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 团队 学校 指导老师 小组成员 团队各项得分之和 班内排名 获奖

决赛9 汽车1 沈阳工业大学 马千里 旺铄；王俊杰 45 1 一等奖

决赛9 钢铁3 福州理工学院 朱文娟 高耿；魏欣；肖静楠 44.45 2 一等奖

决赛9 家电1 广东科技学院 侯娟；徐雪原 林朝庆；林泽勇；涂慧龙 39.1158 3 二等奖

决赛9 汽车2 山东工商学院 吕杰；边志强；李爱 潘佳沂；王丽霞；刘雨 36.5238 4 二等奖

决赛9 家电2 闽南理工学院 黄庆春；危清滨；林茹萍梁乐芳；黄英菁；吴欣欣 35.3695 5 二等奖

决赛9 家电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路捷 陈盈月；黄国瑜；杨紫贝 34.2733 6 二等奖

决赛9 家电4 长江师范学院 朱挢 姜婷婷；黄娅琴；何金航 34.2431 7 二等奖

决赛9 家电5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杭洁；毛雯璐 乔仟；潘洪羽；张雨蝶 32.5175 8 二等奖

决赛9 家电6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许白玲老师 杨正闲；付静；鲁甜 30.8068 9 三等奖

决赛9 汽车3 重庆科技学院 邹莉娜；朱小会 朱婧雯；万翠；陈怡 30.4306 10 三等奖

决赛9 家电7 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魏松峰 张鑫；王军亮；石旭东 29.0826 11 三等奖

决赛9 汽车4 曲阜师范大学 李翠玲；王晓通；胡康兴马明宇；仲晓霏；陶思雨 26.7638 12 三等奖

决赛9 钢铁2 广东白云学院 王克涛 苏铭聪；张锦城；陈鸿玮 26.4709 13 三等奖

决赛9 钢铁4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李小丽；马香品 张雯欣；赵晓凡；赵康银 24.1839 14 三等奖

决赛9 钢铁1 四川农业大学 陈蓉；郑勇；屈改柳 李霄彤；洪一璇；黄馨湉 15.4237 15 三等奖

决赛8 汽车4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张微娜；张明齐 曹欣媛；冯磊；董明涛 47.7168 1 一等奖

决赛8 汽车3 广东白云学院 刘明飞 黎战；吴嘉威；高谋铬 47.5 2 一等奖

决赛8 家电1 江汉大学 姜志美；邹蔚；刘兰 张颖；熊明海；邹颖 45.1367 3 二等奖

决赛8 家电6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李巧玲 韩宗文；赵鑫鑫；秦雪萌 43.6847 4 二等奖

决赛8 汽车1 合肥学院 沈韵竹 马璐璐；姚欢 43.1881 5 二等奖

决赛8 钢铁3 湛江科技学院 肖斌 李铠童；陈嘉欣；刘付小曼 42.4187 6 二等奖

决赛8 家电7 沈阳科技学院 佟元琪；管迪 李金萧；宋汪繁；段晓华 42.2338 7 二等奖

决赛8 汽车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李丹 高璐璐；李娜；王希嘉 40.8455 8 二等奖

决赛8 家电2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王家兴；周瑛；张玉冰 周嘉俊；吴淑雯；李纯语 38.6628 9 三等奖

决赛8 钢铁2 广东东软学院 陈芳芸；彭四平 蔡荣新；梁荣隽；陈浩明 37.4088 10 三等奖

决赛8 家电5 辽宁科技大学 郭威；王娜 刘一璠；许宏飞；季晓倩 36.6103 11 三等奖

决赛8 家电4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贺青；刘旺霞；程金亮 杨远晨；陶欣 33.6044 12 三等奖

决赛8 钢铁4 宜春学院 李昌兴；熊斌勇；黄太洋游书炜；王子琦；李松涛 29.0447 13 三等奖

决赛8 钢铁1 宝鸡文理学院 冯斌星 吴冰清；陈思悦；杨婳 26.9701 14 三等奖

决赛8 家电3 泉州师范学院 颜雅英 陈鎏鹏；黄德智；林青青 9.08 15 三等奖

决赛7 家电6 广东科技学院 翁紫霞；冷悦 欧卓俊；陈科；林斌 52.5 1 一等奖

决赛7 钢铁2 红河学院 杨珂 杨成；张雪；杨红娜 50.7705 2 一等奖

决赛7 汽车3 山东女子学院 陈丽；张艳艳；焦莉敏 刘云；李晴忆；赵昱婷 50.4322 3 一等奖

决赛7 汽车1 西安财经大学 李莉 梁娅妮；任珂 46.2605 4 二等奖

决赛7 家电8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杨倩 陈景清；巫宏勋；陈妍 45.2022 5 二等奖

决赛7 钢铁1 南京中医药大学 李洁；韩菡 钮淼；钱林淦；邱特 43.4878 6 二等奖

决赛7 钢铁3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李雅男 张红叶；姜继芸；马鸣岐 40.7685 7 二等奖

决赛7 家电7 菏泽学院 王盛 卜令洁；刘家豪 39.7675 8 二等奖

决赛7 汽车2 南阳师范学院 林松 马千一；孙潘龙；张帅 34.2877 9 三等奖

决赛7 家电1 南阳理工学院 张慧 单梦真；张烨；李柯铮 30.1194 10 三等奖

决赛7 钢铁4 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魏松峰；王欢 李世燕；赵子荣；成小虎 28.4467 11 三等奖

决赛7 家电4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张舒雅 刘昱汐；龚雷；张浩伦 26.8148 12 三等奖

决赛7 家电5 曲阜师范大学 李翠玲 王浩；陈怀冰；杨信禹 24.8811 13 三等奖

决赛7 家电3 韩山师范学院 李迎旭 吴燕华；蓝燕灵；何柳虹 23.4075 14 三等奖

决赛7 汽车4 中山大学 卢远瞩 吴泽标；段炼；王冠斌 20.4973 15 机器人操作

决赛7 家电2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黄先勇 胡泽如；李培森；蓝嘉城 20.3403 16 三等奖

2021年（第四届）全国高校经济决策虚仿实验大赛
赛道一（经济学综合博弈竞赛）全国总决赛正式获奖名单

获奖规则：
1、根据大赛通知第五条第5点的获奖比例和大赛问题解答文件第六条第1点的获奖计算方法，39个班的每班前两名为一等奖，各班第
三名中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17个组获得一等奖。即：633支队伍按15%比例四舍五入后的95支队伍。
2、二等奖为39个班的第三名的后22组至第九名前5组(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5个组)。即633支队伍按35%比例四舍
五入后的222支队伍。
3、三等奖为剩余团队。但根据通知，AI机器人操作比例达到60%，视为弃赛，将无法获得全国总决赛任何奖项，只能下载之前获得的
区域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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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6 家电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缪璐；李静；李老师 李业桂；邱镇生；邓嘉明 49.1667 1 一等奖

决赛6 钢铁1 广东工业大学 陈旭；黄荣斌 谢羽婵；杨丽婷 47.5791 2 一等奖

决赛6 汽车3 江西财经大学 宫之君 傅晨辉；雷震；刘轩诚 47.2382 3 一等奖

决赛6 家电7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林开颜；彭丽雅；许丹丹刘畅；王玫月 44.4478 4 二等奖

决赛6 钢铁4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张艳丽 薛泽天；徐军晓 44.2055 5 二等奖

决赛6 家电2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李倩芸 陈福孝；刘川林 43.6144 6 二等奖

决赛6 家电4 山东管理学院 许鹏；逯璐；吴沛雨 张培花；张霄汉；杨紫依 41.9851 7 二等奖

决赛6 汽车2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郭明 刘美婷；曹倩文；黄楚凤 40.9599 8 二等奖

决赛6 家电6 西安财经大学 李蓓蓓 蔡雨晴；谢梦薇；努尔孜亚 40.6968 9 二等奖

决赛6 家电5 沈阳理工大学 纪国涛 王佳杰；施妮娜；王金喆 40.2659 10 三等奖

决赛6 汽车4 菏泽学院 马飞 杜艳萍；王淑萍 39.6243 11 三等奖

决赛6 家电3 沈阳科技学院 孙佟；张骜 林岩；高依侬；赵佳璐 36.525 12 三等奖

决赛6 汽车1 西安翻译学院 马红燕 杨心怡；刘研；高佳怡 36.3724 13 三等奖

决赛6 钢铁3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石俊芳；张旸 王金淼；滕思雨；赵春琴 35.3034 14 三等奖

决赛6 钢铁2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杨涛 陈敏娟；李宇龙；刘顺博 28.8298 15 三等奖

决赛6 家电1 大连理工大学 闫浩；董维刚；孙晓华 段君毅；魏之杭；尹亚婷 21.7318 16 机器人操作

决赛5 汽车3 沈阳理工大学 徐飞；徐肖冰 李明；吴健伟；王丽华 50.8333 1 一等奖

决赛5 家电8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郭信艳 吴黎欣；石琳；许慧敏 47.9822 2 一等奖

决赛5 家电7 广东培正学院 孔祥超 梁俊文；易晓琪；刘泳廷 47.6579 3 一等奖

决赛5 汽车2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姚晓林 杨佰鑫；夏天文；李珂 45.6206 4 二等奖

决赛5 钢铁1 西安外事学院 张红美；潘国红；叶红梅罗莎；李羽晨；王婷 44.9323 5 二等奖

决赛5 汽车1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甘星 郎炳舜；韦亚飞；张韵桦 44.894 6 二等奖

决赛5 钢铁4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苗翡；何亭 艾思琪；戴天琦；沈沛钰 44.2607 7 二等奖

