 刘希裕 刘希裕 刘鑫 银利 李晶

合肥工业大学 大别山牌小咸鱼 钱光亚 钱光亚 储健吾 董海永 杨雨蝶

四川师范大学 阿羞羞的猫 杨建 杨建 刘艾琳 张宇卓 王乔裕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胖子 杨建 杨建 帅波 蒲思宇 马晨峰



南昌航空大学 banana 吴桂平 吴桂平、李文川 熊海凤 曾明艳 陈芷欣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如初 杨建 杨建 刘祎 曹义兰 夏云鹏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风的翅膀 刘静华 薄秋实、刘静华 邹毅豪 袁任江 邱娇

忻州师范学院 鸣雷 霍东霞 霍东霞 孙晓威 康雅馨 蔡淤伟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halfwater 杨建 杨建 江小玉 李运娥 叶晓娟

合肥工业大学 胡子白花花 骆正清 袁文霞 白南燕 李佳 胡梦琳

上海海事大学 ♠黑桃K 劳知雷 陈倩 洪文姣 户小霞 姜曼琳

宁波大红鹰学院 三片云 邵际树 邵际树 冯妮妮 郑昀佳 顾若晨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飞跃 刘静华 刘静华、薄秋实 孙明玥 吴少冬 包旭梅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心月狐】Honour 刘树良 刘树良 张文隽 赵俊业 唐榕蔓

武汉科技大学 麟★逆旸【神】 刘俊武、邵嫄 刘俊武、邵嫄 尚佳琪 宋玉琴 张小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尬队 胡同立 胡同立 陈元 王家悦 王晨鸽

兰州理工大学 南国 谭春平 牛莲芳 谭春平 姚红豆 许静 李鹏亮

电子科技大学 冰 刘刚 刘刚 韩冰 李耕 唐坤麟

上海海事大学 TLX 劳知雷 王浩 陆璐 谢广伟 檀莹莹

南昌航空大学 奋战 吴桂平 吴桂平;胡剑芬 吴瑞 张诗雨 谢文龙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盖伦 张大庆 张大庆 陈盛铫 卢晨枭 廖凯莉

赣南师范大学 宋城☆经与 蒋家添 李文静 罗喻 李倩 谈晶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ღ一只大白白 刘希裕 刘希裕 高郅昊 吕钰娇 刘世东

山东工商学院 君子有九思 李静宜 李静宜 周蕊 黄梦思 王娜娜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垚莯❤大菠萝 何小强 何小强 燕丽静 徐岩坤 刘文洋

武汉科技大学 曌&以旸 刘俊武、邵嫄 刘俊武、邵嫄 黄颖 袁华东 俞柳

忻州师范学院 L梦醒 霍东霞 霍东霞 王东雯 李昕然 陈奇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何小强 何小强 闫畅 张志辉 张梦璠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会开花的果 余梅 余梅 袁加桥 贺潇 苏继红

华南农业大学 兔子 左两军 左两军 苏雪滢 蒋宛辰 植嘉娟

南昌航空大学 昌航2018 吴桂平 吴桂平、胡剑芬 邱文静 刘缘进 黄婷

淮北师范大学 门泊东吴万里船 王小蕾 王小蕾 施同 王咨程 徐李星

武汉科技大学 麟★奶糖 刘俊武、邵嫄 刘俊武、邵嫄 邓昕玥 梁宏博 孙旭

上海海事大学 觅宝会 劳知雷 劳知雷 杨童超 方润玉 童彤

安徽大学 圣战●浮翠流【丹】 朱云娟 金震 陶丹丹 杜云露 范志斌

南昌航空大学 go boss 吴桂平 李文川 杨键 刘苑农 汪学栋

南昌航空大学 霓 吴桂平 吴桂平、陈云川 苏嘉雯 陈柏涛 谢晨

内蒙古大学 【星辰】王权富贵 李友东 艾华 杜俊霏 王宇慧 张晓玉

安徽中医药大学 莫名其妙12 李志广 李志广 常仁慧 刘聪 王刚

四川师范大学 让你脉动回来 杨建 杨建 易安 张佳炜 袁小钰

内蒙古大学 【星辰】 太湖之光 李友东 艾华 李晓娜 赵雪纯 陈然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NO NO NO 刘希裕 刘希裕 张天聪 王晓磊 魏晓建

