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所在学校 所在院系
1 安明扬 北京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
2 白晋斌 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3 毕展语 西安交通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4 蔡家伦 中南大学 计算机院
5 曹隽逸 华南理工大学 软件学院
6 常雪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7 陈灿辉 中山大学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8 陈昌骅 重庆大学 计算机学院
9 陈得荣 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10 陈俊霖 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工程学院
11 陈凯祥 浙江工业大学 理学院
12 陈诺 山东大学 数学学院
13 陈仁苗 哈尔滨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4 陈希 吉林大学 软件学院
15 陈湘媚 西北工业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16 陈玉盼 中国海洋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7 陈垣康 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8 程丽云 山东大学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19 程思陶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20 迟慧璇 华北电力大学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21 代明亮 厦门大学 信息学院
22 董文琦 山东大学 机电与学校学院
23 窦勇强 北京林业大学 信息学院
24 樊耀舞 内蒙古大学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25 方骏 东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6 封奇志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
27 冯子豪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
28 付昊霖 内蒙古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29 傅佳豪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30 高思宇 华东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31 高笑芸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32 耿皓 苏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33 苟煜田 南京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34 顾开来 四川大学 吴玉章
35 管圣杰 山东大学 泰山学堂
36 郭博菲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37 郭歌 大连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38 郭昊南 东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39 郭瑞宇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
40 郭宇瑶 华中科技大学 软件学院
41 韩佳宁 太原理工大学 信息与计算机学院
42 韩靖轩 西安交通大学 电信学部
43 何沐遥 东北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44 何志威 华南理工大学 软件学院
45 贺文迪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46 贺昭杨 北京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47 洪潇天 西安交通大学 电子与信息学部
48 胡萌窈 四川大学 软件学院
49 华威 华中科技大学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
50 黄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1 黄伟斌 广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工程学院
52 黄子淳 华东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学院
53 江南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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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蒋吉 大连理工大学 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
55 金尧 浙江中医药大学 医学技术学院
56 靳雨馨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57 句亚莉 中北大学 大数据学院
58 匡舒磊 南京大学 匡亚明学院
59 雷艳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60 李博洋 四川大学 计算机学院
61 李达 大连理工大学 软件学院
62 李俊毅 西南交通大学 利兹学院
63 李康诚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64 李洛玄 上海交通大学 致远学院
65 李太吉 西北工业大学 软件学院
66 李天元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67 李晓宇 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68 李耀 武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69 李喆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70 林钢亮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71 林华东 重庆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72 林少惠 福州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3 林欣余 山东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74 林钰淇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75 林子豪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76 刘冰玉 西北工业大学 软件学院
77 刘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78 刘畅畅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79 刘广源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刘寒 南京大学 匡亚明学院
81 刘寒冰 北京邮电大学 自动化学院
82 刘佳妮 中南大学 计算机学院
83 刘健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84 刘骏楠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
85 刘康正 合肥工业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86 刘泉明 东北大学 （秦皇岛分校）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87 刘威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院
88 刘心阳 华中科技大学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
89 刘艺玮 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90 刘雨梦 河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91 刘钰琪 西安交通大学 电信学院
92 刘悦 东北大学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93 柳儒杨 东南大学 吴健雄学院（工科试验班）
94 柳友德 哈尔滨工程大学 软件学院
95 卢雅楠 大连交通大学 理学院
96 鲁国山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7 罗傲杰 华中科技大学 软件学院
98 罗美薇 吉林大学 通信工程学院
99 罗瑞虹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0 罗夕安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
101 吕睿 北京邮电大学 国际学院
102 马康丽 东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03 马易颜 中山大学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104 毛文月 武汉大学 弘毅学堂
105 毛云麟 武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学院
106 聂文龙 中山大学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107 潘鼎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108 潘显睿 合肥工业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109 潘志豪 深圳大学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110 邱建盛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深圳校区)



111 邱蕾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
112 任为 北京大学 元培学院
113 阮洁 汕头大学 工学院
114 邵镇炜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学院
115 沈炜杰 大连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16 施晴 中山大学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117 施恬安 上海大学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118 施余峰 安徽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19 石昊楠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20 史长伟 南京大学 数学系
121 史晓融 南开大学 计算机学院
122 司昊田 北京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3 宋晨辉 东南大学 吴健雄学院（荣誉学院）
124 苏浩正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125 孙璋亮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学院
126 谭超镭 中山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27 谭鹤翔 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128 唐丽娟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129 唐诗 大连理工大学 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
130 唐宇轩 华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 唐郅杰 四川大学 软件学院
132 童翰文 华东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学院
133 王德君 东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34 王浩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135 王纪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36 王家勃 大连海事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37 王嘉琪 大连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138 王君孔帅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
139 王迈达 武汉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140 王润清 合肥工业大学 数学学院
141 王双义 山东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2 王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43 王小齐 湘潭大学 计算机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144 王新阳 天津大学 智能与计算学部
145 王琰 南京大学 匡亚明学院
146 王玙璠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
147 王赠龙 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8 王祯霖 河海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149 王志强 重庆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50 魏楚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1 魏蓝 厦门大学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152 魏子铖 湖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53 温莉 江苏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54 吴嘉豪 湖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55 吴若兰 同济大学 电子信息与工程学院
156 吴浔 中南大学 计算机学院
157 吴政琪 东北大学 软件学院
158 伍婷 中南大学 计算机学院
159 武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学院
160 夏之奕 大连理工大学 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
161 肖俊义 吉林大学 软件学院
162 谢家杰 中山大学 智能工程学院
163 谢谨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164 谢璐忆 海南大学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165 邢煜梓 北京科技大学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专业
166 徐德轩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学院
167 徐赫洋 上海海洋大学 信息学院



168 徐开元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69 徐欣 兰州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70 徐欣阳 武汉大学 计算机学院
171 徐意如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学院
172 许智威 上海大学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
173 闫嘉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人工智能学院
174 闫雪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75 晏巨广 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76 杨大为 大连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177 杨佳雨 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78 杨凯文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179 杨巧文 复旦大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180 杨旺 中南大学 自动化学院
181 杨钰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82 杨悦晨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183 叶文韬 中国海洋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184 叶宇皓 西安交通大学 钱学森学院
185 袁康 东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86 苑晓兵 天津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7 曾兆杰 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88 张东妹 西安交通大学 软件学院
189 张航 合肥工业大学 软件学院
190 张加 东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91 张珈瑜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
192 张江辉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3 张金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94 张立旋 西安交通大学 电信学部
195 张灵毓 南京大学 匡亚明学院
196 张盼盼 山东师范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97 张松岳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198 张天祺 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99 张婉茹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0 张伟焜 中山大学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201 张我豪 电子科技大学 示范性软件学院
202 张怡昕 中山大学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203 张溢戈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
204 张宇轩 大连理工大学 软件学院
205 张愈博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6 章玉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理工学院
207 赵博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学院
208 赵胤钦 四川大学 计算机学院
209 钟雨婷 厦门大学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210 周楚昊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11 周俊昇 厦门大学 信息学院
212 周倩 南京大学 数学
213 朱成龙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214 朱海铭 南京大学 软件学院
215 朱沛文 厦门大学 信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