决赛5 汽车4 东北石油大学 姚丽霞；董金涛；付会霞游正仪；周莹莹 43.2336 8 二等奖

决赛5 家电2 哈尔滨金融学院 王新 王禹皓；刘燕婷；赵艺 40.7404 9 二等奖

决赛5 家电3 常熟理工学院 司子强；董晓伟 潘越峰；卞怡灵；谭新宇 37.1343 10 三等奖

决赛5 家电4 辽宁科技大学 王洲；范舒悦；李冀宁 张添皓；宋智慧；王艺桥 36.9915 11 三等奖

决赛5 家电5 山西工商学院 邵倩；雷晓丽 高志宇；陈鹏；胡宇健 36.8545 12 三等奖

决赛5 钢铁3 沈阳科技学院 郑斯文；管迪；安伊楠 刘铭洋；王文静；陈晶晶 32.9418 13 三等奖

决赛5 钢铁2 广东药科大学 彭仁贤 刘舒婷；林鑫江 29.4652 14 三等奖

决赛5 家电1 南阳理工学院 王阳 胡长江；刘畅；李盼 26.1599 15 三等奖

决赛5 家电6 韶关学院 胡子昂；龙游宇 金洁莲；张紫昕；谢中龙 8.7628 16 三等奖

决赛4 家电2 中山大学 卢远瞩 陈思源；陈政 50.842 1 一等奖

决赛4 汽车3 河南理工大学 冯进峰；刘海军 轩红坤；贺圣伟；曹佩 50 2 一等奖

决赛4 钢铁2 哈尔滨金融学院 王景利 江楠；石波；刘影 48.8259 3 一等奖

决赛4 钢铁3 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王欢；刘婕 张永飞；刘东东；童永鹏 48.4949 4 二等奖

决赛4 汽车2 莆田学院 林国建 罗月萍；王鑫 46.4313 5 二等奖

决赛4 汽车4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苗翡；何亭；高婧 隋晋；张鹏举；陈薪宇 46.3467 6 二等奖

决赛4 家电8 西安外事学院 辛宇；李英；韦艳宁 廖卿圳；胡源；李祖文章 46.1726 7 二等奖

决赛4 汽车1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妍妍 韩文健；胡敏娇 41.9571 8 二等奖

决赛4 家电1 南阳理工学院 张慧 邓凤；刘重阳；陈雨亭 39.4669 9 二等奖

决赛4 家电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李丹 孙晨；马婉婷；李一然 38.7591 10 三等奖

决赛4 钢铁1 新乡学院 郭倚楠；葛林；师冰洁 张丙昭；刘迎甫 37.4122 11 三等奖

决赛4 家电4 广东科技学院 李田莉；柳艳丽 陈嘉乐；林汶；连晓雁 37.269 12 三等奖

决赛4 钢铁4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陈菲 李小雨；高亚杰；孔佑汐 33.4218 13 三等奖

决赛4 家电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戴欧阳；黄译莹；潘妍 林赞威；韦联泽；吴佳敏 33.2416 14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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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4 家电6 金陵科技学院 汪浩；吴敏 后雨萌；房倩倩；张冰 25.8133 15 三等奖

决赛4 家电5 华北科技学院 薛秀清 仇云飞；陈颖；蒋译萱 10 16 三等奖

决赛39 家电7 西安翻译学院 马红燕；马双双；宋喆 夏诗语；杨欣；黄璐璐 51.6667 1 一等奖

决赛39 汽车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路捷 杨锦昭；卓振威；翁德彬 48.7018 2 一等奖

决赛39 家电6 广州航海学院 吕凤琴 王怡妍；梁华宁；陈熳彬 43.9587 3 二等奖

决赛39 汽车3 江汉大学 姜志美；张贤慧；邹蔚 张婉；王雅鑫；舒琼华 41.5792 4 二等奖

决赛39 钢铁2 辽宁科技大学 郭浩淼 贾浩楠；李佳轩；李琳 39.2585 5 二等奖

决赛39 钢铁4 常熟理工学院 王英姿 丁鎔慧；安姣姣；丁芷馨 38.0007 6 二等奖

决赛39 家电3 广东东软学院 蔡博文 罗鸿杰；周子璇 37.2426 7 二等奖

决赛39 家电1 南京审计大学 王策 姜智航；刘楚薇；梁泽嘉 36.0094 8 二等奖

决赛39 家电8 重庆文理学院 李坤 夏合鑫；叶渝滔 35.5357 9 三等奖

决赛39 家电2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官毅；谭蕾 尚嘉伟；于歆慧；宫婷婷 35.2649 10 三等奖

决赛39 汽车2 河北工程大学 赵莉；李小波 许希玲；陶赞；王校颖 32.0466 11 三等奖

决赛39 汽车1 辽宁财贸学院 宋佳文 邱梦君；金梦娴；任语嫣 31.9014 12 三等奖

决赛39 钢铁1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宋宝琳 杜洁；陈颖；辛蕊 30.4482 13 三等奖

决赛39 钢铁3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胡书清；张武根 符玉棠；曹祎；赖冬萍 26.0482 14 三等奖

决赛39 家电5 闽南师范大学 何圣财；蔡颖婕 叶婧娴；张可妍；刘晔 25.6906 15 三等奖

决赛39 家电4 攀枝花学院 唐彩虹 李娜；马丽君 16.6136 16 三等奖

决赛38 汽车3 广东科技学院 刘琦；姚娜；刘阳 谢海东；张耀元 47.5 1 一等奖

决赛38 汽车4 东莞理工学院 黎伟；叶琦玮；陈海东 方晓琪；曾依婷；叶依婷 44.1697 2 一等奖

决赛38 钢铁1 攀枝花学院 唐彩虹 倪晓婷；姚玥；杜嘉明 41.4699 3 二等奖

决赛38 家电6 江西工程学院 燕春友；洪森；邵丽盛 何玉梅；彭媛 38.8017 4 二等奖

决赛38 汽车1 泰州学院 殷小丽；蒋海棠 谷天昊；陈宇帅 38.2275 5 二等奖

决赛38 家电3 五邑大学 罗俊；骆达荣；徐乐 黄文波；余旭琪；余凯琳 37.4214 6 二等奖

决赛38 家电1 河北工程大学 李小波；赵莉 廖逸成；韦鑫；张雪 36.973 7 二等奖

决赛38 汽车2 红河学院 杨珂 殷点晶；何圆 36.9568 8 二等奖

决赛38 钢铁2 广州华商学院 唐靖廷；耿艳利 黄心柔；陈晓琪；莫炜彤 32.8143 9 三等奖

决赛38 家电4 南京审计大学 王庚 史思雨；柳晟雅 32.0157 10 三等奖

决赛38 家电2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李雅男 沈明月；林书萱；王策 31.5172 11 三等奖

决赛38 钢铁4 辽宁财贸学院 孙碧宁 王琴；孙乐乐；余悦诺 31.1772 12 三等奖

决赛38 家电7 重庆科技学院 王丽辉；方莹 王秋红；胡婧；张梦婷 31.0549 13 三等奖

决赛38 家电8 四川轻化工大学 董恩刚 岳洪秀；罗蝶 29.5653 14 三等奖

决赛38 家电5 山西工商学院 邵倩；雷晓丽 贾艳慧；张囡囡；王娜 25.5717 15 三等奖

决赛38 钢铁3 西北师范大学 王立治；刘彤 杨勇洁；张尚蓉；张照丹 24.9379 16 三等奖

决赛37 家电1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章培培；徐洪文 姚妍闪；郭丰雨；杨瑞晓 50.8333 1 一等奖

决赛37 钢铁1 唐山学院 张宋一；方云霄；高静 何嘉绮；李鑫；张选迈 50.0587 2 一等奖

决赛37 家电6 山西工商学院 雷晓丽；邵倩；朱彤 霍成鑫；高薇；王肖睿 49.0436 3 一等奖

决赛37 家电5 聊城大学 范林佳 刘沛雨；王泓梓；于长河 48.8135 4 二等奖

决赛37 家电3 山东管理学院 许鹏；辛宇；吴沛雨 陈瑞琳；高梦洁；叶璟媛 46.3707 5 二等奖

决赛37 家电7 四川农业大学 屈改柳 陈子夜；彭湘渝；陈长菊 46.1699 6 二等奖

决赛37 汽车2 重庆财经学院 刘春兰 张彪；胡金花；曾静 44.3235 7 二等奖

决赛37 汽车3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刘旺霞；李菲；贺青 吴少敏；宋黎嘉 40.0628 8 二等奖

决赛37 钢铁4 渤海大学 兰贵秋；曲海月 余梦；李坤；王叶 37.5291 9 三等奖

决赛37 钢铁3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张旸；石俊芳 陈彦君；梅晴；张欣悦 36.9192 10 三等奖

决赛37 汽车4 吕梁学院 崔文沛 徐梦娇；宋亚婷；吴逖 36.5975 11 三等奖

决赛37 汽车1 宝鸡文理学院 刘芳 李琦；党燕茹；余康康 33.5969 12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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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团队 学校 指导老师 小组成员 团队各项得分之和 班内排名 获奖

2021年（第四届）全国高校经济决策虚仿实验大赛
赛道一（经济学综合博弈竞赛）全国总决赛正式获奖名单

获奖规则：
1、根据大赛通知第五条第5点的获奖比例和大赛问题解答文件第六条第1点的获奖计算方法，39个班的每班前两名为一等奖，各班第
三名中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17个组获得一等奖。即：633支队伍按15%比例四舍五入后的95支队伍。
2、二等奖为39个班的第三名的后22组至第九名前5组(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5个组)。即633支队伍按35%比例四舍
五入后的222支队伍。
3、三等奖为剩余团队。但根据通知，AI机器人操作比例达到60%，视为弃赛，将无法获得全国总决赛任何奖项，只能下载之前获得的
区域赛证书。

决赛37 钢铁2 新疆大学 王治海 巩婉莹；杜尚朋；张忠安 31.1462 13 三等奖

决赛37 家电2 沈阳科技学院 郑斯文；佟元琪；衣方丹高明新；张馥久；于浩淼 30.4996 14 三等奖

决赛37 家电4 广西师范大学 温玉卓 李彦萍；张伟清；潘丽嘉 13.9325 15 三等奖

决赛36 家电3 重庆财经学院 刘春兰 邓江南；范春林；唐志 50.2371 1 一等奖

决赛36 家电7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孙会娟；王娣；陈立 征蓉蓉；张梦影；候风 49.1667 2 一等奖