吉林财经大学亚泰工商管理学

院
北木南栀 李萍 邵鲁 宋沂霏 胡星 陈根羊

厦门理工学院 Will 陈颖悦 朱丹 吴梦婷 林秀擎 林燕梅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与冰 杨建 杨建 刘敏 张海燕 唐汀

忻州师范学院 红樱树 霍东霞 霍东霞、白妙珍 侯子青 李萌 王秀春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五月 陈常捷 修菊华、林锋 叶玉琴 李奕兴 陈睿洁

内蒙古工业大学 你走过的地方 方英 贾国辉 辛源 李安毅 常江南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飞鸟 张大庆 张大庆 郑淇淇 程井思 冯强基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十队 杨维芝 杨维芝 王思维 王钧平 潘任

合肥工业大学 笛声 钱光亚 孙超平 郭雅芬 路超 陈彦名

喀什大学 大漠杀手 张小艳 汪郎峰 郑宇 贺桂娟 黄耀萱



岭南师范学院 我们爱1.24 刘长军 刘长军，梁康建 朱文洪 朱文倩 郑庆珠

华南农业大学 蒸汽旺旺糖 李鎏 李鎏 邱倩莹 陈烨仪 曹漩钰

兰州理工大学 同路人 谭春平 牛莲芳,谭春平 康敏 李剑 张强

合肥工业大学 KwanKwan 钱光亚 钱光亚 关俊朗 白傲越 张本秀

上海商学院 旺仔小牛奶 黄芸飞 黄芸飞 胥丽佳 成品江 俞君华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梦醒 杨建 杨建 张潋千 秦榕 蒋雅婷

内蒙古科技大学 初の三 刘希裕 刘希裕 贾丹 李娜 张淇峰

忻州师范学院 123 白妙珍 霍东霞 吴磊 卫宇彤 闫斌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GandX 刘希裕 刘希裕 修靖松 孙悦 杨文静

忻州师范学院 北辰 霍东霞 霍东霞 梁华伟 余宝华 乔玉琦

北京物资学院 三只松鼠 陈晓梅 陈晓梅 杨璐 李墨馨 钟明睿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北城 刘希裕 刘希裕 韩雪 武伟 秦利清

忻州师范学院 我来凑热闹的 丰蓉芳 丰蓉芳 胡一雄 刘阳 吴凤林

南昌航空大学 不负韶华 吴桂平 李文川，吴桂平 吴俊江 何宣汶 李诗恒

赣南师范大学 宋城☆大器晚成 蒋家添 蒋家添、李文静 汪波 杨育林 林艳婷

内蒙古大学 【星辰】FAST 李友东 刘佳 丁雨欣 张甜甜 马烁

安徽中医药大学 莫名其妙2 李志广 李志广 任超 马国强 刘旭

烟台大学 Beat beans up the hill 李振杰 李振杰 安怀勇 刘小锋 迟淑敏

内蒙古财经大学 心 张战勇 李晶 刘春楠 贺燕玲 陈念

塔里木大学 绿洲梦【C】 马爱艳 朱哲 李傲旋 李建明 张微

学校 队名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垚莯❀sky 何小强 何小强 张旋 尚海龙 李蕊鑫

第九届（2018）全国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三等奖名单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纳兰晓晓桐 何小强 何小强 李子桐 范瑞聪 李阳

兰州理工大学 LUT、星辰 谭春平 谭春平、牛莲芳 张高升 李洁 金佳莲

山东工商学院 梅花三弄 李静宜 李静宜 朱文凤 李巧艳 张静文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E.e 杨建 杨建 刘静 罗贝 黄洪炎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一穷二白三傻 刘静华 刘静华 周莉 王亮 陈琳

厦门理工学院 zzzzzr 陈颖悦 朱丹 黄伟特 黄文友 黄子龙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十三队 杨维芝 杨维芝 黄鑫兵 刘梦雨 庄彦勇

