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题号 学   校 参赛队编号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指导教师 组别 获奖等级

1 A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05 李勇 马一鸣 张鸿淇 王贞炎、冯学玲 本科 国家二等奖

2 A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04 丁建夫 董定圆 付东强 王贞炎、易磊 本科 国家二等奖

3 A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50 徐厚华 彭铧 何哲嘉 吴嘉、饶文贵 本科 国家一等奖

4 A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01 罗徐佳 李奥博 王黄胤 尹仕、易磊 本科 国家二等奖

5 A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45 范智超 李逸轩 向鹏 吴嘉、蓝加平 本科 国家二等奖

6 A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48 覃杨名 伍晋 严袁司祎 吴嘉、危立辉 本科 国家二等奖

7 A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32 李祺 洪昊 钟镇鹏 周新民 本科 国家二等奖

8 A 湖北商贸学院 2019267003 王振宇 刘珍 张金朗 刘辉    何军虎 本科 省一等奖

9 A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35 姚粤 游子鑫 卢英建 陈伟 本科 省一等奖

10 A 长江大学 2019220018 陈天涯 郭路刚 褚雯琪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11 A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07 张子政 蔡正传 曾云强 杨沛，简雪梦 本科 省一等奖

12 A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01 王师颢 牛彦凯 高乐 姚敏，刘江海 本科 省一等奖

13 A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27 杨刚峰 成  磊 刘满香 安忙忙、李刚 本科 省一等奖

14 A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11 石鑫斌 张欣 鲁恒 谭文虎，刘蓉 本科 省一等奖

15 A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10 黄帅 汪济纲 吴怡菲 王东，刘蓉 本科 省一等奖

16 A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02 张烁 孙嘉骏 彭特 尹仕、冯学玲 本科 省一等奖

17 A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03 池佳豪 何紫薇 陈梦阳 胡安正、宋立新 本科 省二等奖

18 A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12 胡文杰 张新波 鲁佳慧 刘蓉，张青林 本科 省二等奖

19 A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21 温韵生 苏  杰 刘博涵 赵  娟，张传科 本科 省二等奖

20 A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22 彭  劢 杨小龙 王全龙 赵  娟，谢桂辉 本科 省二等奖

21 A 长江大学 2019220011 叶润 许聪 张俊强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二等奖

22 A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02 谢鑫 张小镛 吴诗怡 教练组 本科 省二等奖

23 A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22 邱威 黄泰 王若禹 杨迎化、张华 本科 省二等奖

24 A 湖北工程学院 2019223002 王小龙 于泽宇 文理 张升义，马洪华 本科 省二等奖

25 A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05 周晓丽 田晓燕 徐镜为 教练组 本科 省二等奖

26 A 武汉科技大学 2019244006 孙锐鹏 梁召淮 胡政 赵敏、章政 本科 省二等奖

27 A 江汉大学 2019210006 杨兴友 黄晶 李秋霖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二等奖

28 A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19 张俊伟 王文靖 周炜程 马小林 本科 省二等奖

29 A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02 刘洪宇 杨梅 吴朋岳 刘嵩，邱达 本科 省三等奖

30 A 武汉大学 2019201029 邓启鹏 郭心悦 何坤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31 A 湖北大学 2019202001 黄  凯 何利民 向  顺 张丹、黄汉华 本科 省三等奖

32 A 三峡大学 2019254012 汤顺心 安凯强 李泽文 卢云 本科 省三等奖

33 A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02 张立志 钱伟 韦斯涛 刘会衡、胡安正 本科 省三等奖

34 A 湖北商贸学院 2019267002 程彦 解国保 金巧 熊才高  何军虎 本科 省三等奖

35 A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2019231002 李志奔 欧阳肖潇 尹文铜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36 A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23 孙晨阳 朱博文 胡星 陈铭、张华 本科 省三等奖

37 A 解放军空军预警学院 2019260003 张福群 刘泽为 梁康博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38 A 湖北商贸学院 2019267004 张极 王春园 节晓玥 熊才高  刘辉 本科 省三等奖

39 A 解放军空军预警学院 2019260007 陈智超 王晨曦 陈青宇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40 A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19 孙哲 江伟波 徐铭杰 黄双林，邱达 本科 省三等奖

41 A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33 何尚洋 郭盼根 牟梓鑫 张清勇 本科 省三等奖

42 A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02 程泓宇 万奥 张乐天 陈涛 ，丁善婷 本科 省三等奖

43 A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15 许猛 曹睿 何振明 田莎莎、王文涛 本科 省三等奖

44 A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03 耿晓虎 吕承阳 陈健颖 尹仕、饶波 本科 省三等奖

45 A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2019231001 袁潇 梁成龙 夏艺谋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46 A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2019255002 杨昱东 黄豪亮 蒋弘扬 谭德勇、王红心 本科 省三等奖

47 A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2019236001 曾绘宁 仲毅凯 赵宠 陈江艳 本科 省三等奖

48 A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20 张艳科 张越 李文好 黄双林 本科 省三等奖

附件：

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TI杯”湖北赛区获奖名单（初评）

本科组“TI杯”：周家骐 李润华  钟楷（武汉科技大学）

   高职高专组“TI杯”：雷超云  郑颢淳  黄宇钦（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9 A 三峡大学 2019254010 邓宇豪 李腾 曾静雅 施保华 本科 省三等奖

50 A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11 杨远文 王博伟 刘大志 胡安正、杨正波 本科 成功参赛

51 A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2019255004 刘子阳 李博翔 朱奕晖 谭德勇、王红心 本科 成功参赛

52 A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02 王元钦 魏乐源 刘慧 苏文静  朱琥 本科 成功参赛

53 A 黄冈师范学院 2019221001 任亚爽 黄钟玉 梁锡 徐波， 黎会鹏 本科 成功参赛

54 A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04 肖越 王子溢 向飞鸿 苏文静  朱琥 本科 成功参赛

55 A 三峡大学 2019254001 靳言 杨艳蕾 童瀛 李海军 本科 成功参赛

56 A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2019255003 刘厚银 罗梦劼 袁梦思 谭德勇、王红心 本科 成功参赛

57 A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24 付振威 刘远丘 张  孜 赵  娟，黄玉金 本科 成功参赛

58 A 湖北大学 2019202005 孟宝平 牛夏露 李奕轩 卢仕、张丹 本科 成功参赛

59 A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01 杨再标 陈雷 徐钊 易先军 本科 成功参赛

60 A 三峡大学 2019254003 张国容 刘子云 谈顺 袁建华 本科 成功参赛

61 A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49 周菁 章慧敏 马逸超 危立辉、饶文贵 本科 成功参赛

62 A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34 赵辉 邹佳宝 杨叶森 张清勇 本科 成功参赛

63 A 长江大学 2019220013 王龙 李光辉 沈扬国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64 A 三峡大学 2019254002 张耀 田元 韩玉箫 邾玢鑫 本科 成功参赛