决赛36 家电8 莆田学院 林国建 王亚楠；李景怡 48.9946 3 一等奖

决赛36 钢铁4 湛江科技学院 黄利 邓华锦；陈泽凯；赖隆佳 45.3557 4 二等奖

决赛36 汽车1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 张艳华 骆柯清；刘希辰；林桂武 43.9411 5 二等奖

决赛36 家电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陈姣；郭一笑；韩雪 曹容；陈新宇；胡瑜淳 42.8692 6 二等奖

决赛36 家电2 渤海大学 马健美；牛似虎 滕紫屹；韩鸿宇；鄂君亭 42.6218 7 二等奖

决赛36 家电4 沈阳工学院 苏晓寒 王佩瑶；王海静；杨锦 42.1487 8 二等奖

决赛36 钢铁3 河南理工大学 吴克胜；王萌 郑中举；杨娇颖；张梦霞 38.8794 9 三等奖

决赛36 钢铁1 大连交通大学 马亚静 张佳欣；肖金凤；陈美琪 37.2194 10 三等奖

决赛36 家电6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张振凯；邱文文 杨苏晶；廖丽；何芳 36.8846 11 三等奖

决赛36 汽车4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张旸；石俊芳 李子龙；倪娜；胡伊涵 36.3784 12 三等奖

决赛36 家电5 宝鸡文理学院 安海彦 李昀陽；吴思远；卓杨柳 34.8292 13 三等奖

决赛36 汽车2 沈阳理工大学 刘丽娜；邓欣伟 刘宏宇；张家慧；唐欣兰 33.4223 14 三等奖

决赛36 钢铁2 无锡太湖学院 郭晓晓；张军 张慧茹；王静；张芷涵 29.6686 15 三等奖

决赛36 汽车3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王菲；王梦楠 王艳茹；范庆贺；刘一楚 17.9146 16 三等奖

决赛35 家电6 广东科技学院 陈璐；黎晓 陈烨艳；何键业 51.6667 1 一等奖

决赛35 钢铁4 重庆科技学院 吴文建 杜明洪；汪明锋；杨洋 46.2443 2 一等奖

决赛35 家电8 郑州西亚斯学院 李梅 尚文欣；贺金帅；卢正阳 42.1173 3 二等奖

决赛35 家电5 内蒙古工业大学 武敏 高婷；褚凤雪；梁小娇 40.7411 4 二等奖

决赛35 家电4 广东东软学院 张义先；陈芳芸 郑美玲；李燕媚；廖小冰 37.5574 5 二等奖

决赛35 汽车4 山西工商学院 邵倩；雷晓丽 刘涛涛；衡刘根；来思雨 37.2151 6 二等奖

决赛35 汽车1 哈尔滨金融学院 王景利 王思琪；王新禹；石嘉欣 35.7252 7 二等奖

决赛35 汽车2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杨小金 吴毓源；姚宇丽；周朗岚 35.5094 8 二等奖

决赛35 汽车3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亓梦佳；张丽环 欧婷婷；杨可艺 34.9292 9 三等奖

决赛35 家电7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李晓梅；袁伟良 李盛瀚；张甜甜；常小花 32.5491 10 三等奖

决赛35 钢铁3 广东海洋大学 李文河 王家怡；孙晓仪；冯美兰 32.0874 11 三等奖

决赛35 家电1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周瑛；王家兴；张玉冰 吴晓彤；梁楚琪；丁业嘉 31.7163 12 三等奖

决赛35 家电3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王菲；王梦楠 尚泽江；陈家伟 23.5543 13 三等奖

决赛35 钢铁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彭丽雅；许丹丹；林开颜马梦琴；郝懿凡 22.0186 14 三等奖

决赛35 钢铁2 广东工业大学 朱嘉彤 刘云杰；骆婉晴 21.0809 15 机器人操作

决赛35 家电2 河南农业大学 吴强 朱付康；钱程；李艳辉 20.3138 16 三等奖

决赛34 家电6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梁昌洲；蓝舟琳；林婧 王梓鸿；廖培儒；苏家豪 50.8333 1 一等奖

决赛34 家电7 广东科技学院 侯娟；徐雪原 邱潇槟；李雯菲；陈晓恩 47.2269 2 一等奖

决赛34 汽车1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曹俊飞 黄粤涛；吴嘉辉；曾怡龙 40.5694 3 一等奖

决赛34 汽车3 三峡大学 钟丽；张宇 杨再红；葛雅 38.8553 4 二等奖

决赛34 家电4 广州华商学院 朱芳芳；韩凤彩 张健明；马炜邦；彭康一 35.3478 5 二等奖

决赛34 钢铁4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沈红梅；么迎雪；满意 张高源；朱炜成；常毅辉 34.9491 6 二等奖

决赛34 钢铁2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天河学院郭仕样 黎素慧；李慧红；林楚霞 34.3085 7 二等奖

决赛34 钢铁5 福州理工学院 陈美香 黄清禧；肖梓航 34.0276 8 二等奖

决赛34 钢铁1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张亚琴 林火姬；李琳玉；姜宛男 33.0352 9 三等奖

决赛34 家电1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张玉冰；王家兴 柴梦洁；严晓芬；刘建卿 30.579 10 三等奖

决赛34 家电8 四川民族学院 杨先付；黄书玫 杨春祥；李昆泽；黄仕像 28.8937 11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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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34 汽车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马佳 范亚宁；蒋佩帆；都亦晗 23.8838 12 三等奖

决赛34 钢铁3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刘永焕 张军；弓政；周千然 23.0612 13 三等奖

决赛34 家电3 泰州学院 周小付 杨杨；徐李涵 21.0485 14 三等奖

决赛34 家电2 河北地质大学 牛晓耕 李世昌；高印杰 17.0521 15 三等奖

决赛34 家电5 广州航海学院 吕凤琴；黎海珊 钟米琪；莫婉莹；高家慧 13.4237 16 三等奖

决赛34 汽车2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李巧玲；刘勉 王君帅；徐新宇；董江涛 9.1667 17 三等奖

决赛33 钢铁2 韩山师范学院 闫永海 蔡晓柔；陈紫燕 51.2917 1 一等奖

决赛33 汽车4 广州华商学院 唐靖廷 朱娜；陈方媛；刘禧婷 50.5013 2 一等奖

决赛33 汽车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郭一笑；陈姣 黄生辉；付志凭；胡歆洁 50 3 一等奖

决赛33 家电2 南京财经大学 张运峰 王彤；孙思宇；袁月 45.3062 4 二等奖

决赛33 家电6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郭明 刘海珊；罗倩；黄子铧 44.1148 5 二等奖

决赛33 家电7 沈阳化工大学 刘研华 张紫卉；关东媛；林沂帆 43.9349 6 二等奖

决赛33 汽车1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郭信艳 邓志宏；熊佳祥；李璟 43.2262 7 二等奖

决赛33 家电1 许昌学院 李娜；刘同超；王艳菲 蔡宇宸；司永正；葛苏亚 42.4138 8 二等奖

决赛33 汽车3 沈阳科技学院 佟元琪；黎明东 李泽彤；龙旋；陈帅 40.1167 9 二等奖

决赛33 钢铁1 郑州西亚斯学院 田贵生 王婧熠；王双双 39.9257 10 三等奖

决赛33 钢铁4 西安财经大学 李莉 袁悦；楼桐；夏运欣 39.2216 11 三等奖

决赛33 家电3 大连交通大学 奚秀岩 贾寓涵；马慧；李明昊 38.8441 12 三等奖

决赛33 家电4 唐山学院 佟继英；杨艳慧；赵巍 魏子恺；耿亚敬；曹丽娜 37.3684 13 三等奖

决赛33 家电5 华北科技学院 薛秀清 张志鹏；胡清雄；张俊杰 36.0478 14 三等奖

决赛33 家电8 广西师范大学 钟学思；何红玲；杜俊义黎静雯；莫艳艳；甘兰萍 29.9801 15 三等奖

决赛33 钢铁3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钱秀菊 王子添；罗娅玲；曾祥海 22.213 16 三等奖

决赛32 钢铁1 西安翻译学院 马红燕 张娜；王聪颖；刘思静 50.8333 1 一等奖

决赛32 家电1 广州工商学院 曾莉婷；方韵诗；李小青张子舜；彭紫莎；危天鸿 46.3414 2 一等奖

决赛32 家电4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毕蕾 龚笑雨；李仲益；梁紫怡 46.1316 3 一等奖

决赛32 家电5 大连理工大学 马庆魁；丁永健；董维刚程锦辉；徐子晴；谢文昕 39.0393 4 二等奖

决赛32 家电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王晶 何海文；周清国；刘国源 37.7793 5 二等奖

决赛32 钢铁3 桂林旅游学院 演莉；陈意山 刘恒；李小红；马润琦 36.4774 6 二等奖

决赛32 汽车3 沈阳大学 崔纯 杨佳源；段冠男；张蓓 35.7453 7 二等奖

决赛32 汽车2 广东财经大学 文旗 陈思慧；王晨骏 34.4706 8 二等奖

决赛32 汽车4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陈蓉；朱建梅；王丽巍 仇腾腾；王晴；周鑫欣 34.3095 9 三等奖

决赛32 钢铁2 沈阳化工大学 满海红 姚虹池；庞智攀；宗褘 33.344 10 三等奖

决赛32 汽车1 长春光华学院 王明明；周冲 王仙丽；王玉琪 31.3387 11 三等奖

决赛32 钢铁4 广东培正学院 肖晚秋；黄宏武；曲鸣宇魏焕清；徐润发；陈佳烽 31.2588 12 三等奖

决赛32 家电8 闽南理工学院 刘佳丽；吕津 曾琪森；张晨；常继康 30.035 13 三等奖

决赛32 家电2 山东政法学院 郑云辰 周萍；田永琪 26.0451 14 三等奖

决赛32 家电6 山东工商学院 吕杰；边志强；李爱 薛盼盼；曹雨晨；王丹凤 12.8462 15 三等奖

决赛32 家电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符晓燕 王海燕；陈晓桐 7.5 16 机器人操作

