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获奖全名单 

团体一等奖 (共 7 名, 序号为团体名次) 

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3. 天津大学 

4. 郑州大学 

5.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6. 辽宁科技学院 

7.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团体二等奖 (共 28 名, 序号为团体名次) 

8. 陕西科技大学 

9. 合肥工业大学 

10. 烟台大学 

11. 山东大学 

12.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3. 贺州学院 

14. 常熟理工学院 

15. 湖北理工学院 

1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17. 湖北文理学院 

18. 中山大学 

19. 河海大学 

20. 贵州大学 

21.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22. 兰州交通大学 

23. 西安石油大学 

24. 国防科技大学 

25. 德州学院 

26. 青岛科技大学 

27. 南昌大学 

28. 郑州轻工业大学 

29. 南阳师范学院 

30. 浙江师范大学 

3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32. 铜陵学院 

33. 衢州学院 

34. 常州大学 

35. 成都工业学院 

团体三等奖(共 57 名，序号为团体名次) 

36. 浙大城市学院 

37. 盐城工学院 

38. 沈阳化工大学 

39.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0.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1. 重庆科技学院 

42. 西安理工大学 

43. 西安交通大学 

44. 重庆理工大学 

45. 湖北工业大学 

4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47. 陆军装甲兵学院 

4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49.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50. 东南大学 

51.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5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5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54. 西安文理学院 

55. 贵州师范大学 

56. 华东交通大学 

5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8. 成都理工大学 

59. 重庆大学 

60. 台州学院 

61. 中原工学院 

62. 合肥学院 

63. 中国矿业大学 

64.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65. 湖南工业大学 

66. 陆军工程大学 

67. 许昌学院 

68. 贵州理工学院 

69. 江西理工大学 

70. 山东科技大学 

71. 北京工业大学 

7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73.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7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75. 四川大学 

76. 北方工业大学 

77. 青海大学 

78. 金陵科技学院 

79. 南京理工大学 

80. 湖南大学 

81. 太原理工大学 

82. 宁波工程学院 

83. 河北科技大学 

84.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85.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86. 昆明理工大学 

87. 华南理工大学 

88. 湖北工程学院 

89. 武汉理工大学 

90. 西南交通大学 

91. 广西大学 

92. 河北农业大学 

最佳组织奖 (共 20 名) 

1. 北京工业大学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东南大学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5. 江苏大学 

6. 江苏科技大学 

7.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8. 昆明理工大学 

9. 南昌航空大学 

1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 南京理工大学 

12. 上海交通大学 

13. 武汉理工大学 

14. 西安理工大学 

15. 西南石油大学 

16. 盐城工学院 

17. 郑州大学 

1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9. 中南大学 

20. 中原工学院 

团体进步奖 (共 10 名) 

1. 青岛科技大学 2.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 贵州大学 

4. 许昌学院 

5. 湖南工业大学 

6. 烟台大学 

7. 陕西科技大学 

8. 河北农业大学 

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0. 山东大学 

个人一等奖(共 151 名) 

安徽工程大学  唐清华 

安徽工业大学  张金艳 

安徽理工大学  李奔富 

百色学院  刘孙宏 

北方工业大学  苏雅莉 

北方民族大学  覃发恋 

北京工业大学  刘可依 

常熟理工学院  张  伟 

常州大学  季  媛 

成都工业学院  付义超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黄  亮 

成都理工大学  王浩然 

重庆大学  周  理 

重庆科技学院  邓鑫悦 

重庆理工大学  黄绍亮 

大连海事大学  陈洁炯 

德州学院  阙  坚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熊光炜 

东北石油大学  陈云环 

东南大学  潘  毅 

福建工程学院  卢嘉豪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马高峰 

广东工业大学  余盛银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麦鸿达 

广西大学  冯品铭 

贵州大学  李君宝 

贵州理工学院  蒙  迅 

贵州民族大学  李竹玉 

贵州师范大学  王正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赵  鹏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韩建文 

国防科技大学  范晓波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刘龙雨 

合肥工业大学  黄丽臻 

合肥学院  刘广生 

河北科技大学  陈文杰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尹文峰 

河北农业大学  刘  双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于滢帅 

河海大学  张  潇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宋贵康 

河南工学院  陈江超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曹赟航 

河南农业大学  刘  钻 

贺州学院  刘佩琳 

黑龙江工程学院  鲁  超 

湖北工业大学  孙澳杰 

湖北理工学院  黄善政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黄哲凯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高  震 