65 A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2019231005 李肖 胡泳乾 席泽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66 A 武汉商学院 2019222001 彭钲皓 杨元朝 邹遥宇 亓相涛 本科 成功参赛

67 A 三峡大学 2019254013 刘国钊 张晓瑀 潘钦伟 卢云 本科 成功参赛

68 A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09 陈志君 陈德华 徐盼 刘蓉，谭文虎 本科 成功参赛

69 A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28 余世民 叶航 苏芮琳 张丹红 本科 成功参赛

70 A 武汉工商学院 2019233001 王燮臣 潘洋 黄旭 汪少卿 梅立坤 本科 成功参赛

71 A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2019240002 朱松鹤 董智刚 胡益峰 丁岩岩，蔡朝 本科 成功参赛

72 A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14 赵欣彦 蔡宇欣 姚  舜 谢桂辉，赵  娟 本科 成功参赛

73 A 荆楚理工学院 2019299001 刘超群 张致 郭紫照 邓鹏、王金翔 本科 成功参赛

74 A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04 武德顺 胡俊炜 汤俊峰 黄同男，苏铭浩 本科 成功参赛

75 A 武汉商学院 2019222003 冯鑫 胡昊 李建荣 亓相涛 本科 成功参赛

76 A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2019255001 孙睿 林钟浩 李港峰 谭德勇、王红心 本科 成功参赛

77 A 武汉商学院 2019222002 尹销杰 唐欣邦 阮涵 亓相涛 本科 成功参赛

1 B 武汉大学 2019201009 程谟凡 于子豪 骆伊霖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一等奖

2 B 武昌首义学院 2019230002 钱兵将 朱桂男 夏伟田 陈青，陈之射 本科 国家二等奖

3 B 江汉大学 2019210002 毛悦伊 张丽丽 皮雨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4 B 武汉大学 2019201008 刘正武 王庭蔚 李一帆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5 B 武昌首义学院 2019230005 王海洋 成杰 马创 蔡红娟，韩洁 本科 省二等奖

6 B 江汉大学 2019210005 张志聪 夏雨 胡锦欣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二等奖

7 B 江汉大学 2019210004 金正康 雷嘉敏 叶文煜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二等奖

8 B 武汉大学 2019201006 魏林福 吴啸宇 李安然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9 B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06 胡亮 李林阳 毕旭晖 肖看、王贞炎 本科 省三等奖

10 B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09 姚清仁 马国桐 张岩松 罗强 本科 省三等奖

11 B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08 代瑞甫 黄本淳 李泽春 肖看、王贞炎 本科 省三等奖

12 B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06 季庆丰 章  攀 柯  帅 赵  娟，谢桂辉 本科 省三等奖

13 B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04 侯建国 赵世文 杨清旭 黎煊 李善军 本科 省三等奖

14 B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06 冉松 宋亚星 邓圳深 高大新 黎煊 本科 省三等奖

15 B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05 陈学峰 徐威 马伟 贾桂锋 黎煊 本科 省三等奖

16 B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07 李文豪 高嘉浩 赵宏基 赵  娟，程  卓 本科 成功参赛

17 B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03 明志伟 金博伟 王驰 黎煊  孟亮 本科 成功参赛

18 B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29 胡群强 何思琪 曹申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成功参赛

19 B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26 王鹏飞 丘建冬 李响 姚为、程立 本科 成功参赛

20 B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47 付督 何世顺 刘津志 谢水清、尹建新 本科 成功参赛

21 B 武汉大学 2019201007 张波 黄和 王国韬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22 B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08 彭宇城 余太军 王语霞 戴璐平 刘海英 本科 成功参赛

23 B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07 吴雨天 向浩东 周昊鹏 尹仕、肖看 本科 成功参赛

1 C 武汉大学 2019201022 叶欣雨 田聪 童科登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一等奖

2 C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03 唐峰 夏伟 陈明 田裕康、郭旻 本科 国家一等奖



3 C 武汉大学 2019201015 谢湘 尹文杰 叶凌轩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二等奖

4 C 武汉大学 2019201010 高波 李晓波 向小康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5 C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01 陈磊 饶文胜 王林琳 刘丰、田裕康 本科 省一等奖

6 C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13 杨锐 陈宇翔 邱阳 尹仕、王贞炎 本科 省一等奖

7 C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12 杨业鹏 黄澳 江榕煜 王贞炎、饶波 本科 省二等奖

8 C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02 梁文涛 周逢 张如超 郭旻、田裕康 本科 省二等奖

9 C 湖北理工学院 2019273006 李祺浩 乐治伟 叶玉婷 夏术泉 章磊 本科 省二等奖

10 C 武汉大学 2019201026 邵锦江 王璨 高晓琛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二等奖

11 C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08 肖涵 林嘉煌 苏泓静 杨苹，肖乐 本科 省二等奖

12 C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15 宋舒怡 杨旭东 曹新耶 肖乐，杨苹 本科 省二等奖

13 C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25 许轶珂 张华威 王勇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三等奖

14 C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10 江艺 杨震
菲华.帕兰

斯
尹仕、易磊 本科 省三等奖

15 C 武汉大学 2019201017 毛永江 劳崇哲 龙敏义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16 C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23 魏小茗 黄鼎 丁安康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三等奖

17 C 湖北理工学院 2019273009 廖应辉 鲁剑钊 赵冬梅 艾青  周瑞 本科 省三等奖

18 C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27 王国睿 何宇衡 徐慧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三等奖