决赛31 家电3 广东理工学院 高慧敏；冼秀玲；刘鸿浩陈恩鹏；陈莉虹；蚁心泓 47.5 1 一等奖

决赛31 汽车3 南阳理工学院 张慧 李峰；吴耀威 42.6535 2 一等奖

决赛31 汽车4 广东东软学院 陈芳芸；张义先 叶圣杰；郑城锋；林廷灿 42.6187 3 二等奖

决赛31 家电7 四川农业大学 屈改柳；陈蓉；郑勇 朱丽汝；郭佳；傅晓菊 39.1261 4 二等奖

决赛31 汽车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李小丽 赵晓媛；张馨月；刘金瑶 35.2084 5 二等奖

决赛31 家电2 山东管理学院 许鹏；张慧丽；吴沛雨 黄兴悦；刘子璇；张佳佳 33.8161 6 二等奖

决赛31 家电4 华北科技学院 薛秀清 谭毅；邱铃洁；杨友露 33.7679 7 二等奖

决赛31 汽车1 泉州师范学院 颜雅英 杨舒鸿；田碧莲；苏雅诗 32.6769 8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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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团队 学校 指导老师 小组成员 团队各项得分之和 班内排名 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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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一（经济学综合博弈竞赛）全国总决赛正式获奖名单

获奖规则：
1、根据大赛通知第五条第5点的获奖比例和大赛问题解答文件第六条第1点的获奖计算方法，39个班的每班前两名为一等奖，各班第
三名中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17个组获得一等奖。即：633支队伍按15%比例四舍五入后的95支队伍。
2、二等奖为39个班的第三名的后22组至第九名前5组(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5个组)。即633支队伍按35%比例四舍
五入后的222支队伍。
3、三等奖为剩余团队。但根据通知，AI机器人操作比例达到60%，视为弃赛，将无法获得全国总决赛任何奖项，只能下载之前获得的
区域赛证书。

决赛31 钢铁1 沈阳工业大学 朱天星 王曦锐；曹明月 32.5856 9 三等奖

决赛31 家电1 许昌学院 李静；刘其涛；陈豪 王洋洋；陈爽爽；王征南 32.1202 10 三等奖

决赛31 家电6 大连财经学院 周赛；杜宇；王晓云 王艺；侯瑞琪；张佳丽 29.3932 11 三等奖

决赛31 钢铁3 广州航海学院 吕凤琴；黎海珊 蒙镖廷；杨城；陈正杰 28.484 12 三等奖

决赛31 钢铁4 九江学院 彭旺明 钟双庆；薛楚燃 24.5076 13 三等奖

决赛31 家电5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杨倩 许惠玲；唐嘉敏；陈傲 19.2102 14 三等奖

决赛31 钢铁2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邱文文 熊学斌；蒲巨发；薛荣 19.1303 15 三等奖

决赛31 家电8 南京审计大学 梁香青 李秋硕；马晋琳；王硕 18.4504 16 三等奖

决赛30 家电2 福州理工学院 朱文娟 刘默；陈珊珊；陈腾沧 50.8333 1 一等奖

决赛30 汽车3 闽南理工学院 林茹萍 林逢焕；蔡杰；李小涓 46.9054 2 一等奖

决赛30 钢铁3 沈阳理工大学 周晓舟；李洪昌 范靖；陈竞帆；王梓铭 43.0064 3 二等奖

决赛30 家电5 长江师范学院 于永娟 李泽伟；张浩楠；王磊 42.489 4 二等奖

决赛30 钢铁1 泰州学院 周小付；蒋海棠 陈通；王思寒；张鸣菊 42.2872 5 二等奖

决赛30 汽车1 东华理工大学 周军霞；彭永樟 高展；韩贤亮；沈强 42.1517 6 二等奖

决赛30 家电8 广东科技学院 樊贵玲 杜丽娜；陈湛文 38.3446 7 二等奖

决赛30 家电3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张慧捷 仇文安；刘勇耀；刘鑫文 36.8402 8 二等奖

决赛30 汽车2 南京审计大学 王策；陈丹 周昊；李凯露 36.5409 9 三等奖

决赛30 钢铁4 天津商业大学 李子涵 游和金；魏欣宇；由冀龙 34.5171 10 三等奖

决赛30 家电6 西安翻译学院 马红燕 马佳敏；周甜甜；晁春婷 33.9773 11 三等奖

决赛30 家电1 淮北师范大学 伯娜 谢尚勇；张杨；赵妍 32.5734 12 三等奖

决赛30 钢铁2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孙娟；李海燕；李果 丁怀林；谭遵 29.8961 13 三等奖

决赛30 汽车4 六盘水师范学院 隆威；屠琳；舒力 陈志宏；彭先林；何梦 27.9434 14 三等奖

决赛30 家电7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李雅男 徐慈超；孙亚伟；王奉全 24.4939 15 三等奖

决赛30 家电4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李丹 张俊楠；赵炎 21.5919 16 三等奖

决赛3 家电2 广东培正学院 肖晚秋；黄宏武；孔祥超茹得时；许梦玥；李嘉俊 50.8333 1 一等奖

决赛3 钢铁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王晓军 王玺霖；易宇豪；吴仪 45.4121 2 一等奖

决赛3 家电3 三峡大学 张宇 孙敏；郑君霞；刘锐婉 44.4732 3 二等奖

决赛3 家电6 青岛滨海学院 李修平 万书滔；李金浩；贾晨 42.8944 4 二等奖

决赛3 家电7 山西大同大学 吴海燕；刘妍；祁瑞雄 刘聪聪；李腾；张健辉 41.3469 5 二等奖

决赛3 钢铁2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尹清非 林冠成；曾勇 40.9414 6 二等奖

决赛3 家电1 郑州商学院 邓琪 翟和平；王赛辉；文威 40.3502 7 二等奖

决赛3 汽车1 唐山学院 郑宁；方云霄；代冬芳 赵焱；王灿；邢凯 36.1155 8 二等奖

决赛3 家电4 长春光华学院 王明明；周冲 胡珈铭；郭梦芮；高洪媛 35.5627 9 三等奖

决赛3 钢铁4 华南农业大学 申津羽 陈雅冰；谢泳欣 34.7019 10 三等奖

决赛3 汽车3 四川民族学院 汪世祥；黄书玫 甘世明；王竣；刘杰 33.2339 11 三等奖

决赛3 钢铁3 大连科技学院 纪晓丽；姜雪 王一淳；倪佳敏 31.2872 12 三等奖

决赛3 汽车4 广州中医药大学 王君卿 张紫涵；蓝丽婷；谭文静 29.604 13 三等奖

决赛3 汽车2 韩山师范学院 唐英蓝 张国燊；潘坤豪；陈香娇 28.6456 14 三等奖

决赛3 家电8 桂林旅游学院 冯金兰；陈雁 韩果；韦盛有；韦宏宇 16.3035 15 三等奖

决赛3 家电5 哈尔滨金融学院 王景利 国心宇；武久池 6.6667 16 三等奖

决赛29 家电7 沈阳工学院 罗嘉熙 陈映旭；钟蕾；杨霓 53.6281 1 一等奖

决赛29 家电8 重庆科技学院 李莎；邹莉娜 朱丽彤；唐欣然；蒋文杰 51.6667 2 一等奖

决赛29 家电5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宋宝琳 苑立辉；路亚冉；郭泰岑 46.626 3 一等奖

决赛29 汽车1 沈阳化工大学 郭文超 关舒月；李璐瑶；李佳颐 45.4049 4 二等奖

决赛29 钢铁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程金亮；贺青；李菲 李勇乐；蔡波 43.4233 5 二等奖

决赛29 家电4 渤海大学 唐吉洪；苏明政 藤立岩；陶剑；刘子梦 42.1889 6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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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29 汽车3 山东工商学院 吕杰；边志强；李爱 王舒曼；张艳；陈亚军 41.8482 7 二等奖

决赛29 汽车2 广西师范大学 钟学思；罗宇溪 唐才易；张京昊 41.3213 8 二等奖

决赛29 家电6 湛江科技学院 聂玉梅 廖小颖；陈子晴；李冬燕 39.241 9 三等奖

决赛29 家电3 九江学院 彭旺明 赵晨旭；韩璐蔚；林俊澄 36.5937 10 三等奖

决赛29 家电2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宋晨晨；赵龙 张乐；张俊 35.0895 11 三等奖

决赛29 家电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王晓军 龚雅婷；叶浩宇；粟嘉馨 34.3214 12 三等奖

决赛29 钢铁4 韩山师范学院 吴敏灵 林翔；邓泽桦；傅永海 34.0391 13 三等奖

决赛29 汽车4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白霞祖；王纪伟 高健行；王伊凡；徐升 32.2842 14 三等奖

决赛29 钢铁3 重庆文理学院 李坤 喻心莲；李海；陈方亮 22.6416 15 三等奖

决赛29 钢铁2 武汉工程大学 汪琳；童星 王泽颖；王琦；彭冠晓 19.1028 16 三等奖

决赛28 钢铁1 合肥学院 沈韵竹 陈方翎；孙含笑；闫荣华 50 1 一等奖

决赛28 钢铁3 广东东软学院 陈芳芸；张义先 刘燕儿；罗静茹；江妮 46.7243 2 一等奖

决赛28 汽车2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周丽贤 林显晶；林烜毅 44.9981 3 二等奖

决赛28 家电7 广州航海学院 张丽 温成凤；黎相洋；欧广恒 40.4074 4 二等奖

决赛28 家电6 新乡学院 郭倚楠；葛林 郝英杰；陈涵臻；王宇博 39.9723 5 二等奖

决赛28 钢铁4 包头师范学院 王珍珍；郑钰 郭佳；陈凤；韩佳荣 39.9367 6 二等奖

决赛28 家电3 岭南师范学院 徐延利 梁毅霞；曾巧玲；黄景威 39.5462 7 二等奖

决赛28 汽车4 青岛滨海学院 关小艳 陈庆成；刘林；汪保烁 36.1683 8 二等奖

决赛28 汽车1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宋宝琳 李敬萱；薛永菲；赵梓越 34.1899 9 三等奖