湖北文理学院  王  硕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钱晨阳 

湖南大学  夏雨辰 

湖南工学院  袁浩登 

湖南工业大学  史玉姣 

华北理工大学  冯素蕊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铭浩 

华东交通大学  何晓荣 

华南理工大学  吴文熙 

集美大学  严滢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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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  董  旭 

江汉大学  周存瑞 

江苏大学  刘俊菱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杨诗雨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陈  龙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飘书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汤  凯 

江西理工大学  柯巧玲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姚  健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敖慧梅 

金陵科技学院  李  薇 

井冈山大学  徐润泽 

九江学院  范  俊 

昆明理工大学  袁佩佩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刘青联 

兰州工业学院  张鹏飞 

兰州交通大学  张伯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杨  凯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安峻增 

辽宁科技学院  杨  强 

聊城大学  董光顺 

陆军工程大学  史晓磊 

陆军装甲兵学院  陈鹏涛 

马鞍山学院  杨正礼 

南昌大学  聂小影 

南昌航空大学  黄敬冲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张伟光 

南京工程学院  印皓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吕学良 

南京理工大学  刘思婷 

南通理工学院  王志勇 

南阳师范学院  张宇鹏 

宁波工程学院  杨佳文 

萍乡学院  万舒畅 

齐鲁工业大学  赵奇虎 

青岛科技大学  赖火秀 

青海大学  宋  鹏 

清华大学  张伟晨 

衢州学院  张俊峰 

山东大学  王汝文 

山东科技大学  郇  婕 

山东理工大学  李国瑞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郭子烨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崔笑笑 

陕西科技大学  张琳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玉芳 

深圳大学  冯君源 

沈阳化工大学  赵秋宇 

石家庄铁道大学  赵星宇 

四川大学  张劭晨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金龙 

台州学院  陈帝好 

太原理工大学  贾玉娇 

天津大学  马辰宇 

天津工业大学  张昇栋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杨大方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郭凯锋 

铜陵学院  薛世祖 

皖西学院  朱浩杰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赵宇航 

武汉科技大学  冯静豪 

武汉理工大学  刘世瑾 

西安工业大学  张  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王晓霜 

西安交通大学  李博强 

西安理工大学  王晓雪 

西安石油大学  段闫昊 

西安文理学院  韩俊杰 

西华大学  雍美琪 

西南交通大学  窦  昊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成尔琪 

新乡学院  崔  峥 

许昌学院  孙洁婷 

烟台大学  伏钱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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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工学院  钱  昊 

燕山大学  孙瑱业 

营口理工学院  王东永 

浙大城市学院  陈  勇 

浙江师范大学  赖德漳 

郑州大学  金  泽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韩俊浩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王  瑞 

郑州轻工业大学  王婷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江龙辉 

中国计量大学  赵  乐 

中国矿业大学  刘倩怡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史利青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张  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徐  锐 

中山大学  张云婷 

中原工学院  张  旭 

个人二等奖(共 260 名) 

安徽大学  李  凯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  建 

安徽农业大学  江健平 

安徽农业大学  罗国荣 

安顺学院  孔美力 

百色学院  黄儒德 

宝鸡文理学院  谢旭辉 

北方工业大学  叶  子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谢  博 

北京工业大学  于海洋 

北京工业大学  张  驰 

北京科技大学  金柏池 

北京科技大学  邵攀峰 

长安大学  牟文宇 

长江师范学院  李霜婷 

长江师范学院  李雄辉 

长沙理工大学  王  潇 

长沙学院  陈天琦 

常熟理工学院  庞小发 

常熟理工学院  肖  颖 

常州大学  韩心卓 

常州大学  宋一鸣 

巢湖学院  陈  宇 

成都工业学院  陈  晓 

成都工业学院  唐胡林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陈  豪 

成都理工大学  黄秋胜 

重庆大学  张  苗 

重庆科技学院  崔佳杰 

重庆科技学院  项文波 

重庆理工大学  阮梦晗 

重庆理工大学  邹  倩 

大连海事大学  孙宇宁 

德州学院  郭璐璐 

德州学院  刘  燕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李  一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李子涵 