19 C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09 汪泽 文锦 刘雪 王贞炎、饶波 本科 省三等奖

20 C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39 余江峰 龙雨洵 舒芃森 崔勇强、周健宇 本科 省三等奖

21 C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43 倪琛斐 毛烁宇 赵睿 白迪、周健宇 本科 成功参赛

22 C 汉江师范学院 2019226001 夏良昊 周芮 叶孔贤 艾庆生  江勇 本科 成功参赛

23 C 湖北理工学院 2019273008 李智鹏 卢炫均 费晨 艾青  周瑞 本科 成功参赛

24 C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19266007 田文菁 张凌先 谢博 杨毅 本科 成功参赛

25 C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41 戴逢乾 殷蓉蓉 张福广 谢水清、白迪 本科 成功参赛

26 C 三峡大学 2019254007 万鲲鹏 李思汉 陈思思 王归新 本科 成功参赛

27 C 湖北理工学院 2019273007 何成前 雷雨婷 顾鋆涛 夏术泉 胡国珍 本科 成功参赛

28 C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11 汪涛 佘佳豪 张沛龙 肖看、冯学玲 本科 成功参赛

29 C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19266008 刘言熙 邵孝辉 常成 车凯 本科 成功参赛

30 C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19266009 周长卿 黎梦玥 张立冉 卢军 本科 成功参赛

31 C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38 蓝小美 邵元琪 陶雨晨 尹建新、白迪 本科 成功参赛

32 C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19266010 王毅 赖炜晶 栗晓锋 陈安庆 本科 成功参赛

1 D 武汉科技大学 2019244001 周家骐 李润华 钟楷 赵敏、章政 本科 国家一等奖

2 D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32 万子鹏 朱定舜 肖光兴 崔勇强、尹建新 本科 国家一等奖

3 D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14 裴熙隆 张涛 温新宇 肖看、张林 本科 国家一等奖

4 D 武汉大学 2019201016 李卓鸿 谢丰凡 张雅婷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一等奖

5 D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14 付铭 李若绮 余川 黄光明，高超嵩 本科 国家一等奖

6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15 陈燕 常驰 刘如意 李刚、彭小平 本科 省一等奖

7 D 武汉大学 2019201012 潘友琦 陈锐豪 梁劲松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一等奖

8 D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15 王锴 刘晓顺 张昆 张林、郭鹏 本科 国家一等奖

9 D 武汉大学 2019201019 邓成剑 李浩 李博宇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二等奖

10 D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18 章思哲 刘咏志 张玉欣 王贞炎、张林 本科 国家二等奖

11 D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20 肖起京 魏权 赵赫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国家二等奖

12 D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12 林飞鹏 朱天寅 尚子桥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一等奖

13 D 武汉大学 2019201011 丁蒴 曾艺雯 肖颖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14 D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02 孙  凯 王煜翔 黄秋琴 谢桂辉，赵  娟 本科 省一等奖

15 D 武汉大学 2019201024 张峰瑞 万帅 陈帅霖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16 D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26 赵忠晋 姜丁林 师国正 阙大顺 本科 省一等奖

17 D 武汉大学 2019201018 范通文 甘洲 王越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18 D 武汉大学 2019201020 李号元 李博豪 唐思远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19 D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19266002 韦天水 尹康 陈晓川 陈劲松 本科 省一等奖

20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17 孙仔林 郑云祥 黄文慧 李刚、王正强 本科 省一等奖

21 D 武汉科技大学 2019244002 胡浩 曾子珊 张泽鹏 赵敏、章政 本科 省一等奖

22 D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42 黄恒 马江江 赵子惠 崔勇强、谢水清 本科 省一等奖

23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16 邹小航 黄漫 张心怡 李刚、胡晗 本科 省一等奖

24 D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04 林钦佳 郭  康 尚  敏 张祥莉，谢桂辉 本科 省二等奖



25 D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03 赵浩然 杨琳坤 王鑫威 谢桂辉，张祥莉 本科 省二等奖

26 D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16 王惠婕 杨懿 曾艳文 高超嵩，黄光明 本科 省二等奖

27 D 武汉科技大学 2019244003 胡臣艳 陆逸凌 何旭敏 赵敏、章政 本科 省二等奖

28 D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18 王星 董凌宇 陈扬 薛勇、马双宝 本科 省二等奖

29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10 李廷阳 刘群 邓志民 胡安正、包军强 本科 省二等奖

30 D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17 汪志远 关梓佑 黄煜 肖看、郭鹏 本科 省二等奖

31 D 武汉轻工大学 2019262002 匡澳元 陈晟 胡大志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二等奖

32 D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19266001 张建方 李尹 王智伟 陈劲松 本科 省二等奖

33 D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40 苏慧娟 毛致颖 苗榕 崔勇强、尹建新 本科 省二等奖

34 D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06 李武 桑绍洋 严杰 郭旻、谭艳蓉 本科 省二等奖

35 D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17 于辉 杨梦琪 潘江 严建桥，黄光明 本科 省二等奖

36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21 陈康宁 李申 汪帅 邹梅、王培元 本科 省二等奖

37 D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16 李文超 冯雨卉 许琪 马双宝、薛勇 本科 省二等奖

38 D 武昌理工学院 2019253009 黄杰 余康华 刘佳欣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39 D 湖北大学 2019202004 谢闯闯 兰天宇 肖伟杰 刘文超、张丹 本科 省三等奖

40 D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07 陈军昌 曾文壮 魏辉宏 郭旻、刘丰 本科 省三等奖

41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01 林鸿洋 胡卫冬 刘尧 胡安正、安忙忙 本科 省三等奖

42 D 武汉晴川学院 2019229003 赵俊杰 胡瓯娅 吴浩 王波，何一芥 本科 省三等奖

43 D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44 李佰静 王祯昊 石云峰 崔勇强、尹建新 本科 省三等奖

44 D 武汉晴川学院 2019229002 栾瑞琪 郑鸿林 邓福贵 王波，何一芥 本科 省三等奖

45 D 湖北商贸学院 2019267001 胡钊瑞 胡正龙 董斌 熊才高  刘辉 本科 省三等奖

46 D 荆楚理工学院 2019299002 夏玉 侯永强 李燊阳 邓鹏、王金翔 本科 省三等奖

47 D 武昌理工学院 2019253010 张晨宇 李爽 黄晶晶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48 D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16 文昊 谭翔文 刘锐奇 尹仕、张林 本科 省三等奖

49 D 武昌理工学院 2019253007 储云龙 郭晓娜 汪俊杰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50 D 湖北工程学院 201922304 邓志鹏 李睿智 夏文杰 肖永军，李卫中 本科 省三等奖

51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25 周瑾 陈文涛 刘守勤 贾巍、张华 本科 省三等奖

52 D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05 何星宇 王子俊 尹尚昆 刘丰、田裕康 本科 省三等奖

53 D 长江大学 2019220004 徐琪 杨前钊 吴立鹏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54 D 武汉晴川学院 2019229006 刘凯 成志威 叶梦涛 王波，何一芥 本科 省三等奖