决赛28 家电2 沈阳大学 赵越 赵佳；王宇婧 32.4572 10 三等奖

决赛28 家电1 西安外事学院 辛宇；李英；韦艳宁 田佳伟；郝亚妮；肖静 31.9878 11 三等奖

决赛28 钢铁2 吕梁学院 赵艳艳；崔文沛；冯霞 郭刚；甄淑清；吴灿 31.9708 12 三等奖

决赛28 家电8 无锡太湖学院 杨燕红 张秋兰；余泽茜；郭园园 31.2934 13 三等奖

决赛28 家电4 五邑大学 杨华贵 黎俊玮；钟嘉谊；赖宝琴 30.6563 14 三等奖

决赛28 家电5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李英薇 林樾震威；李梦怡；张洺珲 23.7791 15 三等奖

决赛28 汽车3 广东工业大学 黄荣斌 赵云灿；严嘉懋；陈岱苗 20.0506 16 三等奖

决赛27 家电3 天津商业大学 杨云 钱坤；查林煜 53.3333 1 一等奖

决赛27 家电6 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汪璟；黄炜；邸琰皓 祁玉丽；杨庆华；郭洁 46.6728 2 一等奖

决赛27 家电5 东华理工大学 周军霞 黄蕾；曾启欣；江玉莲 45.3769 3 一等奖

决赛27 汽车3 长江师范学院 于永娟；李伟 刘芹；高晶；徐鸿 43.1687 4 二等奖

决赛27 钢铁4 南京审计大学 庄尚文；王庚 文华炎；钟崔山；李思溢 39.145 5 二等奖

决赛27 家电8 沈阳大学 崔纯 刘森榕；徐萌阳；冯鑫 36.0004 6 二等奖

决赛27 家电2 贺州学院 汪进芳 周秋红；钟敏怡；陈佳盈 35.8304 7 二等奖

决赛27 家电4 宝鸡文理学院 冯斌星 裴怡婷；袁欢 35.4326 8 二等奖

决赛27 汽车1 广东培正学院 李娜；黄宏武；肖晚秋 崔宇华；张延才；谢妙贞 34.6565 9 三等奖

决赛27 钢铁1 湖南农业大学 许烜 覃悦；彭婕；陈振添 31.7179 10 三等奖

决赛27 家电1 郑州轻工业大学 罗冰 安祺；刘婧；李菲 31.5814 11 三等奖

决赛27 钢铁3 菏泽学院 马飞 赵泽宇；秦旭 26.7759 12 三等奖

决赛27 汽车2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邱文文 吴颂扬；余权龙；李美洁 26.5674 13 三等奖

决赛27 家电7 华南农业大学 左两军；李巧璇 杨津宇；曹正 21.1599 14 三等奖

决赛27 汽车4 大连交通大学 马亚静 王力可；于佳；刘洪燕 19.6766 15 三等奖

决赛27 钢铁2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王家兴；周瑛 杨凯文；张天霖；何泽健 19.1417 16 三等奖

决赛26 汽车1 西安财经大学 李莉 胡碧豪；马世祥；陈世超 46.6667 1 一等奖

决赛26 钢铁2 长江师范学院 于永娟 田雨晴；刘露；杨秀东 44.841 2 一等奖

决赛26 汽车3 桂林旅游学院 冯金兰；陈薇 林焕波；胡安琪；李千禧 41.8429 3 二等奖

决赛26 汽车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李莹；宰晓娜；梁霄楠 农云慧；黄薇；江鲤同 40.2944 4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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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团队 学校 指导老师 小组成员 团队各项得分之和 班内排名 获奖

2021年（第四届）全国高校经济决策虚仿实验大赛
赛道一（经济学综合博弈竞赛）全国总决赛正式获奖名单

获奖规则：
1、根据大赛通知第五条第5点的获奖比例和大赛问题解答文件第六条第1点的获奖计算方法，39个班的每班前两名为一等奖，各班第
三名中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17个组获得一等奖。即：633支队伍按15%比例四舍五入后的95支队伍。
2、二等奖为39个班的第三名的后22组至第九名前5组(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5个组)。即633支队伍按35%比例四舍
五入后的222支队伍。
3、三等奖为剩余团队。但根据通知，AI机器人操作比例达到60%，视为弃赛，将无法获得全国总决赛任何奖项，只能下载之前获得的
区域赛证书。

决赛26 家电6 南京审计大学 梁香青 誉璟霏；高诗意；杨雯菁 36.4928 5 二等奖

决赛26 钢铁1 长春光华学院 周冲；王明明 陆徐敏；孙博；曾才浩 33.6162 6 二等奖

决赛26 钢铁3 沈阳工学院 苏晓寒 谷昕蒙；郭欢欢；高佳慧 30.0659 7 二等奖

决赛26 家电1 吉林建筑大学 韩伟 李佳霖；金宣好；马金禹 29.7667 8 二等奖

决赛26 汽车4 泉州师范学院 颜雅英 周媛媛；张晓芳；陈凤琴 25.405 9 三等奖

决赛26 家电2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陈蓉；朱建梅；王丽巍 付国伟；彭浩昕；桓澎艺 24.9209 10 三等奖

决赛26 家电4 广东药科大学 彭仁贤 钱海旋；刘欣悦 23.7897 11 三等奖

决赛26 钢铁4 广州中医药大学 王君卿 利紫玲；孔焱铃 21.3454 12 三等奖

决赛26 家电7 贵州商学院 彭聪 刘虹显；谈一诚；龙小梅 17.8722 13 三等奖

决赛26 家电5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官毅；宁明皓 张家豪；付艳欣；刘朔 13.838 14 三等奖

决赛26 家电3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妍妍 张诗怡；余肖肖 11.2853 15 三等奖

决赛26 家电8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杨小金；杨倩 王婉烨；杨焙晴；龚珊珊 10 16 三等奖

决赛25 家电7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王菲；王梦楠 李星雨；张智豪；刘豫 50 1 一等奖

决赛25 家电6 新疆大学 王治海 柳振瑶；王艺希 49.4795 2 一等奖

决赛25 钢铁2 沈阳大学 崔纯 苏丽卉；赵霞；赵琦 48.6584 3 一等奖

决赛25 汽车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缪璐 吴晓劲；吴小玉 48.2092 4 二等奖

决赛25 钢铁3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郭信艳 吴忠鹏；黎文壮；周益辉 44.6879 5 二等奖

决赛25 家电3 广东白云学院 康艺之 郑丽丽；郑莉云 43.1803 6 二等奖

决赛25 汽车4 沈阳工业大学 朱天星 王克勤；张光辉；陆晓祥 40.7183 7 二等奖

决赛25 汽车3 莆田学院 林国建 伏正钦；徐凡；肖毕靖 40.0547 8 二等奖

决赛25 家电1 聊城大学 初丽霞 闫美君；臧庭萱；王贝贝 36.4112 9 三等奖

决赛25 家电5 兰州工业学院 张娜；魏宏耀 王一铎；马正旺 36.1472 10 三等奖

决赛25 钢铁1 桂林旅游学院 程栋 蓝妹莹；俞裕贞；杨飘 35.4597 11 三等奖

决赛25 家电8 沈阳工学院 冯博 高宇琳；于美娇；杜煜 32.516 12 三等奖

决赛25 家电2 五邑大学 罗俊；杨华贵 叶德新；吕永海；王晓怡 30.83 13 三等奖

决赛25 家电4 广州中医药大学 王君卿 许美虹；戴艳群；赖诗颖 30.4168 14 三等奖

决赛25 钢铁4 大连理工大学 李延喜 史秀丽；陈瑶；苏琪 29.7157 15 三等奖

决赛25 汽车1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钱秀菊 赵黎明；李天宇；亓越 12.9588 16 三等奖

决赛24 汽车4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李明洁 郭家琳；宋泊宏；武悦霖 50.8333 1 一等奖

决赛24 家电1 广东白云学院 吴铁雄 钟天翔；陈晓腾 48.7629 2 一等奖

决赛24 汽车1 天津商业大学 尚林；刘小军 蒋欣宇；郭禧婕；方敏惠 45.8008 3 一等奖

决赛24 汽车2 大连理工大学 雷善玉 谭高洁；廖烨；陈柳廷 39.9849 4 二等奖

决赛24 家电6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刘杨 冯译文；王滢；袁思佳 36.7388 5 二等奖

决赛24 家电2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蓝舟琳；梁昌洲；林婧 郭紫莹；黄俏苹；汪晓满 36.1032 6 二等奖

决赛24 钢铁4 广东培正学院 黄宏武；曲鸣宇；肖晚秋黄晓琪；邓婷；罗春宇 35.0927 7 二等奖

决赛24 家电8 泉州师范学院 颜雅英；黄英艺；郭建宏曾佳发；林丽霜；陆冰叶 35.0684 8 二等奖

决赛24 家电3 广东财经大学 柳阳 陈秋如；傅彦瑜；李家琪 34.7533 9 三等奖

决赛24 家电5 东北石油大学 崔丽影；张伟华；雷鸣 邹波；姜超；辜禧雯 31.9867 10 三等奖

决赛24 钢铁2 莆田学院 林国建 林赫；梁振；游胤锐 30.004 11 三等奖

决赛24 钢铁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袁辕；路捷 李奇；杨裕霖；黄森源 29.2028 12 三等奖

决赛24 汽车3 常熟理工学院 王英姿；宗天煜 何甜甜；周宇洁；陈代平 24.3339 13 三等奖

决赛24 家电4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郭明 陈格优；葛泽生 21.1743 14 三等奖

决赛24 钢铁1 曲阜师范大学 李翠玲；胡康兴；王晓通张睿思；封金妍；李寒冰 19.8177 15 三等奖

决赛24 家电7 红河学院 何婕 孔佑丹；白潇潇；崔小妍 13.7978 16 三等奖

决赛23 汽车4 福州理工学院 潘鑫婷；朱文娟 曾庆财；陈玉婷 51.6667 1 一等奖

决赛23 钢铁3 大连财经学院 董文杰；毕克如；杜丹 慕时雨；左依婷；杨硕 48.8504 2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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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23 钢铁4 泉州师范学院 颜雅英 廖定聪；赵婧雯；朱恒超 44.1002 3 二等奖