东莞理工学院  唐  旭 

东南大学  康定轩 

东南大学  张斯鑫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张润德 

福建工程学院  李世杰 

阜阳师范大学  孙前晟 

阜阳师范大学  韦  宏 

广东工业大学  罗  涛 

广西大学  陶祖珊 

广西民族大学  黄开皓 

贵州大学  上官立 

贵州理工学院  刘  兵 

贵州理工学院  赵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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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  高雨琪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小梅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杨  威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李  欢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周  陶 

桂林理工大学  何进仕 

桂林理工大学  谢亿强 

国防科技大学  陈力赫 

国防科技大学  张雨林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李  辰 

哈尔滨工业大学  韩世维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杨建凯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毛康龙 

哈尔滨理工大学  陈金帅 

哈尔滨理工大学  刘浩熹 

韩山师范学院  赵雨田 

合肥工业大学  黄海庞 

合肥工业大学  李  欣 

合肥学院  李春雨 

合肥学院  叶晓亮 

河北科技大学  牛一然 

河北科技大学  王  菲 

河北农业大学  王舰深 

河海大学  邓雅楠 

河海大学  袁  杰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孙守宇 

河南工学院  张  哲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尚春 

河南科技大学  汪  玲 

贺州学院  李绿叶 

贺州学院  王天凤 

黑龙江科技大学  陆泽新 

湖北工程学院  程  壮 

湖北工程学院  李成航 

湖北工程学院  马佳丽 

湖北工业大学  杜诗博 

湖北工业大学  钱志杰 

湖北理工学院  江紫兰 

湖北理工学院  徐英杰 

湖北民族大学  欧明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雷  达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徐志鹏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彭寅宸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叶开凡 

湖北文理学院  谢小雨 

湖北文理学院  周孙亮 

湖南大学  章建国 

湖南工程学院  陈香泉 

湖南工程学院  王  灿 

湖南工业大学  叶子辉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侯逸凡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杨  洋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庾灵颉 

湖州师范学院  毛松元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贺冰洋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杨  振 

华东交通大学  徐民丰 

华东交通大学  张炳帅 

华南理工大学  冯昌国 

华中科技大学  孙家俊 

黄河科技学院济源校区  张艳琴 

集美大学  钟晓燕 

济宁学院  刘伟伟 

济宁学院  张荣敏 

嘉兴学院  向  农 

江苏理工学院 杨曦龙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  程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甘羽海 

江西理工大学  陈星宇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赵英杰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龚宇豪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李星亮 

金陵科技学院  翁盛海 

昆明理工大学  侯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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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李  习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谢  东 

兰州交通大学  王家甜 

兰州交通大学  张  哲 

兰州理工大学  张  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杨  超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杨晓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陈立君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郑  迎 

辽宁科技学院  刘  帅 

辽宁科技学院  张  颖 

聊城大学  王  伟 

临沂大学  李  增 

陆军工程大学  张明泽 

陆军装甲兵学院  金彦龙 

陆军装甲兵学院  李  哲 

洛阳理工学院  魏超凡 

吕梁学院  陈  龙 

马鞍山学院  吴保龙 

南昌大学  龚志涛 

南昌大学  姚昌平 

南昌航空大学  周慧千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茹恩光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夏子阅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袁秋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方  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晓东 

南京理工大学  蒋  华 

南京理工大学  肖凯文 

南通理工学院  徐亚丽 

南阳理工学院  刘海闯 

南阳师范学院  范武亮 

宁波工程学院  卜世佳 

平顶山学院  杨佳乐 

萍乡学院  肖凌涛 

齐鲁工业大学  于海洋 

青岛科技大学  李宇庭 

青岛科技大学  王四维 

青岛理工大学  陈为浩 

青岛理工大学  邓坤鹏 

青海大学  陈振栋 

青海大学  宋晨阳 

衢州学院  黎  翔 

山东大学  李佳昌 

山东大学  赵慧卿 

山东科技大学  周飞扬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曹  栋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薛小洁 

陕西科技大学  崔雅婷 

陕西科技大学  王玉宁 

商洛学院  蔡凯新 

上海大学  宁  可 

上海大学  王若晨 

上海交通大学  蔡景昱 

上海交通大学  刘妍洁 

深圳大学  张伟浩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宋树仁 

沈阳化工大学  胡  浩 

沈阳化工大学  孙显宇 

沈阳理工大学  李  亮 

石家庄铁道大学  张昊田 

四川大学  魏伟然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蓝海洋 

台州学院  包  妍 

台州学院  许  刚 

太原科技大学  王  喆 

太原理工大学  张  冉 

天津大学  宋俊霖 

天津大学  孙德正 

天津工业大学  单  榕 

天津理工大学  田溪梅 

天津理工大学  张一凡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李  柯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刘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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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王梓宇 