西华大学 尊贵会员lin 王映玥 王映玥 段林凤 何睿 黄丽萍

上海海事大学 爱吃小猪的包菜 劳知雷 劳知雷 祝文玲 杨荀 王丽勤

厦门理工学院 盐竹 陈颖悦 朱丹 裴映竹 陈虹 游秦

上海海事大学 花落无人晓 金欣雷 徐善凯 濮希刚 孙浩屹 刘聪

南昌航空大学 默殇 吴桂平 吴桂平 莫丹 奉凤娟 李宗盛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和平饭店 洪防璇 洪防璇 许淑娴 苏梓健 李贺鑫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亦可 余梅 余梅 程靖 敬梦园 陈林

上海海事大学 Blessing software 劳知雷 陈敦耀 张航祺 段书锋 刘渊明

山东工商学院 一品白衫 李静宜 李静宜 林琛 谯衡 柴子兴

西安翻译学院 右耳年华 姚江红 张晓燕 吴冰倩 陈文秀 吕方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爱英 forever 潘晓光 潘晓光 张训响 魏梓轩 邹颖

赣南师范大学 宋城☆山茶 蒋家添 蒋家添 黄丽群 钟昕蔚 江秋榕

岭南师范学院 6.16小白生日 刘长军 刘长军、李鸿媛 萧志峰 林洁容 李虹明

辽宁大学 莲华 王楠 杨隆华 申婷 刘苡声 倪方维

山东工商学院 风吟 李静宜 李静宜 李紫薇 王雪 窦雅君

内蒙古大学 【星辰】略略略 李友东 李友东 唐小雪 王兰 高连

上海海事大学 鲸叉 劳知雷 劳知雷 冯一丁 蔡颖锋 胡静雨



河北金融学院 木头人庄园 马一宁 马一宁、高海龙 祁唱唱 李冬雪 陈雪妍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之泪 刘希裕 刘希裕 毛丽敏 王鑫鑫 王耀楠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小宠儿 刘希裕 刘希裕 邹传冲 左一翔 牛营

邢台学院 FLYHERO 柴彦超 柴彦超 马晓宇 田竞男 祖彦旭

上海海事大学 我们只想赚点钱 劳知雷 劳知雷 唐鑫 王兆瑞 顾顺心

华南农业大学 飞车 左两军 李鎏 林华锋 黄林海 谢胜文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四水带的菜鸡1号 杨建 杨建 蒲雁嫔 马郭轩 张韵淇

赣南师范大学 文艺不二家 蒋家添 蒋家添 吴润红 王燕琳 宁媛媛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ღ果子 刘希裕 刘希裕 付凯鑫 陈琦 马晴晴

喀什大学 塞北山巅飞雪纯白的她 张小艳 汪朗峰 叶实 张三 李强

淮北师范大学 站住，交出第一 王小蕾 王小蕾 陶宝根 康艺 魏晨

兰州财经大学 紫秋月儿 何金 秦文进 刘慧 王俏霞 王思瑜

吉林财经大学亚泰工商管理学

院
xxx 李萍 邵鲁 栗铭秀 高明月 于雅婷

武汉科技大学 曌&甯旸 刘俊武、邵嫄 刘俊武、邵嫄 李昊然 闫昌昊 潘俊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君耀天下 涂建民 王振江 张广耀 刘奕含 王珺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郁 刘希裕 刘希裕 庞馨郁 卢永会 张萌萌

云南财经大学 英温响存@思相涧 胡良书 皮佳明 周英 王姝雅 陈成

武汉科技大学 曌&曜旸 刘俊武、邵嫄 刘俊武、邵嫄 高文增 张祺 吕婕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柚稚ˇ 刘希裕 刘希裕 柴丽敏 孙玺声 崔明月

华南农业大学 遥夜 左两军 左两军 陈伟娜 许莆金 陈少丹

忻州师范学院 魅雪 霍东霞 霍东霞 芦亚茹 佟波燃 张温玉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正义世界 王印 王印 杨云斐 邵旭彪 信俊翔