决赛23 汽车2 华南农业大学 左两军；李巧璇 曾伟强；董宏亮；吴诗雨 43.8411 4 二等奖

决赛23 汽车1 内蒙古工业大学 翼强；武永胜 李倩；侯宇峰 43.7756 5 二等奖

决赛23 家电8 三峡大学 钟丽 邹佳琦；李欣洁；邓立春 41.215 6 二等奖

决赛23 钢铁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刘旺霞；贺青；程金亮 樊梦悦；肖雨欣 40.5036 7 二等奖

决赛23 家电1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石俊芳；张旸 敬红煊；黎文静 36.1599 8 二等奖

决赛23 家电4 广东药科大学 彭仁贤 谭晓彤；陈莹如；麦耀钧 35.0797 9 三等奖

决赛23 钢铁2 南阳理工学院 杨倩 杨佳；李梦欣；何伟铭 32.8819 10 三等奖

决赛23 家电6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李明洁 郝舒婷；林小崴；陈川灏 31.6187 11 三等奖

决赛23 家电3 唐山学院 赵巍；代冬芳；高静 张家祥；赵鑫凯；杨佳禾 31.5598 12 三等奖

决赛23 家电5 沈阳大学 崔纯 黄植太；张丹妮 25.4282 13 三等奖

决赛23 汽车3 重庆科技学院 王丽辉；李莎 贺惠科；付德秀；吴贵兵 25.1651 14 三等奖

决赛23 家电7 四川师范大学 李德勇 王南海；隆杰 25.1248 15 三等奖

决赛23 家电2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王丹 刘欢；何金强；郭守宁 8.3333 16 机器人操作

决赛22 钢铁1 广西师范大学 钟学思；温玉卓 朱珂；周茜茜；韦洁璇 52.5 1 一等奖

决赛22 家电4 闽南理工学院 黄庆春；王丽亮；徐蕾 胡秀芳；高佳丽；陈佳茵 48.2386 2 一等奖

决赛22 家电3 沈阳理工大学 周晓舟；徐飞 张海鹏；李涛；徐圣杰 47.1185 3 一等奖

决赛22 钢铁4 广东白云学院 吴金蓉 戎于文；黄玫琳；谭健明 46.9263 4 二等奖

决赛22 家电2 三江学院 李佳 刘忆思；宋征宇；薛嘉诚 46.1977 5 二等奖

决赛22 家电7 陕西理工大学 刘红学 薛儒雅；黄梦娇；赵鑫洋 44.7071 6 二等奖

决赛22 家电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冯明军 肖高杰；胡嘉华 43.3256 7 二等奖

决赛22 家电1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李雅男 唐敏；毛硕 41.8028 8 二等奖

决赛22 家电6 河北工程大学 赵莉 邸蔷；王兰；林晓通 38.3178 9 三等奖

决赛22 汽车2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陈蓉；王丽巍；朱建梅 林心怡；李月盈 37.3593 10 三等奖

决赛22 家电5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郭明 陈煜嫦；黄婉儿；曾燕红 37.0812 11 三等奖

决赛22 钢铁3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徐智超 乔凌宇；冯宇龙；汤先琪 34.6232 12 三等奖

决赛22 汽车3 南京中医药大学 马澜；李洁 周豹；周新 34.463 13 三等奖

决赛22 钢铁2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亓梦佳；张丽环 吕淑娟；卢旭 32.591 14 三等奖

决赛22 汽车1 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魏松峰；王欢；张飞霞 姚力文；赵俊元；李森 29.0319 15 三等奖

决赛22 汽车4 华南农业大学 李巧璇；左两军 李昊翰；彭志杰 15.1321 16 机器人操作

决赛21 家电7 唐山学院 张宋一；赵巍；杨艳慧 高露萍；韩子伟；王欢 50 1 一等奖

决赛21 钢铁4 红河学院 何婕 黄丽；徐梦；李伊 44.374 2 一等奖

决赛21 家电4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白春梅；蔡小娟；冯瑶瑶孙旗；孙皓楠；王晨 43.8705 3 二等奖

决赛21 钢铁2 沈阳师范大学 冯丽 章宇凡；马爽；郑锦云 42.4659 4 二等奖

决赛21 钢铁1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黄先勇 区济初；徐天乐；陆乔宇 41.7147 5 二等奖

决赛21 汽车4 吕梁学院 冯霞；王圆圆；崔文沛 段家辉；陈亦婷；张雪梅 41.1619 6 二等奖

决赛21 汽车1 贵州商学院 李慧君 冉驰；罗海芬；周叶碧 40.891 7 二等奖

决赛21 汽车3 许昌学院 陈豪；王丹；吴迪 史明旭；包佳莉；田曼 40.532 8 二等奖

决赛21 汽车2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廖梓岑；冯椿；张才华 孔德乐；高丽燕；陈晓宇 39.0438 9 三等奖

决赛21 家电1 郑州西亚斯学院 李梅 杨峰磊；马秋柱 37.5548 10 三等奖

决赛21 家电5 沈阳工业大学 马千里 李博宇；高尚玉；韩一菲 37.5029 11 三等奖

决赛21 家电6 石河子大学 武晓雯；柳欣茹 刘芳菲；白佳溪；钱毅欣 35.6278 12 三等奖

决赛21 家电8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李雪桐 孙紫薇；谷雯涛；李紫薇 34.5458 13 三等奖

决赛21 家电3 沈阳科技学院 佟元琪；李贺 梁琴；杨旭；李晶 34.0363 14 三等奖

决赛21 钢铁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周明月；李丹 庄卉；吴宪静；贾铠榕 33.4039 15 三等奖

决赛21 家电2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刘旭捷；李巧玲 张启；袁润；王清怡 32.7519 16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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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团队 学校 指导老师 小组成员 团队各项得分之和 班内排名 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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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中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17个组获得一等奖。即：633支队伍按15%比例四舍五入后的95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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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20 钢铁3 广东科技学院 贾媛；黄丽鹃 侯海华；陈慧婷；黄建雯 50 1 一等奖

决赛20 钢铁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缪璐；李静 杨贺杰；吴景尤；徐思靖 45.7606 2 一等奖

决赛20 家电5 福州理工学院 朱文娟 张祥和；陈苏玥；周宇航 45.2905 3 二等奖

决赛20 家电8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曾敏玲 张佳聪；钟历婷；王艳 38.7878 4 二等奖

决赛20 钢铁4 山西工商学院 雷晓丽；邵倩 张春玲；李云鹏；辛淑菲 35.0972 5 二等奖

决赛20 汽车4 沈阳工学院 苏晓寒 王晴；车宜航 34.5652 6 二等奖

决赛20 家电2 哈尔滨金融学院 饶龙先 李婉婷；赵冬梅；郑珺予 34.3481 7 二等奖

决赛20 汽车3 辽宁科技大学 郭浩淼 赵英帅；温然；刘心宇 33.8251 8 二等奖

决赛20 家电7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毛朝选 叶慕戎；廖倚雪；胡雨新 32.8393 9 三等奖

决赛20 家电4 合肥学院 沈韵竹 常展朋；王启凡；张劲林 30.4932 10 三等奖

决赛20 汽车1 广东药科大学 彭仁贤 利颖卉；林锦容 29.0264 11 三等奖

决赛20 家电1 西北师范大学 王立治 柴生婷；侯汝莲；贾菲 28.1851 12 三等奖

决赛20 家电6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李巧玲 郭友云；李佳佳；王莹莹 25.6715 13 三等奖

决赛20 汽车2 三江学院 李佳；冯小舟 雷伟聪；岳娥；赵丽君 24.3885 14 三等奖

决赛20 家电3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汤蕾；陈丹红 李宇；王圣骞；刘永龄 20.2507 15 三等奖

决赛20 钢铁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符淼 陈家杰；孙晓珊；肖泽宇 17.571 16 三等奖

决赛2 汽车4 广州华商学院 耿艳利；唐靖廷；聂婷 罗海敏；黄金龙；吴晓璇 50.8333 1 一等奖

决赛2 钢铁3 五邑大学 罗俊 张洁仪；莫婷婷 45.4703 2 一等奖

决赛2 汽车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郭一笑 郭苏鹏；郭浩宇；何隆树 44.4966 3 二等奖

决赛2 家电8 重庆文理学院 李坤 邓童洁；秦芳羽；杨小利 42.4793 4 二等奖

决赛2 钢铁4 莆田学院 林国建 张江煜；吴翰林；周景福 42.1594 5 二等奖

决赛2 家电7 长江师范学院 李伟 姚杉杉；邓雪霜；朱鑫 40.3889 6 二等奖

决赛2 家电4 云南财经大学 唐柳洁；袁立波 朱璐琳；周小倩；邹慧 39.0135 7 二等奖

决赛2 汽车2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许明 张家雯；胡煜琦 38.9432 8 二等奖

决赛2 钢铁1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杨亮 关鸿；高红帅；王艺霏 38.0399 9 三等奖

决赛2 汽车3 西安外事学院 韦艳宁；李英；辛宇 刘丹；曾岚；刘遥 36.2436 10 三等奖

决赛2 家电2 广东海洋大学 孟兆娟 罗梓柔；谭婧怡 36.0768 11 三等奖

决赛2 家电5 桂林旅游学院 程栋；卞子全 侯仪萍；李舒颂 35.9333 12 三等奖

决赛2 钢铁2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缪姝惠；王纪伟 雷倩；蒲莹 35.7558 13 三等奖

决赛2 家电3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李莹；宰晓娜；梁霄楠 李彦颖；罗想艳；邓艳红 35.7046 14 三等奖

决赛2 家电6 广东工业大学 曾琼军 赖嘉俊；李学轩；岑嘉诚 35.5784 15 三等奖

决赛2 家电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李丹；毛志勇 陈灏岩；宋明明；马铭 9.969 16 机器人操作