铜陵学院  胡欢欢 

铜陵学院  严飞豪 

皖西学院  吴  锐 

武汉大学  柏鹭飞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徐文才 

武汉科技大学  吴季昊 

武汉理工大学  周枢宇 

武汉轻工大学  谢  豪 

西安工业大学  刘俊杰 

西安航空学院  郑子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薛凯芮 

西安交通大学  田思远 

西安交通大学  王雯敬 

西安理工大学  陈曦冉 

西安理工大学  杨敏帅 

西安石油大学  刘鑫喆 

西安石油大学  赵秋实 

西安文理学院  沈  欢 

西安文理学院  王丹婷 

西北民族大学  勾秀明 

西昌学院  向  涛 

西华大学  夏晓宽 

西南交通大学  郭志敏 

西南科技大学  任彦姝 

西南民族大学  隆小芹 

西南石油大学  伍金荣 

厦门理工学院  秦小乾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丁金军 

新乡学院  赵  纹 

徐州工程学院  吴悦淅 

许昌学院  徐莉佳 

许昌学院  薛孟涛 

烟台大学  曹龙欢 

烟台大学  韦勤杰 

盐城工学院  成  浩 

盐城工学院  纪家伟 

榆林学院  黄二愿 

榆林学院  梁  极 

浙大城市学院  蒋祎东 

浙江工业大学  方  倩 

浙江师范大学  孙朝旭 

浙江师范大学  赵加奖 

郑州大学  马家乐 

郑州大学  孙文韬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邵炜城 

郑州轻工业大学  张景浩 

郑州轻工业大学  郑来河 

中北大学  陈炜加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谭嘉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童毅然 

中国矿业大学  彭  福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田宇东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杨  超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孙舒平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增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周雪景 

中南大学  夏子淇 

中山大学  陆涵天 

中山大学  叶  欣 

中原工学院  拜  洋 

中原工学院  张恩重 

个人三等奖(共 313 名) 

安徽大学  张  衡 

安徽工程大学  肖  达 

安徽工业大学  刘  勇 

安徽工业大学  孙中慧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彭一航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袁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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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筑大学  刘沛恒 

安徽理工大学  石愈超 

安徽三联学院  陈晶晶 

安徽三联学院  李  程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刘中齐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阮红上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纵书齐 

安顺学院  简国军 

安顺学院  罗林生 

百色学院  付发壮 

宝鸡文理学院  段小旭 

宝鸡文理学院  赵志明 

北方工业大学  王汉钊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梁增浙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张超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姜文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居永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  克 

北京科技大学  王占超 

北京理工大学  赵益祺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段兴云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张小可 

滨州学院  李嘉倩 

滨州学院  刘  梦 

滨州学院  徐  超 

长安大学  陈澳泽 

长春工程学院  徐  凡 

长江师范学院  吴席文 

长沙理工大学  曹善鸿 

长沙理工大学  杨  恒 

长沙学院  王小真 

长沙学院  张佳伟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胡良玉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李江涛 

成都大学  舒怡雅 

成都大学  王鑫宇 

成都理工大学  韩  辰 

重庆大学  孙耀立 

重庆文理学院  张海岩 

滁州学院  李龙飞 

大连海事大学  徐瑞超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张富国 

东北大学  陆泓彬 

东北大学  牛奕茗 

东北大学  赵  佳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朱良宇 

东北石油大学  唐子晨 

东莞理工学院  谭俊涛 

东莞理工学院  唐文强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欧阳志诚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吴艳媚 

福建工程学院  钟海锋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康子民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申童威 

阜阳师范大学  王淑兰 

广东工业大学  刘晓琪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黄弘扬 

广西大学  蒙丽华 

广西民族大学  刘书琦 

广西民族大学  罗雪霜 

贵州大学  杨建兵 

贵州民族大学  吴井文 

贵州师范大学  刘选文 

桂林理工大学  潘俊霖 

哈尔滨工程大学  薛景腾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陈雁鸣 

哈尔滨理工大学  罗  赫 

邯郸学院  高  航 

韩山师范学院  陈光洪 

韩山师范学院  陈奕霖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时慧新 

河北农业大学  李明隽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姜佳宇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王慧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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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学院  许  宏 