55 D 湖北经济学院 2019211007 徐亚琦 冯叔锟 林自强 吕植成、沈田 本科 省三等奖

56 D 武昌工学院 2019237004 李一凡 蔡雄星 宋明亮 王欣 本科 省三等奖

57 D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04 何林 李文 朱小康 田裕康、郭旻 本科 省三等奖

58 D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09 王勇 张昊 乐春雨 教练组 本科 省三等奖

59 D 武昌理工学院 2019253008 彭嘉驰 张开 马灿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60 D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06 魏灿 甄烨灿 王艺雯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三等奖

61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06 朱婷 刘广 黎锦萍 胡安正、金鑫 本科 省三等奖

62 D 长江大学 2019220014 兰鹏飞 王志威 杨拓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63 D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22 周俊杰 陈雷 包屹伦 李薇、李明 本科 省三等奖

64 D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05 程阳 范墨洋 邹颖 魏婉华，刘江海 本科 成功参赛

65 D 长江大学 2019220006 张扬 蔡鑫 戴利蕾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66 D 武汉轻工大学 2019262001 周西 陈古礼 刘涛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67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26 李睿康 周艳 刘志鹏 王培元、张华 本科 成功参赛

68 D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05 时乾渊 李梦婷 胡宇宣 张祥莉，谢桂辉 本科 成功参赛

69 D 黄冈师范学院 2019221004 郑浩然 蔡晨星 熊梦瑶 冯杰，雷学堂 本科 成功参赛

70 D 汉江师范学院 2019226002 蔡俊仁 罗致远 王英 江锐 李著龙 本科 成功参赛

71 D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17 匡文博 欧阳星宇 姚恒洋 薛勇、马双宝 本科 成功参赛

72 D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05 肖钦程 李立 王福海 钱楷，邱达 本科 成功参赛

73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09 张启雄 黄宇新 张德意 胡安正、汪竞阳 本科 成功参赛

74 D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2019259001 范安康 岳彬 肖佳慧 郭平 本科 成功参赛

75 D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2019259002 史洪婷 夏文益 刘金玲 郭平 本科 成功参赛

76 D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13 秦甜 杨远程 潘炜杰 黄文聪，王超 本科 成功参赛

77 D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20 刘孝兵 陈乾俊 田子洋 安忙忙 本科 成功参赛

78 D 武汉晴川学院 2019229004 师扬 王彦普 龚鑫 王波，何一芥 本科 成功参赛



79 D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2019238003 刘根 刘天宁 徐红文 钟学斌、赵京 本科 成功参赛

80 D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02 郭康 顾鹏 周澳琦 黄同男，李朝军 本科 成功参赛

81 D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2019238002 黄伟星 周梦珂 刘嘉政 钟学斌、赵京 本科 成功参赛

82 D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25 兰泽锦 杨甜甜 李月明 张志俊、李明 本科 成功参赛

83 D 武汉晴川学院 2019229005 崔文慧 彭敏 周旺城 王波，何一芥 本科 成功参赛

84 D 武汉晴川学院 2019229001 罗琦 段宛妮 陈益明 王波，何一芥 本科 成功参赛

85 D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24 杨树明 张勇 励倩 张志俊、李明、 本科 成功参赛

1 E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07 刘依萌 宋昕悦 王嵚洋 夏巧桥，王东 本科 国家一等奖

2 E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01 汪乐章 陈子枫 林娴 张青林，夏巧桥 本科 省一等奖

3 E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33 闫旭 甘明锐 赵晓沙 白迪、崔勇强 本科 省二等奖

4 E 武汉大学 2019201027 刘卓扬 曾洁 黄鹏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二等奖

5 E 武汉大学 2019201014 施雪港 李炎函 郭博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6 E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22 胡锦波 梁嘉键 王涛 李政颖 本科 省三等奖

7 E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19 白卓懿 晋文奇 吴加隽 尹仕、尹海帆 本科 省三等奖

8 E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21 丁逸洲 李梓瑞 尹湛青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三等奖

9 E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20 谢怡荣 龙涛 周宇轩 肖看、尹海帆 本科 省三等奖

10 E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04 朱业 李硕 康俊嘉 教练组 本科 成功参赛

11 E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28 徐昊 王舒平 施江海 姚为、程立 本科 成功参赛

12 E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14 孔子杰 杨金帅 秦浩 刘三军，谭建军 本科 成功参赛

1 F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13 李郜敬 刘艺 李飞扬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国家一等奖

2 F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23 夏添 高鹏恩 唐文军 肖看、王贞炎 本科 国家二等奖

3 F 武汉大学 2019201013 丰天韵 李琛 刘晓芬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二等奖

4 F 江汉大学 2019210003 张宇锋 裴思垚 范倩蓝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二等奖

5 F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01 王世勋 李嘉豪 王皓冉 苏义鑫 本科 国家一等奖

6 F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22 陆国航 李雪扬 黄小虎 钟国辉、肖看 本科 国家二等奖

7 F 武汉大学 2019201001 史金威 刘山 廖楚楚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一等奖

8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31 高源 陈鑫 柳嘉鑫 吴嘉、蓝加平 本科 国家二等奖

9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35 莫求亮 姚舜 陈昊松 危立辉、饶文贵 本科 国家二等奖

10 F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11 李志豪 黄  柯 曹洁玉 赵  娟，黄玉金 本科 省一等奖

11 F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21 王禹磊 赵北震 汤渴昕 王贞炎、尹仕 本科 国家二等奖

12 F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06 廖存燚 温佳奇 胡浚 夏应清，严建桥 本科 国家二等奖

13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03 彭衍华 黎俊辉 耿周 肖鹏程、祁红艳 本科 省一等奖

14 F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30 余晨阳 田泽豪 王宇丰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一等奖

15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34 龙宇航 文乔 丁黄瑞 饶文贵、蓝加平 本科 省一等奖

16 F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17 艾宇辉 林梓浩 陆思宇 刘浩蓬 卫佳 本科 省一等奖

17 F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11 汪博文 赵之清 孙文滨 张琪 本科 省一等奖

18 F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04 陈同凯 涂劲豪 余阳 周伟 本科 省一等奖

19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02 印厚方 石畅 潘亚梁 王怀兴、刘婷婷 本科 省一等奖

20 F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12 张媛 荣傲华 万盈 胡安正、王正强 本科 省一等奖

21 F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18 吴奇新 王俊龙 吕梦超 李刚、罗倩倩 本科 省一等奖

22 F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08 黄昭 李雪柔 陈沛霆 胡安正、吉向东 本科 省一等奖

23 F 武昌理工学院 2019253005 张平 李召 胡熔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24 F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01 周  丹 章  文 刘  艾 赵  娟，王庆义 本科 省一等奖