决赛19 家电6 南京审计大学 梁香青 郭鑫平；李瑾；陈雯 50.8333 1 一等奖

决赛19 汽车1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蓝舟琳；梁昌洲；林婧 陈美求；张嘉欣；冯宇昕 50.8173 2 一等奖

决赛19 钢铁3 华北科技学院 薛秀清 万紫焱；王雪丽；李靖 49.9275 3 一等奖

决赛19 家电4 沈阳理工大学 徐飞；李洪昌 魏嘉业；刘新悦；邱思茹 49.3782 4 二等奖

决赛19 钢铁1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杨小金 张志龙；丘宏俊 49.0501 5 二等奖

决赛19 汽车4 南方医科大学 高其法 温海斌；刘克凡；索斯琴 48.0432 6 二等奖

决赛19 家电2 沈阳农业大学 王一夫 范潇楠；刘艺 45.555 7 二等奖

决赛19 家电8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李璐 徐雪文；李开锐 44.8196 8 二等奖

决赛19 钢铁2 江西财经大学 宫之君 陈智海；张轶群；陈鑫 39.6719 9 二等奖

决赛19 家电1 郑州西亚斯学院 李梅；田贵生 赵海鹏；高学荟 38.1797 10 三等奖

决赛19 家电7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马碧红；江洋；李聪慧 彭洪陶；黄子怡；阳昕睿 37.8056 11 三等奖

决赛19 家电3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李英薇 汪博文；江鑫月；孟子倩 32.1737 12 三等奖

决赛19 钢铁4 东华理工大学 侯俊华 刘观福；李雯；戴乐菡 28.5618 13 三等奖

决赛19 汽车2 广东药科大学 彭仁贤 蒋佳丽；李晓冰；邓景文 20.1571 14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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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19 汽车3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李静；缪璐 邓锋颖；廖凯澄 20.0436 15 三等奖

决赛19 家电5 吕梁学院 崔文沛；冯霞 董恩魁；孙光宇；赵建斌 19.9921 16 三等奖

决赛18 家电7 广州工商学院 方韵诗；潘银坪；关建波杨秀桃；郑妙丽 50.8333 1 一等奖

决赛18 汽车4 四川农业大学 张剑 郭思航；唐锦洋；范峻博 49.7108 2 一等奖

决赛18 家电8 江西财经大学 尹玉婷 陈茗叶；沈观明；曾为华 48.1358 3 一等奖

决赛18 钢铁1 湖北民族大学 谭宇 孙秀英；刘倩；江程 45.8771 4 二等奖

决赛18 家电5 华南农业大学 左两军 郭志辉；吴升荣；吴泳贤 45.4385 5 二等奖

决赛18 汽车1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李雅男 杨汉升；李立广 44.0054 6 二等奖

决赛18 汽车3 北京工商大学 徐小茗 田辽；蔡嘉浥；冯若恒 42.5794 7 二等奖

决赛18 钢铁3 长春光华学院 王明明；周冲；孙铁柱 陈东升；王佳怡 35.873 8 二等奖

决赛18 钢铁2 安徽财经大学 黄敦平 张钎；金磊；郭瑞飞 35.2746 9 三等奖

决赛18 家电3 广东东软学院 陈芳芸；刘文钿 施晓冰；胡钰淇；黄熙彤 34.7627 10 三等奖

决赛18 钢铁4 常熟理工学院 赵昌平 王振阳；朱益飞；张晗 34.427 11 三等奖

决赛18 家电1 天津商业大学 李子涵 张玉龙；张姿；张悦 26.9899 12 三等奖

决赛18 家电4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王丽巍；陈蓉；朱建梅 赵凯荣；高凡舒；范壮 23.6707 13 三等奖

决赛18 家电2 江西理工大学 马艳丽；张黎莉 李玮；赵荘城；付紫金 23.0356 14 三等奖

决赛18 汽车2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杨倩 潘志峰；钱震杰；陈煌 10.0557 15 三等奖

决赛18 家电6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梦娜 王毅；陈阳；王思怡 8.3333 16 三等奖

决赛17 家电4 山东女子学院 孟莹；张欣欣；孙颖 胡欣洁；董晓娜 52.5 1 一等奖

决赛17 钢铁2 石河子大学 武晓雯；柳欣茹 糟圆圆；马如慧；李鑫 49.712 2 一等奖

决赛17 汽车1 淮北师范大学 周志太 姜蒙强；陈丽君 46.9417 3 一等奖

决赛17 汽车2 无锡太湖学院 顾俊祺 陈燕萍；钱正；许昌翔 45.55 4 二等奖

决赛17 钢铁4 广州工商学院 汤洁；钟嘉毅；潘银坪 吴章宇；曾祥洪；何伟洪 42.4217 5 二等奖

决赛17 家电8 沈阳大学 李忠华 王鼎文；宋晓燕；李智慧 42.028 6 二等奖

决赛17 钢铁3 红河学院 杨珂 彭信溶；王丹；黄亚琴 39.3941 7 二等奖

决赛17 汽车3 五邑大学 罗俊；骆达荣；徐乐 赖慈锋；郑爱芝；陈长庆 38.8925 8 二等奖

决赛17 汽车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孙亚君 徐婷；单影；王思懿 38.3605 9 三等奖

决赛17 钢铁1 东北石油大学 董佳欣；崔丽影；姚丽霞闫嘉；宗瑞鹏；侯件 36.875 10 三等奖

决赛17 家电7 许昌学院 张国强；李静；梁广华 胡锦超；王晨旭；刘秀巧 35.4715 11 三等奖

决赛17 家电5 广东海洋大学 吕晶晶 卓晓佳；刘敏玲；黎晓静 35.3209 12 三等奖

决赛17 家电2 沈阳工业大学 马千里 周颖；陆霜；宋玲玉 33.3534 13 三等奖

决赛17 家电1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邹瑶 杨秋金；吴如君；王羿杰 23.05 14 三等奖

决赛17 家电6 南京中医药大学 马澜；朱佩枫；李洁 叶婷；黄龙毅 19.906 15 三等奖

决赛17 家电3 大连科技学院 纪晓丽；周旭 郑玉；滕宇琪 19.3664 16 三等奖

决赛16 家电7 山东女子学院 孙颖；焦莉敏 魏长琦；宋伟月；杨旭 51.6755 1 一等奖

决赛16 汽车3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李晓梅 孔繁聪；段为朋；吴威男 50.8333 2 一等奖

决赛16 家电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陈姣；高雪；胥若男 朱银亮；贺海丽；李中乐 42.2249 3 二等奖

决赛16 汽车2 渤海大学 马健美；闵海燕 焦阳；李俊达；李勇 40.8613 4 二等奖

决赛16 钢铁1 天津商业大学 尚林 孙柔；何欢雨；吴怡 39.5434 5 二等奖

决赛16 家电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孙亚君 刘洁；李浩；李孟倬 37.4476 6 二等奖

决赛16 家电8 郑州财经学院 张丽 潘亚杰；张倩；周曼曼 35.7944 7 二等奖

决赛16 家电4 石河子大学 武晓雯；柳欣茹 高嫒嫒；支永力；万姿岚 31.9692 8 二等奖

决赛16 家电5 河南理工大学 冯进峰；刘海军 张笑笑；陈龙；郑怡静 31.8065 9 三等奖

决赛16 家电3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白霞祖；缪姝惠 梁康；代珍珍；李肖肖 31.2685 10 三等奖

决赛16 钢铁3 河北工程大学 李小波；赵莉 李敏敏；高阁举；陈星霖 31.1942 11 三等奖

决赛16 钢铁4 南阳师范学院 林松 刘瑶；曹佳佳；周姝祯 30.2924 12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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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16 汽车4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杨君；熊奇英 黄建；蒋北文；唐自强 26.5742 13 三等奖

决赛16 钢铁2 广西师范大学 何红玲 覃玲敏；曹文君；张岳诗 26.2231 14 三等奖

决赛16 汽车1 广东海洋大学 陈文汉 利婉梅；杨嘉雪；唐诗淇 26.0327 15 三等奖

决赛16 家电2 广东培正学院 黄宏武；刘旭；肖晚秋 杨翎依；曾艾莎 12.5 16 三等奖

决赛15 家电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张微娜；樊薇 周小宁；陶傲然；郭天智 50 1 一等奖

决赛15 家电8 合肥学院 沈韵竹 宋志刚；牛金坤；郭歌格 42.2138 2 一等奖

决赛15 钢铁2 广州工商学院 杨星；钟嘉毅；程小阳 陈佳乐；蔡文静；周彦行 41.5808 3 二等奖

决赛15 家电4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刘旺霞；贺青；李菲 王治颖；余佳豪；张琼文 40.0563 4 二等奖

决赛15 钢铁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潘妍；戴欧阳；吴洁琼 江天；康龙飞；李治霖 39.4125 5 二等奖

决赛15 家电6 沈阳工学院 吴云勇 陈兴烨；杨欣雨；赵梓博 38.4191 6 二等奖

决赛15 汽车2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毛雯璐；杭洁 陆甜甜；张丽萍 38.0055 7 二等奖

决赛15 汽车1 广东培正学院 刘旭；李娜；黄宏武 陈思晓；蔡海珠；卢仕娴 35.8702 8 二等奖

决赛15 汽车3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李英薇；颜芳芳 关莹莹；张林浩；刘睿琪 33.0387 9 三等奖

决赛15 家电1 内蒙古农业大学 马志艳 王欣宇；陈子航；刘佳 32.4497 10 三等奖

决赛15 家电7 宝鸡文理学院 焦建秋 师浩洋；赵佳钰；张致溱 31.2077 11 三等奖

决赛15 家电3 湛江科技学院 肖斌；杨艳 刘静；徐秀冰；杨晨 30.2251 12 三等奖

决赛15 钢铁1 聊城大学 初丽霞 左子禾；申皓宇；郝杰 27.4107 13 三等奖

决赛15 钢铁3 山东工商学院 吕杰；边志强；李爱 刘世新；费世龙；赵浩锟 26.4357 14 三等奖

决赛15 家电5 吕梁学院 崔文沛 丁娇；刘楠；贾晓梅 20.9472 15 三等奖

决赛15 汽车4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刘加林；王晓军 卢佳瑜；陈贝珊；白世成 14.9355 16 三等奖