河南科技大学  范新雨 

河南科技大学  刘  霖 

河南理工大学  陈朝阳 

河南理工大学  潘登科 

河南理工大学  朱黎恒 

河南农业大学  耿  拓 

黑龙江工程学院  姜金鹏 

黑龙江工程学院  王文鑫 

黑龙江科技大学  魏业成 

黑龙江科技大学  朱玉锁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胡龙祥 

湖北民族大学  曾  盼 

湖北民族大学  潘炯禅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孙  政 

湖南大学  徐静茹 

湖南工程学院应用技术学院  赵  勇 

湖南工学院  刘  巍 

湖南工业大学  张靖梓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游逸文 

湖南科技大学  刘  杰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颜艳敏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胡世虎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蒋彦清 

湖州师范学院  罗广伦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陈智祥 

华北理工大学  陶珏禧 

华北理工大学  王晨曦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胡菲菲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吕奥祥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赵  婷 

华南理工大学  周  宁 

华中科技大学  程志恒 

华中科技大学  徐义纯 

淮北师范大学  施  县 

淮阴工学院  单  颖 

黄冈师范学院  成鹏飞 

黄冈师范学院  李  晗 

黄冈师范学院  张子奇 

黄河科技学院  冯智晗 

黄河科技学院  谭世玉 

黄淮学院  游俊博 

惠州学院  陈仰威 

惠州学院  严森林 

吉首大学  藤飞洋 

济南大学  任博达 

济宁学院  张  叶 

嘉兴学院  李科涵 

嘉兴学院  徐佳豪 

江汉大学  胡雅谷 

江汉大学  李  诚 

江南大学  张天卉 

江苏大学  张肖佩佩 

江苏科技大学  李世平 

江苏科技大学  杨  倩 

江苏科技大学  张  斌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郭  云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夏宇航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周  洋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龚瑞雪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朱伟娜 

江苏理工学院  李  阳 

江苏理工学院  王泓宇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邓书楷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丁声发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谢惠红 

江西理工大学  冷  融 

金陵科技学院  蒋侃睿 

井冈山大学  陶雪茹 

井冈山大学  姚  楠 

九江学院  刘志强 

九江学院  缪  探 

凯里学院  谢  兴 

昆明理工大学  姚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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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工业学院  陆忠伟 

兰州工业学院  翟红斌 

兰州理工大学  李高波 

兰州理工大学  许锴镔 

乐山师范学院  陈霖南 

乐山师范学院  胡  玲 

乐山师范学院  张  灿 

辽宁科技大学  崔宇龙 

辽宁科技大学  李  彦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吕加伟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邱志贤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邵旭强 

聊城大学  李安康 

临沂大学  刘德蓉 

临沂大学  王玉君 

龙岩学院  符明阳 

龙岩学院  郭  帅 

龙岩学院  覃敏玲 

陆军工程大学  王忠行 

洛阳理工学院  管荣谨 

吕梁学院  王  峰 

吕梁学院  杨  华 

南昌航空大学  陈伟兰 

南华大学  霍怡龙 

南华大学  刘恩奇 

南华大学  杨  森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覃超提 

南京工程学院  陈  罡 

南京工程学院  王欣宇 

南京工业大学  曾庆锋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黄  浩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张博栋 

南阳理工学院  秦浩飞 

南阳师范学院  邱型程 

南阳职业学院  王月胜 

南阳职业学院  杨  茹 

南阳职业学院  朱夏夏 

内蒙古工业大学  武爱多 

内蒙古工业大学  燕  旭 

内蒙古科技大学  王晋渝 

内蒙古科技大学  王  岩 

宁波工程学院  王书华 

宁德师范学院  吴金兰 

攀枝花学院  胡  娇 

攀枝花学院  刘海琳 

攀枝花学院  罗斌斌 

平顶山学院  曹亚凯 

平顶山学院  张腾腾 

青岛农业大学  方  祥 

青岛农业大学  刘琛琛 

青岛农业大学  孙  赟 

清华大学  崔雯渟 

清华大学  李才虎 

衢州学院  撒召线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王铭杰 

三峡大学  李小梦 

三峡大学  孟  喜 

三峡大学留学生队 Mehedi, Jasan M.D. 