25 F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16 谷丽宪 薛家杰 李帅康 龙长江 刘浩蓬 本科 省二等奖

26 F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16 黄睿挺 许宇彤 赵千千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二等奖

27 F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07 王文凯 杜家宝 周聪 黎煊 徐红梅 本科 省二等奖

28 F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12 王文杰 王鸿璋 王诗豪 熊永华，赵  娟 本科 省二等奖

29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08 高英南 黄宇寅 刘锐 冯国强、刘勇 本科 省二等奖

30 F 武昌理工学院 2019253006 杨恩 余文兵 代志豪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二等奖

31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36 魏炜 淮珷蕾 甘孟恒 饶文贵、周健宇 本科 省二等奖

32 F 湖北师范大学 2019212001 罗浩 倪伟杰 乐永航 竞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二等奖

33 F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12 官洲洋 田家辉 李丽 徐建，田相鹏 本科 省二等奖

34 F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10 丁佳宁 张  磊 周启航 赵  娟，谢桂辉 本科 省二等奖

35 F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13 李劲柯 张子煜 许婧媛 胡安正、张静 本科 省二等奖



36 F 武昌工学院 2019237002 兰天祥 黄洲 周金鑫 张荆沙 本科 省二等奖

37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14 喻飞根 李名涵 张宇晗霄 刘科、汪红 本科 省二等奖

38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04 习文强 曹玉龙 王倩 罗海峰、艾敏 本科 省二等奖

39 F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08 高凯 刘凯华 涂镛佳 田裕康、管薇 本科 省二等奖

40 F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04 周聪 王尚静 李隆春 聂磊 ，熊芝 本科 省二等奖

41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01 孙国奇 邓昌 杨茂 王娅、刘姜涛 本科 省二等奖

42 F 长江大学 2019220019 闫碧岑 丁辉志 张琴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43 F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

院
2019245001 刘雨坤 朱金 郑远瑞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44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09 王浩 邓孟轩 王艳 李丹、肖龙胜 本科 省三等奖

45 F 湖北科技学院 2019224001 汪泉 曾辉 万豪 邓方雄 金绪进 本科 省三等奖

46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23 李泰霖 邓小龙 马博天 张志俊、李薇 本科 省三等奖

47 F 解放军空军预警学院 2019260002 王寅旭 苗祖铭 苏伟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48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07 雷珂 王友德 马璐瑶 李莎、肖旸 本科 省三等奖

49 F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14 杨涵 陈欣怡 邓志杰 胡安正、宋立新 本科 省三等奖

50 F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24 王怡 宋子琦 陈哲 王培元、邹梅 本科 省三等奖

51 F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07 蒋志豪 付远涛 史慧平 胡安正、张静 本科 省三等奖

52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13 孙佳华 袁好旭 张盛慧 刘姜涛、罗海峰 本科 省三等奖

53 F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06 江亚东 刘佳成 白林欢 方浩，简雪梦 本科 省三等奖

54 F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2019264003 林奕达 丁熠朋 王世林 刘绍丽 王献合 本科 省三等奖

55 F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13 黄元治 王凌峰 杨颖慧 田相鹏，徐建 本科 省三等奖

56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12 吴锦涛 薛明志 胡韵雪 肖旸、王娅 本科 省三等奖

57 F 长江大学 2019220015 刘佳成 付齐 董诚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58 F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

院
2019245002 林玉清 陈亮 高陆俊杰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59 F 湖北师范大学 2019212002 杨逸杰 刘富豪 谭显锋 竞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三等奖

60 F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14 肖权 沈钰 张诗曼 刘文琮、韩谷静 本科 省三等奖

61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10 尹锋 石顺 金阳 吉紫娟、刘明 本科 省三等奖

62 F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11 陈浩 黄齐兴 徐成凤 徐建，李绍武 本科 省三等奖

63 F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2019264004 王澳婷 江玉柳 贺欢欢 刘绍丽 王献合 本科 省三等奖

64 F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

院
2019245003 胡玉霞 赵乾宇 徐宏杰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65 F 江汉大学 2019210001 彭阳 陈肖 邹富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66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05 姚治澳 蔡利群 张琪雯 邓永菊、谭永丽 本科 省三等奖

67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06 石健攀 朱成旺 鄢紫琪 郑秋莎、邓永菊 本科 省三等奖

68 F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08 郑  凯 姚梦阳 于子良 谢桂辉，赵  娟 本科 省三等奖

69 F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09 张海龙 王杰 李悦 王利恒 李赛 本科 省三等奖

70 F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10 产潇澳 凌龙 田用 田相鹏，徐建 本科 省三等奖

71 F 武汉轻工大学 2019262006 周天傲 杨安 王泰龙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72 F 文华学院 2019234002 向凯 肖鹏 何伟龙 王振华  单财良 本科 省三等奖

73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03 吴兴云 张昱中 李生玲 教练组 本科 省三等奖

74 F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08 单文霞 王毅飞 吴晚晴 魏婉华，黄同男 本科 成功参赛

75 F 武昌理工学院 2019253003 周繁 卢浩 黄发成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76 F 长江大学 2019220017 李斌 夏程雄 王宗仁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77 F 湖北科技学院 2019224002 陈晨 褚佳龙 孙泽岳 金绪进 万青 本科 成功参赛

78 F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13 邹洋 褚四虎 黎赛典 刘文琮、张明 本科 成功参赛

79 F 长江大学 2019220003 张玲 陈小虎 朱轩霆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80 F 武汉工商学院 2019233003 谢俊东 龚文浩 管颖 汪少卿 梅立坤 本科 成功参赛

81 F 武汉轻工大学 2019262003 邬苗 宋玉琢 张奥黎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82 F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16 杨岱 閤成程 王雨丹 田相鹏，李绍武 本科 成功参赛

83 F 长江大学 2019220002 马兰芳 汪玉祥 郑杰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84 F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12 迟浩田 李晨柯 李洋洋 黎煊 本科 成功参赛

85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12 刘贡莹 王紫君 莫莹 教练组 本科 成功参赛

86 F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

院
2019245007 敬方博 周力 罗梦琪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87 F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15 王旭 梁杰 朱鑫磊 徐建，田相鹏 本科 成功参赛

88 F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9265011 邹苏杭 黄鑫源 韩忞卓 刘婷婷、黄靓 本科 成功参赛



89 F 武昌理工学院 2019253004 董魁樟 邱展 肖宇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90 F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2019264001 刘高冰 丁湖川 余澳鑫 刘绍丽 王献合 本科 成功参赛

91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20 潘兴 陈祖蓉 汪邵欣 何顺帆、雷声 本科 成功参赛