南昌航空大学 麋了的鹿 吴桂平 吴桂平、李文川 何勇臻 李佳欣 陈玮灏

石河子大学 菜鸟营-keroro 胡建元 胡建元 丁浩 安晓琴 江雪豹



西安翻译学院 慎言灬复活卡 姚江红 张晓燕 贡志阁 石宇涵 王晋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珍鑫 刘静华 刘静华、薄秋实 黄卫珍 艾文华 王鑫

武汉科技大学 麟★时光 刘俊武、邵嫄 刘俊武、邵嫄 陈静 代向阳 鲁雨平

西华大学 【梨】油瓶 王映玥 王映玥 尹帮吉 王敏 杨光耀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瓷 杨建 杨建 王玉 徐婷 马晨

西南交通大学 幼稚园的车车 赵冬梅 赵冬梅 关茜儒 季寅睿 谭子恒

西安工业大学 咕噜咕噜 程新峰 王育晓 贺一芮 孙艳欣 张慧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霖尤 张大庆 张大庆 陈雨 张吉 何冬妮

上海海事大学 欧皇小分队 劳知雷 陈敦耀 戴维恒 周末 徐亦忱

北京工商大学 冥王星 徐凤 徐凤 刘丽亭 孙儒佳 牛雅婷

赣南师范大学 宋城★我不知道 蒋家添 蒋家添、李文静 张济平 陈丽芳 陈妍

淮北师范大学 夕颜 王小蕾 王小蕾 金文英 李明宇 陈婉莹

安徽中医药大学 莫名其妙5 李志广 李志广 胡婷婷 杨云云 邵妍

西安工业大学 萌哒哒哒 王育晓 王育晓 侯希雅 曹晟 张棋棋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筱宸 刘希裕 刘希裕 孙景禧 郭宇 韩雪明

上海海事大学 see i mucee 劳知雷 劳知雷 孙宇 蒋丽婷 项彬霖

西华大学 阿喀琉斯无弱点 王映玥 王映玥 黄小桐 黄静 周晋宇

喀什大学 领悟 张小艳 汪朗峰 张蒙蒙 周思齐 潘文

山东工商学院 芯~ 李静宜 李静宜 李运桦 刘新宇 贾承文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ATM 余梅 余梅 莫蕊键 张洋 涂彩

赣南师范大学 宋城★山药 蒋家添 蒋家添 郭凯丽 杨琴 郭晨旭

上海海事大学 李磊力 劳知雷 裴育 曹磊 林楷力 李宁

上海海事大学 正在练习队 劳知雷 劳知雷 王亚东 黎翠云 梁艳

南京农业大学 多安 张鸣 马开平 郭晓齐 柏梓原 曹文



忻州师范学院 美少女战士ZHD 霍东霞 霍东霞 张铁新 郝旭超 韩炳

上海海事大学 FLOWER ROAD 劳知雷 劳知雷 朱颖 李高鋆 张菁

华南农业大学 护送小姐姐 李鎏 左两军 陈东亨 陈浩源 黄钰珃

西安工业大学 小吖吖 王育晓 王育晓 游仁豪 王宏伟 郭利伟

成都大学 费雪效应 朱万木 刘学伟 林晨晨 程静 李文昊

合肥工业大学 酷鱼 钱光亚 冯志芳 杜莹库 李星慰 刘鸣宇

西华大学 ym 王映玥 王映玥 蹇毅 刘俊成 刘云旭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超神的龙猫 刘新宇 贲雪峰、刘新宇 关伟添 余芝敏 詹梓煌

天津工业大学 Forvere 孙永利 孙永利 王小平 李明龙 刘秀丽

内蒙古科技大学 邶葵❉风吹过的夏天 刘希裕 刘希裕 毛康青 陈建龙 刘朕

厦门理工学院 第一百零一号 陈颖悦 朱丹 黄亚梅 林锦玲 林雪莲

梧州学院 Lucky 蒋小兰 蒋小兰 赵佳敏 滕美洁 沈秋凤

湖北经济学院 Freda 段李杰 段李杰 陈岁紫 汪瑶 潘炳林

上海海事大学 红与白与黑 劳知雷 李万秀 嘉琳 杨晋豫 朱鑫宇

上海海事大学 we are family 劳知雷 王浩 查自强 钟杰 陈露健

哈尔滨商业大学 星河十二队 杨维芝 杨维芝 李云浩 韩彦波 王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生如夏花 胡同立 胡同立 惠召 董岱威 廖翠峦

