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份 学校分类 团队名称    队长姓名 分组

云南 本科 Dowonder 赵雪松 一组

河南 本科 MAX队 武静畑 一组

湖北 本科 USE 赵笛冰 一组

重庆 本科 曾是少年 罗兴美 一组

四川 专科 朝阳队 陈梓萌 一组

湖南 本科 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 宾少华 一组

重庆 本科 打Call青年队 刘红军 一组

山东 本科 风之彩队 赵文浩 一组

湖南 专科 礁石 杨自龚 一组

湖北 本科 梦幻队 岳健楠 一组

江西 本科 南有嘉伍 罗雨宏 一组

山东 本科 潜虎队 臧梦茹 一组

河北 本科 清奇 尤鑫莹 一组

四川 本科 社科i小分队 蒲玉 一组

山东 本科 铁牛战队 牛劲涛 一组

河南 本科 洗溢眉宇我等你 张诚 一组

四川 本科 星火小队 梁佳琳 一组

陕西 本科 宜诚 冯雪 一组

山西 本科 跃动队 王璐璐 一组

四川 专科 致远队 唐亿超 一组

陕西 本科 fivting 陈威 二组

广西 本科 RD团队 朱凯 二组

山东 本科 wings 盖浩楠 二组

江西 本科 畅吧 王志莹 二组

四川 专科 晨曦战队 周业清 二组

江苏 专科 创ke 王琦 二组

河南 本科 大佬队 石海源 二组

广西 本科 桂工集结号 范桥胜 二组

陕西 本科 解忧洗衣铺 王宇鹏 二组

广西 专科 梦之航 邓超群 二组



广西 专科 南征北战 滕新梅 二组

四川 专科 勤羿队 杨洋 二组

山西 本科 韧性队 刘晓敏 二组

海南 本科 说什么都队 温海樱 二组

贵州 本科 兔小白特别行动小组 张涛 二组

山西 本科 先锋者 李天 二组

广东 专科 雄姿营发 周凯芸 二组

广东 本科 营销天团hhhh 曲然 二组

广西 专科 澡房点神 谢剑 二组

黑龙江 本科 智联战队 聂菲 二组

广东 本科 Athena队 黄意妍 三组

内蒙古 本科 lightingwhy队 刘晓娜 三组

山东 本科 Unique团队 曲佳颖 三组

河南 本科 百川 张迪 三组

辽宁 本科 超级玛丽 刘举嘉 三组

安徽 专科 诚信鸠茲二组 谢武汉 三组

内蒙 本科 创维 王子豪 三组

重庆 本科 哆啦A梦 朱先军 三组

重庆 本科 行家队 毛顺 三组

黑龙江 本科 酷创达人战队 李佳烨 三组

内蒙古 本科 明日之子队 芦志勇 三组

河南 本科 破壁 孔世纪 三组

广东 专科 轻工水上漂 叶红心 三组

辽宁 本科 闪耀 赵思宇 三组

河南 本科 天一队 郭莉 三组

山东 本科 无上 于洋 三组

重庆 本科 薪传队 墙冰雪 三组

河南 本科 许慕v夕媛 简中琴 三组

重庆 本科 羽慕星光 程李林 三组

江苏 本科 志高队 黄若宇 三组

广西 本科 追求卓越 王诗贤 三组



广西 本科 AE86 冉晓东 四组

辽宁 本科 Justdoit 金宇菲 四组

河南 本科 Theonly 胡金渊 四组

山东 本科 翱翔者 方泽锌 四组

辽宁 本科 钞能力 胡晓楠 四组

内蒙 专科 趁梦 郝芩 四组

吉林 本科 创不凡 高永强 四组

重庆 本科 动次打次少年团 石博文 四组

辽宁 本科 海韵航梦 黄柯达 四组

陕西 本科 开拓者 党永杰 四组

辽宁 本科 米麒麟五星队 徐雯露 四组

山东 专科 逆风 王雪梅 四组

河南 本科 青柠队 薛曼曼 四组

山西 本科 睿特战队 安泽辉 四组

广东 本科 俗世奇人 邹韵 四组

重庆 本科 拓荒者 徐彦霖 四组

内蒙古 本科 新风尚 韩琳 四组

内蒙 专科 修仙小队 张伟明 四组

广西 专科 赢销战队 罗凤招 四组

河南 本科 正青春 游志娟 四组

重庆 本科 重工锦鲤 李函芮 四组

内蒙 本科 BTW 李玲霞 五组

内蒙古 本科 Marketingstar 张佳 五组

辽宁 本科 upupup 黄耀慧 五组

重庆 本科 北辰之光 杨雪梨 五组

河南 本科 超越战队 焦佳蕊 五组

山东 本科 臭皮匠 王艺桦 五组

河南 本科 春华秋实 赵军生 五组

重庆 本科 反正我们说得队 查妍骏 五组

广东 专科 恒星队 廖秀兰 五组

四川 专科 毛毛虫 鞠杭 五组



四川 专科 南充最帅组合 唐徐林 五组

江苏 本科 破浪队 葛雅丽 五组

广东 专科 轻营逐梦 吴海锐 五组

陕西 本科 陕电侠 侯珍珍 五组

山东 本科 天翊 范二娜 五组

重庆 本科 五法五天 陈忆璇 五组

辽宁 本科 星辰大海队 张洪瑞 五组

上海 专科 羊皮卷 徐俊蓉 五组

广东 专科 缘聚松山 张金燕 五组

重庆 本科 致行队 蒋世芳 五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