92 F 湖北师范大学 2019212004 邓楠 罗德州 贾卓林 竞赛指导小组 本科 成功参赛

93 F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03 田野 王滨 焦彦浩 刘江海，李朝军 本科 成功参赛

94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11 杨光 游靓楠 庞宇 教练组 本科 成功参赛

95 F 长江大学 2019220008 曲成凯 邓澳乐 蔡柯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96 F 解放军空军预警学院 2019260004 白永琪 窦春辉 褚天歌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97 F 黄冈师范学院 2019221006 廖秋竹 余家钢 吴翔辉 丁如春，王步飞 本科 成功参赛

98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16 伍涛 杨业成 章怡 刘科、田莎莎 本科 成功参赛

99 F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2019238005 刘大双 万梓澳 徐佳东 袁丽平、王赜坤 本科 成功参赛

100 F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2019259003 杨爽 王银银 张光铄 郭平 本科 成功参赛

101 F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11 李建 陈启标 黄行持 卓旭升 郝毫毫 本科 成功参赛

102 F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12 张宝 钟紫灿 李兴光 卓旭升 李国平 本科 成功参赛

103 F 长江大学 2019220009 李运晨 余鑫 杨庆国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104 F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2019259005 裴陈钦 刘浩 李博涯 郭平 本科 成功参赛

105 F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2019259004 吴锦超 王文键 丁子豪 郭平 本科 成功参赛

106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17 吴雪 向怡 欧颖 王文涛、田莎莎 本科 成功参赛

107 F 湖北大学 2019202002 肖宇昊 张加齐 王  琪 张丹、黄汉华 本科 成功参赛

108 F 黄冈师范学院 2019221005 万嘉颖 朱文广 贺鑫锐 丁如春，王步飞 本科 成功参赛

109 F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2019231003 谢志刚 刘毅 詹可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110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07 卢翠翠 高西娅 杨林 教练组 本科 成功参赛

111 F 湖北师范大学 2019212003 戴彦 屈佳佳 詹鹏 竞赛指导小组 本科 成功参赛

112 F 武汉工商学院 2019233002 孙晨强 唐晓星 黎文 汪少卿 梅立坤 本科 成功参赛

113 F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18 朱智 朱钰 董薇羽 汪红、刘科 本科 成功参赛

114 F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19 邹林 叶志鹏 张宁 李刚、金鑫 本科 成功参赛

1 G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25 邓茜 陈琳 吴晓杰 尹仕、肖看 本科 国家一等奖

2 G 武汉大学 2019201021 羊硕雄 李新阳 李文博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二等奖

3 G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27 曹琳 金楚琪 裘剑东 王贞炎、肖看 本科 省一等奖

4 G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24 万竹桉 吴金洋 刘萌 王贞炎、郭鹏 本科 省一等奖

5 G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01 李瑞强 钱家隆 赵子昂 黎煊 贾桂锋 本科 省二等奖

6 G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14 常文杰 龚秋虎 陈越峰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二等奖

7 G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02 张杰 王丞 魏鑫 黎煊 高大新 本科 省二等奖

8 G 武汉大学 2019201025 周紫玉 李恩 马文煊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二等奖

9 G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05 周仲旭 熊小泽 赖梓豪 张正文，巩朋成 本科 省三等奖

10 G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05 李君丞 梁伊曼 关月娥 徐洪波，张国平 本科 省三等奖

11 G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04 李景 谢飞 武琦 徐洪波，刘守印 本科 省三等奖

12 G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26 刘力仂 刘刚 张世煜 肖看、郭鹏 本科 省三等奖

13 G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13 廖清 张颖 秦晓飞 徐洪波，刘守印 本科 省三等奖

14 G 武汉大学 2019201023 张纯 厉杰 罗海宁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15 G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07 徐德念 朱高飞 陈金武 张正文 本科 成功参赛

16 G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02 唐伊文 刘蒙蒙 林诗芸 刘守印，徐洪波 本科 成功参赛

17 G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15 陈伟 刘建飞 王寅彤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成功参赛

18 G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12 罗文麟 李元东 刘进 李劲、王骏 本科 成功参赛

19 G 华中师范大学 2019203003 唐诗迪 周寒 陈利 刘守印，张国平 本科 成功参赛

20 G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01 王行 张峰浩 田爽 教练组 本科 成功参赛

21 G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11 付安邦 张勇 谈清廉 李劲、王骏 本科 成功参赛

22 G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18 何加康 贺昱 付洪硕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成功参赛

23 G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06 熊正原 龚焱升 杨飞亮 张正文 本科 成功参赛

1 H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20 杨  煜 马哲家祺 赵天意 赵  娟，谢桂辉 本科 国家一等奖

2 H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17 邓宇邦 孟  涛 李  渊 赵  娟，谢桂辉 本科 国家一等奖

3 H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17 钱旭 任睿 李志豪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国家一等奖

4 H 武汉大学 2019201004 李忠亚 杨斌 王立强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一等奖

5 H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09 李德胜 叶博逸 胡天龙 黄玉金，赵  娟 本科 国家二等奖



6 H 武汉大学 2019201002 朱萌萌 王永超 张再兴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一等奖

7 H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31 林祉谦 阎明轩 王浩 钟毅 本科 国家二等奖

8 H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24 朱振宇 方航 郭少聪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国家二等奖

9 H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07 汤子鸣 吴春雨 汪涛 李向舜 本科 国家一等奖

10 H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15 张锐祺 张烜睿 张  网 杨  勇，赵  娟 本科 国家二等奖

11 H 武汉大学 2019201005 黄莹 易璁 胡越洋 电赛指导组 本科 国家二等奖

12 H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13 蒋林森 邹  玺 段建航 赵  娟，杨  勇 本科 省一等奖

13 H 武汉大学 2019201028 徐畅 蒋逸舟 池亮松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14 H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19 蹇栎为 郭志超 祖文杰 谢桂辉，赵  娟 本科 省一等奖

15 H 武汉大学 2019201003 杨凌云 王梓遥 章赐龙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一等奖

16 H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29 单琦葳 陈列可 杜晓峰 肖看、王贞炎 本科 省一等奖

17 H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05 卢卓 梁小洒 杨开文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一等奖

18 H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32 唐京扬 黄一学 张佳辉 肖看、邓天平 本科 省一等奖

19 H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23 唐凯风 范烜赫 陶智威 谢桂辉，赵  娟 本科 省一等奖

20 H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10 汪思翔 胡旭东 王梓名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一等奖