河北金融学院 chong 马一宁 马一宁、陈晨 赵冠扬 王培晨 郝璐

武汉工商学院 Ishtar 张勤 张勤 叶星辰 陈秀君 刘琴

西华大学 南乔 王映玥 王映玥 杨红 丁晓芸 龙娇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大吉大利 何小强 何小强 李佩瑾 程佳音 郭萌

西华大学 Yagam1丶 王映玥 王映玥 方基云 吴钊 王巍

合肥工业大学 悠悠 钱光亚 孙超平 钱惠惠 张媛媛 丁灿

西华大学 Erwin 王映玥 王映玥 徐童 史雨婷 韦笑



厦门理工学院 Beryl 陈颖悦 朱丹 李硕 高福祥 魏志超

上海海事大学 Oriental Pearl 劳知雷 黄大为 叶豪杰 乔若晨 马草原

内蒙古大学 【星辰】HMH 李友东 刘佳 胡明扬 尹薇 刘林

上海海事大学 王之追忆 劳知雷 劳知雷 刘振坤 刘耘瑞 熊恢

赣南师范大学 宋城☆略略略 蒋家添 李文静 刘孟缘 吴颖卿 周玲

石河子大学科技学院 欲倩烟丝遮别路 尹新军 尹新军 常超 代佳芸 何姣

安徽财经大学 纸片 胡利军 武佩剑 叶闻 徐涵逸 王瑜

重庆工商大学 【南歌】｜烟雨任平生 张学敏 张学敏 李梦成 岳瞳昕 彭浩

华南农业大学 你们随意 左两军 左两军 马振华 陈静然 郑子丰

河北师范大学 哇哈哈 杨晓叶 赵振刚 颜旭 刘子炎 党钰秋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惑星 杨建 杨建 刘凡清 罗淑珊 刘晓霏

四川师范大学 红番茄有毒 杨建 杨建 颜林灵 陈炳林 邹鑫

上海海事大学 Magic LHG 劳知雷 高洁 郭紫薇 胡伊婷 刘佳

天津工业大学 一个诸葛亮 孙永利 孙永利 张艳茹 耿东泽 麻钊

西南科技大学 午茶 勾永尧 李和平 唐文翰 范毅 陈浩东

中国矿业大学 考试全队 樊世清 樊世清 周圣洁 刘兆敏 黄瑞

上海海事大学 佩琪财团 劳知雷 劳知雷 徐顺麟 周书峰 范芯佟

武汉科技大学 曌&皓旸 刘俊武、邵嫄 刘俊武、邵嫄 高雨琛 钱梦雨 杨宇

宁夏大学 凤凰城、lugeyar 程胜利 黄旭兴 马春兰 张发兰 喜小红

武汉科技大学 Forsource 刘俊武、邵嫄 刘俊武、邵嫄 帅奇胜 陈功 吕秋月

上海海事大学 浮香丘 劳知雷 范晓云 许敏 方舒洁 邱雪宁

青岛理工大学 SUNBEAM 于利俊 于利俊 权帅 陈亮芳 黄松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lyl 梁毅强 梁毅强 黎业降 潘婷婷 张慧婷

西安翻译学院 大神团队 姚江红 张晓燕 刘哲 张志泽 高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W.X.M 胡同立 胡同立 白烁 张慈 李雪妍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楚河 李洪深 李洪深 展辉华 王靖林 丁祖贤

西京学院 碰撞 余勃 余勃 杨熔博 陈淑娴 白彩侠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三方会晤 李洪深 李洪深 徐鸿儒 朱建 袁景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Courage 刘新宇 贲雪峰、刘新宇 卢美琪 李宇斌 温蔓焬