山东建筑大学  刘海波 

山东科技大学  纪官瑞 

山东理工大学  国新月 

山东理工大学  黄少辉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冯  鑫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郑海龙 

陕西理工大学  冯  喆 

陕西理工大学  牛邦硕 

商洛学院  何  旋 

上海大学  谭宇星 

上海电机学院  冉  准 

上海电机学院  张瑞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范祺彧 

上海理工大学  黎毅馨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陈伟豪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关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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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  李旭辉 

沈阳大学  蔡  成 

沈阳大学  马永超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刘明军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许晓安 

沈阳理工大学  李中祥 

沈阳理工大学  辛林沅 

石家庄铁道大学  刘正硕 

四川大学  苏铭昊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戴  杰 

四川轻化工大学  杨  刚 

苏州大学  王  昊 

苏州大学  王玄珑 

苏州大学  吴金洪 

太原工业学院  苗海军 

太原科技大学  李  帅 

太原科技大学  秦雨苗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冯晓涛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李昊霖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米祥荣 

太原科技大学晋城校区  董致良 

太原理工大学  韩  婧 

泰州学院  张平南 

天津工业大学  郭书豪 

天津理工大学  梁新宇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许茹钧 

皖西学院  屈智超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陈佳浩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缪  炜 

武汉大学  马  力 

武汉大学  邵皓华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张  雨 

武汉理工大学  华  铮 

武汉轻工大学  侯键荣 

西安工程大学  李学峰 

西安工商学院  丁炳海 

西安工商学院  刘宇鑫 

西安工商学院  肖柏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顾  盼 

西安科技大学  刘  逸 

西北工业大学  程壬颖 

西北工业大学  韩  铭 

西北民族大学  杨  苗 

西昌学院  罗  巧 

西昌学院  周春强 

西华大学  李  勤 

西南交通大学  柳姚岚 

西南科技大学  彭慧娟 

西南科技大学  石凌菲 

西南民族大学  吴国畅 

西南石油大学  青  龙 

西南石油大学  温汝歆 

厦门大学  邸羽虬 

厦门理工学院  张浩文 

厦门理工学院  赵  星 

湘潭大学  卢铭鑫 

湘潭大学  熊  伟 

新乡学院  赵珏敏 

新余学院  胡思旋 

新余学院  江长城 

徐州工程学院  汪金辉 

燕山大学  佟  静 

燕山大学  姚之绚 

扬州大学  李嘉诚 

营口理工学院  冯  帅 

榆林学院  万祥森 

运城学院  刘雨薇 

浙大城市学院  潘禹锋 

浙江大学  裘嘉豪 

浙江大学  严宇超 

浙江工业大学  王  政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申丰硕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杜佳琳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李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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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赵江峰 

中国计量大学  张诗谊 

中国矿业大学  李开登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胡欣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刘丁未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胡家豪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姚雨硕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刘爽爽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徐子杰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张世伟 

中南大学  杨志鹏 

徕卡特别奖 (共 1 名) 

贵州大学  李君宝 

徕卡优胜奖 (共 4 名)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小梅 

浙大城市学院  陈  勇 

陕西科技大学  张琳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江龙辉 

“我与金相大赛”征文组织奖 (共 5 名)

西安理工大学 

凯里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运城学院 

“我与金相大赛”征文一等奖 (共 3 名)

国防科技大学  陈力赫 

天津大学  李艳艳 

北京理工大学  谷珺昳 

“我与金相大赛”征文二等奖 (共 9 名)

太原理工大学  温时宇 

湖南工业大学  谭茂梁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黎文博 

昆明理工大学  李吉逸 

福建工程学院  孙晨潇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王英豪 

西安理工大学  马  飞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沈康佳 

华东交通大学  何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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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金相大赛”征文三等奖 (共 21 名)

金陵科技学院  丁  玲 

广西民族大学  罗雪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潘辰妍 

山东大学  郑  嘉 

西安工业大学  刘俊杰 

中南大学  鲍新涵 

南京理工大学  吴建泽 

凯里学院  吴  庆 

西安理工大学  秦欣鑫 

太原理工大学  张若茜 

南京理工大学  王星仪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杨钰颖 

黄冈师范学院  张明煌 

常熟理工学院  高安慧 

江西理工大学  张燕杰 

南京理工大学  李嘉俊 

铜陵学院  王  杰 

西安理工大学  贾振东 

太原理工大学  郝  荣 

商洛学院  谢喆敏 

凯里学院  汤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