21 H 湖北工程学院 201922301 刘美俊 晏凯 潘丹蕊 马洪华，张升义 本科 省一等奖

22 H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16 周凯旋 陈家豪 孙  灿 张祥莉，赵  娟 本科 省一等奖

23 H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30 赵振兴 黄运龙 潘子晴 王贞炎、邓天平 本科 省一等奖

24 H 武昌首义学院 2019230001 夏康顺 陶广 李鉴 王军舰，周斌 本科 省一等奖

25 H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19246018 张佳朕 王宇涵 薛博文 赵  娟，张祥莉 本科 省二等奖

26 H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10 徐舷哲 刘童 景泉霖 高大新 黎煊 本科 省二等奖

27 H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08 高晓宇 李志勇 吕笑天 苏义鑫 本科 省二等奖

28 H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05 覃钰宁 祝强 刘宇 胡安正、杨正波 本科 省二等奖

29 H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12 刘卓勋 刘金健 秦筠婷 黄周 本科 省二等奖

30 H 武汉轻工大学 2019262005 吕哲 王景润 陆勤龙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二等奖

31 H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31 王正林 熊峰 赖泊凯 尹仕、肖看 本科 省二等奖

32 H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2019240001 周旺进 邓宏铭 乔鹏晨 丁岩岩，刘爱梅 本科 省二等奖

33 H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09 张秉权 秦志旗 罗学论 黎煊  贾桂锋 本科 省二等奖

34 H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03 何躍 雷洁翎 周航 电赛指导小组 本科 省二等奖

35 H 武汉理工大学 2019249002 何家裕 赵腾起 武洁 钟毅 本科 省二等奖

36 H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07 沈长棋 张勇 向俊杰 黄双林，廖红华 本科 省二等奖

37 H 武汉科技大学 2019244006 朱一丁 黄金 方智慧 章政、黄卫华 本科 省二等奖

38 H 湖北大学 2019202003 肖天宇 杨晋乾 张  讲 张丹、黄汉华 本科 省二等奖

39 H 武昌首义学院 2019230008 王涛 胡斐 赵立腊 何为，方奕乐 本科 省二等奖

40 H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16 高珊 蔡瑞琦 杨鹏 黄文聪，黄周 本科 省二等奖

41 H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08 余文浩 曾天 魏浩森 贾桂锋 黎煊 本科 省三等奖

42 H 湖北经济学院 2019211004 朱继勇 张露雲 邱俊辉 吕植成、沈田 本科 省三等奖

43 H 湖北文理学院 2019225004 晏景周 陈桐 王浩 胡安正、刘会衡 本科 省三等奖

44 H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29 郭旭芳 谢光起 彭世洋 危立辉、蓝加平 本科 省三等奖

45 H 湖北理工学院 2019273004 康夏涛 罗国立 牟洪骏 章磊  胡国珍 本科 省三等奖

46 H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10 杨青鹏 滕力 胡彩珠 黄周 本科 省三等奖

47 H 湖北经济学院 2019211001 丁聪 张鹏 鲁秋媛 吕植成、沈田 本科 省三等奖

48 H 武汉轻工大学 2019262007 徐坤 李文辉 涂彪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49 H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17 张宇 李子修 覃文力 黄文聪，常雨芳 本科 省三等奖

50 H 华中科技大学 2019241028 熊艺凯 何伟 廖思 尹仕、邓天平 本科 省三等奖

51 H 湖北理工学院 2019273001 黄赣 李璟 胡泽 周瑞   艾青 本科 省三等奖

52 H 武昌首义学院 2019230006 黄阳 刘欢 曾泓瑞 雷丹，何为 本科 省三等奖

53 H 武昌首义学院 2019230007 袁寻钊 叶赛 徐嘉骏 曹建平，雷丹 本科 省三等奖

54 H 武昌理工学院 2019253002 张琦 彭江浪 石腾飞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55 H 武昌理工学院 2019253001 曹玉豪 王威 杨子航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56 H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19266004 王亚君 罗创 王子恒 江学焕 本科 省三等奖

57 H 湖北理工学院 2019273002 冯文杰 周孟强 何海洋 胡国珍 艾青 本科 省三等奖

58 H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19266006 李红庆 兰召根 卿高军 张金亮 本科 省三等奖

59 H 湖北大学 2019202006 梁小龙 刘健堃 钟  云 卢仕、张丹 本科 省三等奖



60 H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05 鲁文杰 黄刚 张泽严 苏文静  朱琥 本科 省三等奖

61 H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10 裴根 田锐 贾磊 郭旻、田裕康 本科 省三等奖

62 H 武昌首义学院 2019230003 叶子豪 金港 杨威 阳威，陈之射 本科 省三等奖

63 H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2019231004 程紫琪 董培庆 金库 电赛指导组 本科 省三等奖

64 H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37 何比 程唅君 王娇阳 白迪、周健宇 本科 省三等奖

65 H 湖北经济学院 2019211002 梅阳阳 孙少聪 代领 吕植成、沈田 本科 省三等奖

66 H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27 海艺琛 李丹 马任 程立、姚为 本科 省三等奖

67 H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11 代名扬 陈光稳 许兴隆 贾桂锋 本科 省三等奖

68 H 武昌首义学院 2019230004 聂子璇 刘高 肖阳 韩洁，陈青 本科 省三等奖

69 H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30 余文杰 谭本艳 李纪尔 蓝加平、危立辉 本科 省三等奖

70 H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19 钟成 刘汉滔 李嘉豪 吴玉蓉、严新 本科 成功参赛

71 H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11 熊良立 陆晋 吴尹靓 黄周 本科 成功参赛

72 H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19266003 熊婷 伍剑东 李健 卢军 本科 成功参赛

73 H 湖北理工学院 2019273005 付云 方锐 景思伟 周瑞   章磊 本科 成功参赛

74 H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03 徐腾飞 王叔沛 黎林

翟中生， 董正
琼

本科 成功参赛

75 H 三峡大学 2019254005 袁毓聪 孙宇轩 邓思影 吴正平 本科 成功参赛

76 H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01 黄正 王佳雯 王鸿钊

王选择， 刘梦
然

本科 成功参赛

77 H 武汉纺织大学 2019257020 谢海涛 吴杰 徐东圣 薛勇、马双宝 本科 成功参赛

78 H 湖北经济学院 2019211005 肖慈美 张杨豪 吴潇文 吕植成、沈田 本科 成功参赛

79 H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06 王晋阳 徐建祥 左澄泽 苏文静  朱琥 本科 成功参赛

80 H 湖北经济学院 2019211006 柳超凡 闫溢文 覃叶婷 吕植成、徐玮 本科 成功参赛

81 H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06 李彬 方定展 孙晓龙 廖红华，谭建军 本科 成功参赛

82 H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13 洪贤哲 李睿 周信宏 教练组 本科 成功参赛

83 H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09 肖天宇 颜家猛 叶帅 廖红华，谭建军 本科 成功参赛

84 H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2019231006 张文耀 陈灏东 游仕霖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85 H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19266005 杨天宇 李思霖 陈亮 江学焕 本科 成功参赛