塔里木大学 绿洲梦【A】 马爱艳 朱哲 万东 彭洁 白冰

厦门理工学院 上阵父子兵 陈颖悦 朱丹 张玉现 张鹤亭 岳紫嫣

山东英才学院 一个鸭梨 闫娜 黄亚涛 高瑶瑶 王晓蝶 苗亮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桃园帮 张大庆 张大庆 张月文 张巍札 衷玲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小仙女 刘斌 刘斌 韩瑞 董晓丽 王艳伟

内蒙古农业大学 【Vampires】yangyang 郑喜喜 郑喜喜 杨扬 陈淑娟 赵博韬

安徽大学 圣战●启明星【志】 朱云鹃 金震 朱志鑫 何为民 李志伟

南京农业大学 Yeah我最酷 张鸣 马开平 吴倩婷 卜兵兵 蔣慧琳

西南政法大学 猎人23号 周成 周成 胡兴山 邹帅 曹静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四 孔令富 孔令富 邹梦柔 关璐奇 陶浩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Vampires】lixin 郑喜喜 郑喜喜 李鑫 拓兆 刘博文

湖北经济学院 半夏来巡山 段李杰 段李杰 周琳杰 许稳 易海艳

内蒙古科技大学 等风来 刘希裕 刘希裕 云美林 程峰刚 张琦

西华大学 雨水 王映玥 王映玥 熊佳玲 罗佳佳 廖谦

广东东软学院 沐雨 李文龙 张义先 洪雅平 黎家敏 谭颖棋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馋猫 何小强 何小强 孔令秋 张岩 牛淼

内蒙古大学 【星辰】夏沫 李友东 艾华 林洋洋 王兰飞 高媛

河南理工大学 小太阳 吴玉萍 范炳絮、吴玉萍 林湉湉 陶文娇 邱单祺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 LEE 周波 周波、李维威 李方琳 胥凤琴 杨明鑫



石河子大学科技学院 十方 尹新军 尹新军 董小凡 牛艳 王佳琪

上海海事大学 勇往直前队 劳知雷 徐善凯 吴汪聪 汤涵泽 鲍依恋

河北金融学院 我想撩魏晨 马一宁 马一宁 高海龙 王亮亮 赵菁 石佳星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寻寻觅觅 何小强 何小强 李东杰 孙萌 张云飞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外-三月 陈常捷 陈常捷、董海洋 潘颖 朱锦清 钟丽霞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陨石砸下的速度 傅素青 黄靖 李秉鸿 钟林鸿 黎朗恩

南昌航空大学 末上花开 吴桂平 吴桂平 徐笑 覃惠 黄政军

忻州师范学院 忆雨 霍东霞 霍东霞 武锦涛 李雨泽 吴有亮

西北师范大学 翻滚吧氢气球 王山军 王山军 郑自怡 闫娅荣 王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笑笑 周清梅 周清梅、宋晓乔 王胜 李爱华 徐涵

宁夏大学 凤凰城小姐姐 程胜利 黄旭兴 王淑欣 纪晓倩 马丽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kings 钱胡风 陈欣，张姗姗 朱临君 方志强 张甜甜

河北金融学院 乐橙 马一宁 马一宁 陈晨 李欣桐 任潇颖 袁泳琪

塔里木大学 绿洲梦【云】 马爱艳 底阳阳 吴志 李鑫 马子涵

西北民族大学 艺柠札记 李秀芬 张平 张家明 张腾 李浩宇

西南财经大学 MSL 朱南 苏应生 马一汀 宋富源 廉绍荣

西华大学 西创集体 王映玥 王映玥 覃田湾 谢子豪 赵演豪

南昌航空大学 潇潇雨歇 吴桂平 胡剑芬，吴桂平 黄琼 麦宝桦 詹苏遥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monster 刘新宇 贲雪峰,刘新宇 张晓君 冯肇达 冯嘉敏

兰州理工大学 天道 谭春平 牛莲芳 孙畅 关泽月 戴婷婷

安徽中医药大学 莫名其妙14 李志广 李志广 吴曼丽 殷喆  郑俊蓉

安徽大学 圣战●叶知秋【宁】 朱云娟 金震 王宁 周辉 何攀登

赣南师范大学 佐为很文艺 蒋家添 李自茂 邵嘉雯 钟健 王丽萍

安徽工业大学 不二 刘芳 刘芳 孙星 尤佩佩 杨家星



義守大學 台湾义守大学一队 凌雅慧 凌雅慧 石琳 王妍  廖心玄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文经】逐梦人 王燕 王燕 赵泽旭 王艺萱 拓伯浩

武汉科技大学 曌&昱旸 刘俊武、邵嫄 刘俊武、邵嫄 王族 杨竣钦 韩晓宇

滨州学院 tronado 王泰宁 王泰宁 吕庆晓 崔亚茹 张素

上海海事大学 WG 劳知雷 陈敦耀 邹林峰 叶肇安 陈宇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Dr.winner 邓文博 曾苑 刘倩怡 和杰 黄培烽

常州大学 赫里福 潘伟强 潘伟强 罗自力 陈超 宋路路

四川师范大学 以梦为马 杨建 杨建 江小玉 江万霞 李洪娇

哈尔滨理工大学 摸金校尉 王德江 周艳山、翟东晖 艾利沙 刘嘉祺 刘洪宇

河北师范大学 岁月忽已暮 杨晓叶 赵振刚 王锐宁 刘子夜 尚紫腾

四川师范大学 花涧※白猪 杨建 杨建 黄丹婷 叶静怡 韩愈

华南农业大学 你的微笑好美 李鎏 左两军 黄建昇 郑浩 梁绍鸿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城建号1 王艺多 王艺多 杨尚勇 丁欢 刘倡

天津农学院 风子 杜永光 曲福玲 孙美 杜何燕 夏菁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90精英 袁连升 袁连升 王宇晨 师丽英 程馨莹

内蒙古财经大学 苹果 张战勇 张战勇 全如愿 张嘉新 刘志鹏

安徽中医药大学 莫名其妙10 李志广 赖通 傅天杰 曾志彪

山西农业大学 天王星 赵敏 赵敏 冯伟 刘浩杰 刘永琴 裘锦炜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小幸运 范伟杰 陶传彪、范伟杰 冉隆香 赵益 赵鑫炜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重贵达人 何小强 彭林园 李潇 张优优 蒋莉

山西财经大学 相信自己无极限 程培岩 程培岩 赖晓洪 覃羡 李钰琛

石河子大学 黑夜中的孤狼 胡建元 胡建元 胥帅 李政茹 于自秀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天下谁人配白衣 褚吉瑞 刘舒 张纯波 武家俊 叶弥秋

北京工业大学 hath 杨娟 杨娟 吴昊 冀嘉森 李春雨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长乐未央 赵丽梅 赵丽梅 郭宇 姚博淏 黄磊

长春建筑学院 银河战队 孙淼 孙淼 刘浩中 傅轶超 鲍鲒

广东金融学院 谢谢夸奖 王小燕 田小丹 邓鸿兴 叶华珍 彭金明

青岛农业大学 QAU 王健 李婧 孙树特 刘浩 崔蓉

湖南大学 必胜客 谢治华 周昕 张璞钰 王雅洁 孙羿凡

合肥学院 不知道叫什么队 吴伟 吴伟 韩硕 江英 杨昊

吉林农业大学 吉农小白菜8X 秦小冬 郭伊楠 郑晓梅 郝迎滨 张立娜

大连交通大学 小白兔吃萝卜 刘秀清 孙晓园 霍然 陈思宇 徐足音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胖Kevin 李瑞瑞 李瑞瑞 潘艳 王凯 王泽文

湖南女子学院 三只小熊 龚新湘 龚新湘 陈傲伟 陈晶 陈镂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19 刘观兵 刘观兵 姚鑫 王一洁 王铭之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破晓战队 马众 马众 张颖 冯浩 石宇青