86 H 文华学院 2019234001 胡世长 吕强 龚星元 卢钢  王丽君 本科 成功参赛

87 H 湖北工程学院 201922303 蒋良政 温小艳 杨楠 马洪华，林宏 本科 成功参赛

88 H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13 李子龙 向豪杰 陈祥 高大新 本科 成功参赛

89 H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

院
2019245005 孟露 尹业春 王宗勇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90 H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

院
2019245006 宋子昂 吴杰 龚荣新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91 H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03 靳晨辉 王超 陈静 苏文静  朱琥 本科 成功参赛

92 H 湖北理工学院 2019273003 白青岗 梁云嫣 艾锦秋 章磊  胡国珍 本科 成功参赛

93 H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2019238004 沈泽华 陈伟峰 江鹏 袁丽平、王赜坤 本科 成功参赛

94 H 湖北民族学院 2019213008 滕召波 韩启洋 胡超 高仕红，廖红华 本科 成功参赛

95 H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10 邓凯 朱海洋 吉昕冉 王利恒 李赛 本科 成功参赛

96 H 解放军空军预警学院 2019260009 贾文康 孙琦 陈恪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97 H 文华学院 2019234003 张鹏 张俊杰 黄辉程 郭典  吴宝华 本科 成功参赛

98 H 武汉工程大学 2019256007 王仲谋 蔡镇宇 罗国澳 苏文静  朱琥 本科 成功参赛

99 H 湖北科技学院 2019224004 文杰 黄家祥 段欣宇 金绪进 李干明 本科 成功参赛

100 H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15 刘子豪 房灵通 卞凯 高大新 本科 成功参赛

101 H 湖北工业大学 2019258015 程玉洲 干雨 简文玲 黄文聪，黄周 本科 成功参赛

102 H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19 范嘉 吴东昌 杨杰 雷声、田微 本科 成功参赛

103 H 黄冈师范学院 2019221008 白彭飞 刘保怀 张宁伟 邵建设，黎会鹏 本科 成功参赛

104 H 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8046 肖锋 洪思寒 谭美伶 吴嘉、谢水清 本科 成功参赛

105 H 解放军空军预警学院 2019260006 陈宇成 关天昊 黄文旭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106 H 黄冈师范学院 2019221007 贺鑫 陈澳 汪丛文 邵建设，徐波 本科 成功参赛

107 H 解放军空军预警学院 2019260005 孙子健 尹希泽 侯庆达 电赛指导组 本科 成功参赛

108 H 华中农业大学 2019243014 黄维民 陈国杰 安璇 黎煊 本科 成功参赛

1 I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

院
2019295001 雷超雲 郑颢淳 黄宇钦 张芳 周雯 高职高专 国家二等奖

2 I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2019274003 余盼 宋磊 樊哲宙 桂丹,郑丹 高职高专 省一等奖

3 I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2019274001 周辉发 刘义凡 李晓宁 卢贶，黎杨梅 高职高专 省二等奖



4 I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9279010 徐澳 黄维松 付寅 朱一多 商林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5 I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9279006 赵永康 王冲 程璐 商林 罗云高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6 I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9279004 杜智敏 徐松岩 晏卓暾 钟雷 何晓鸿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7 I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2019282001 李赫成 戴文海 施禧龙 王广胜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8 I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19293001 李归 祝秀玉 范警强 杨健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9 I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19293002 王典 李梦成 尹向荣 黄智伟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10 I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9279009 王子涛 邹瑞杰 艾为 张琴 温锦辉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1 J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2019274005 明锐 夏晶 李国勇 付厚奎，陈祖新 高职高专 省一等奖

2 J 长江职业学院 2019277001 刘文志 王杨 郭发 邓柳 李德明 高职高专 省二等奖

3 J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9279002 高启 向邵峰 李格 温锦辉 朱一多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4 J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9279003 郑淑君 余仕林 蒋鹏程 钟雷 王伟祥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5 J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9279008 杨加鑫 施康 李世鹏 王伟祥 何晓鸿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6 J 长江职业学院 2019277003 杨静 蔡洪钢 王奕焓 邓柳 刘光涛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1 K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2019274002 任佳伟 王澳华 罗丙锐 陈垚佳，冉捷 高职高专 省一等奖

2 K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9279005 周壮 许志伟 潘桂英 张桂红 赵新 高职高专 国家二等奖

3 K 长江职业学院 2019277002 张隆创 涂钊钊 秦金辉 李德明 邓柳 高职高专 省一等奖

4 K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2019288001 周忠文 王俊霖 李盼 吕爱华、张霞 高职高专 省一等奖

5 K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9279001 姚宇 童爽 李春燕 赵新 胡迎九 高职高专 省二等奖

6 K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019290002 刘豪爽 宋狄清 鲁子欣 宋延臣 郭小进 高职高专 省二等奖

7 K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9279007 黄文俊 胡永康 柳田娣 钟雷 张桂红 高职高专 省二等奖

8 K 长江职业学院 2019277005 祁龙 刘凯 胡家豪 刘光涛 李德明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9 K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19293004 张广宏 刘金平 王璐 胡海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10 K 汉江师范学院 2019226003 王可成 谭成龙 潘朝杨 沈飞 石义杰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11 K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09 陈俊杰 余佳贤 陈均常 方浩，苏铭浩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12 K 武昌职业学院 2019285001 李旗阳 翁一航 周静安 胡鹏飞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13 K 武昌职业学院 2019285002 李佳欣 胡宗雷 张玉龙 罗艳芳 高职高专 省三等奖

14 K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10 郑剑豪 余国志 沈子健 刘江海，黄同男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15 K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2019269001 郑港 蒋家席 郭灿斌 耿遐 章璇娅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16 K 武汉东湖学院 2019228011 邹永松 张占鳌 石佳期 姚敏，杨沛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17 K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2019274004 付鹏晓 刘维 周永新 杨玲玲,汪洋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18 K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019293003 方宏愿 朱文峰 涂煜蕊 宋团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19 K 长江职业学院 2019277004 张钦 陈佳明 刘哲 李德明 刘光涛 高职高专 成功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