哈尔滨华德学院 木月玲 田君 田君 肖琳 王琳 孟美玲 孟祥月

延安大学 未检测到名称 刘江 刘江 李翔宇 余芃蒨 马慧

江西科技学院 彼得德鲁克队 贺银娟 贺银娟 李钰舒 方平胜 温鹏鹏

青岛黄海学院 Fighting! 李睿 袁韶斌 高妍 李雪慧 李梦茹

中北大学 多多少少 苏贵影老师 苏贵影 张仁杰 常馨月 封涵

江西财经大学 大雨点 廖春妍 万建香 黄智 谢君豪 唐懿

兰州理工技术工程学院 技术工程学院1 黄川 黄川 张飞宇 刘进 彭兴梁

审计职业学院 安审新梦想 徐庆林 徐庆林 赵发 殷甜 柳晖

陇东学院 蓝梦辰 马永祥 马永祥 陈倩倩 张晓刚 高文华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我们初相见 蔡亮 蔡亮 闫亭亭 蒲袁武 周雪芹

长春光华学院 ST 王明明 王明明、周冲 单春翔 石彩云 徐辉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宇宙无敌美少女 高琳 邓滟懿 陈梦瑶 夏崇章 谭丽君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蝶光之梦 梁伟 关坤 王静 王奋园 梁田丽

北京城市学院 Sway 雷蕾 杨佳阳 陈元侨 单美华 徐葵音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随意 穆丽 宫春艳、穆丽 钱佳鑫 麻晟铭 刘家乐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NZND 肖荆 肖荆 蒋正宽 冯芷锃 陈恩琳

大连科技学院 幽篁清风 刘丽艳 刘丽艳 张全伟 罗萍 孙双雪

常州工学院 Magic 徐德力 徐德力 苏星羽 张洁玉 孙雨霁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ccbupt9 韩天明 袁大红 周泽民 龚远 铁峰源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唯光 杨涛 张国龙 宁鑫 刘婷婷 田静

江苏大学 小土豆 李毅心 李毅心 闫柏含 孙嘉懿 刘思思

大连民族大学 逆风 毛海军 毛海军 刘思聪 袁艺萌 曹萌萌

哈尔滨工程大学 us 朱建新 朱建新 阿了米热·塔依尔 陈尔平 哈力沙·艾孜则

天津师范大学 Melody 张昕 张昕 曾文颖 朱颖 陈银河

天津科技大学 K.Z 柳娜 柳娜 代雨秋 陈荣瑶 刘雅婷

新疆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C&T 祝振华 祝振华 陈秋静 赵钰舒 王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糖猫 刘璠 刘璠 吴娟 张韵 李佳晴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滞销时代0.0 袁文玲 卢慧敏、唐少永 杨志雄 王锦娟 王化林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Fighting 彭霞 彭霞 刘荷苹 夏伟豪 杨贤文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 赛格创优 刘成 刘成 夏明钦 徐林森 张乐媛

广州工商学院 广州工商学院代表1队 陈伟 陈伟 吴宏厂 谢虎跃 张舒华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戏精本尊队 李淑玲 李淑玲 刘艳辉 张华香 褚丁逸

长沙理工大学 宇宙赚钱公司 胡钢 胡钢 王镇 武媚 向思衡

湖南农业大学 湘农青年 莫华 石巧君 刘浩洋 朱金灿 王思雨

广东财经大学 亚当斯密 魏红 郭嘉怡 梁子慧 赖佳娜 陈炜钊

郑州财经学院 纵横天下 崔小俊 李云亭 臧鹏烨 鲁雪 何东山



燕京理工学院 兔子不吃胡萝卜 闫博 闫博 张娜 肖润康 王欣

沧州师范学院 fighter 赵荣秀 赵荣秀 刘佳仪 李福燕 李月影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我本将心向明月 高明文 高明文 朱云祥 黄国庆 刘雅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和光同尘 于淑娟 于淑娟 周书夙 张孙娟 吴海柔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想这个名字用了很久 邵红梅 邵红梅 冯杰鑫 冷彬 周俊敏

西南石油大学 ccy 唐珊 吴跃 陈柯燕 王余 魏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