决赛14 钢铁3 广东科技学院 罗晓琴；梁嘉慧 王冬好；赵慧婷；黄晓君 49.1667 1 一等奖

决赛14 汽车4 江西工程学院 彭燕；吴函；洪森 莫祯元；郭昊；李林鸿 45.7397 2 一等奖

决赛14 汽车3 山东女子学院 孙颖；孟莹；张欣欣 张可威；彭琦；吴迪 44.9048 3 二等奖

决赛14 汽车2 辽宁财贸学院 杨婷婷；宋佳文 杨延绅；张立杰；王思彤 43.5881 4 二等奖

决赛14 汽车1 聊城大学 初丽霞 张宇；姜欣钰；马紫璇 43.0341 5 二等奖

决赛14 钢铁1 许昌学院 刘其涛；吴迪；张国强 吴华明；汪会超 36.6919 6 二等奖

决赛14 家电4 三峡大学 张宇 郭钟仁；张朔；高以恒 36.3355 7 二等奖

决赛14 钢铁4 闽南理工学院 刘佳丽；吕津 马娟莹；张丹娥 33.88 8 二等奖

决赛14 家电1 广州工商学院 汤洁；李小青；鲁朝云 何美欣；梁芯源；简浩贤 29.3699 9 三等奖

决赛14 钢铁2 淮北师范大学 伯娜 宋晨泽；黄志磊；米世猛 25.561 10 三等奖

决赛14 家电2 西安外事学院 韦艳宁；李英；辛宇 张浩；李肖龙；高可越 20.9673 11 三等奖

决赛14 家电5 西北师范大学 刘彤 潘如君；田晶花；马宗妮 16.3736 12 三等奖

决赛14 家电7 南阳师范学院 林松 邵赛雅；殷梦瑶；叶子仪 10.7439 13 三等奖

决赛14 家电6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李英薇；颜芳芳 李歆玥；左亿薇；韩彬 9.1667 14 三等奖

决赛14 家电3 安徽财经大学 廖信林 杨凡；姜健康；杨丽瑾 7.5 15 三等奖

决赛13 汽车4 常熟理工学院 王英姿；钱思雯 王亦雨；李贵秀 53.3333 1 一等奖

决赛13 钢铁1 山东女子学院 周红云 张敏；李丰亦；侯文慧 47.5546 2 一等奖

决赛13 汽车3 宜春学院 黄春滚；黄怀雄；王艳艳邓滨；熊云星；肖嘉文 43.3941 3 二等奖

决赛13 家电4 山西能源学院 朱丽丽 朱奕儒；刘晓雄；武鑫 40.4962 4 二等奖

决赛13 家电6 西安翻译学院 宋喆；马红燕 龙吉福；张怡婷 39.1185 5 二等奖

决赛13 钢铁4 江汉大学 姜志美；邹蔚；张贤慧 刘舒琪；曾梓柔；吕宏瑞 39.0313 6 二等奖

决赛13 钢铁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符晓燕 王辛瑶；贾泽；张一婧 37.7803 7 二等奖

决赛13 家电2 山东工商学院 吕杰；边志强；李爱 高强；常涵；吴艳雪 37.0998 8 二等奖

决赛13 钢铁2 河南理工大学 冯进峰；刘海军；李姗姗郑直；李卫民；董晶晶 35.5285 9 三等奖

决赛13 家电8 湖南农业大学 李杨 彭丽鹏；胡钰彬；曹函菡 34.9634 10 三等奖

决赛13 家电3 沈阳工学院 苏晓寒；张旭 胡小龙；迟瑶；乔依琳 33.1583 11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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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团队 学校 指导老师 小组成员 团队各项得分之和 班内排名 获奖

2021年（第四届）全国高校经济决策虚仿实验大赛
赛道一（经济学综合博弈竞赛）全国总决赛正式获奖名单

获奖规则：
1、根据大赛通知第五条第5点的获奖比例和大赛问题解答文件第六条第1点的获奖计算方法，39个班的每班前两名为一等奖，各班第
三名中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17个组获得一等奖。即：633支队伍按15%比例四舍五入后的95支队伍。
2、二等奖为39个班的第三名的后22组至第九名前5组(取软件中团队各项得分之和实际值最高的5个组)。即633支队伍按35%比例四舍
五入后的222支队伍。
3、三等奖为剩余团队。但根据通知，AI机器人操作比例达到60%，视为弃赛，将无法获得全国总决赛任何奖项，只能下载之前获得的
区域赛证书。

决赛13 汽车2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周瑛；王家兴；张玉冰 梁晓颖；钟诗玉；钟智彬 32.7265 12 三等奖

决赛13 汽车1 安徽财经大学 廖信林 陈科均；方仁生 30.9512 13 三等奖

决赛13 家电1 青岛滨海学院 杨圣娟 张东巧；陈王晴；刘玥 28.1906 14 三等奖

决赛13 家电5 辽宁财贸学院 杨婷婷；宋佳文 李永耀；黎丁玮；李子豪 23.8387 15 三等奖

决赛13 家电7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石俊芳；张旸 许煦；杨永健；黄丽婷 10.5863 16 三等奖

决赛12 家电2 广东科技学院 柳艳丽；刘维 林卓延；李嘉敏；吴婷婷 54.1667 1 一等奖

决赛12 汽车2 山东管理学院 许鹏；逯璐；张凡 徐正康；杨皓凯；田允煌 47.3817 2 一等奖

决赛12 家电5 西安财经大学 孙研 孙静秋；张语桐 44.4089 3 二等奖

决赛12 汽车3 广州工商学院 李小青；汤洁；何芬 陈周培；曾瑞芯；黄祝婷 41.6879 4 二等奖

决赛12 钢铁3 渤海大学 韩光强；于晶莹 胡馨月；刘木子；王浩源 41.6289 5 二等奖

决赛12 家电6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黄先勇 钟泳仪；赵慧玲；刘若泓 36.4979 6 二等奖

决赛12 家电1 辽宁财贸学院 卢铁玲 戴力鸥；韩夏舟；周淑贤 34.0687 7 二等奖

决赛12 家电3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孙娟 丁柳熙；李尤美 34.0036 8 二等奖

决赛12 钢铁2 上海海事大学 杨青淳 华绮雯；汪佳辰 33.7616 9 三等奖

决赛12 钢铁1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李英薇 马雨露；董旭；孙楠楠 31.416 10 三等奖

决赛12 汽车1 大连科技学院 周旭；纪晓丽 胡丽娜；杨帆 27.6294 11 三等奖

决赛12 汽车4 郑州西亚斯学院 田贵生 贾瑞琦；柴天笑；王金瑞 27.4083 12 三等奖

决赛12 家电7 东华理工大学 侯俊华 肖若兰；王丽萍；江凌燕 26.6448 13 三等奖

决赛12 家电4 黑龙江工商学院 贾欣宇 刘卓；刘宸汐；张海玉 24.9291 14 三等奖

决赛12 钢铁4 青岛滨海学院 李修平 王莹莹；王莹；阮景雪 24.6155 15 三等奖

决赛12 家电8 西北师范大学 王立治 马晓霞；臧启凡；王浩 20.5615 16 三等奖

决赛11 家电5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姜青青；徐术菁；付强 杨子睿；路圆圆 53.204 1 一等奖

决赛11 钢铁2 中山大学 卢远瞩 张弛；周嘉乐；曹桥霖 50.8333 2 一等奖

决赛11 钢铁1 山东管理学院 许鹏；张慧丽；王艳玲 杜文强；马家兴；郑晓萌 49.3494 3 一等奖

决赛11 钢铁4 三峡大学 陈洋洋；张宇 谌权；韩枝繁；胡周 47.5851 4 二等奖

决赛11 家电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李静；缪璐；李军 马梦婷；姚资彬 42.7143 5 二等奖

决赛11 汽车4 广州航海学院 吕凤琴；黎海珊 刘璇；刘莎；邱展荣 42.1092 6 二等奖

决赛11 汽车3 安徽财经大学 黄敦平 蒋静宇；李邦国 39.4816 7 二等奖

决赛11 家电3 广东科技学院 侯娟；徐雪原 陈颖棋；唐艺雨；柯小敏 34.8612 8 二等奖

决赛11 汽车1 广东工业大学 陈旭；朱嘉彤 郭懿进；陈希彤；朱俊龙 34.4173 9 三等奖

决赛11 家电4 无锡太湖学院 杨燕红 曾诗婷；荆欣雨；任晴晴 27.9174 10 三等奖

决赛11 汽车2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李梦娜 张凯越；李浩浩；周诗雅 27.1028 11 三等奖

决赛11 家电2 渤海大学 韩光强 仲悦慈；李可；王彦骄 26.7214 12 三等奖

决赛11 钢铁3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王丽巍；陈蓉；朱建梅 郭佳乐；蒲凡凡；陈宗梅 26.4198 13 三等奖

决赛11 家电6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亓梦佳；张丽环 徐瑞颖；施峻 24.8288 14 三等奖

决赛11 家电7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宋宝琳 张迈；李颖 21.4274 15 三等奖

决赛11 家电1 长春光华学院 王明明 吴章亮；李树鹏；陈炜俊 8.3333 16 三等奖

决赛10 钢铁2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冯椿；廖梓岑；张才华 张峰；刘政；梁文涛 38.2647 2 一等奖

决赛10 钢铁3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路捷 林宇彦；黄若澜；梁熙 38.0124 3 二等奖

决赛10 家电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孙亚君；颜艳秋 王正磊；张寒雨康 36.9782 4 二等奖

决赛10 汽车1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张亚琴 唐绍钟；邹驰；杨畅 34.145 5 二等奖

决赛10 家电5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宋宝琳 江帅；孔德羽；蒋嘉伟 30.771 6 二等奖

决赛10 汽车2 华北科技学院 薛秀清 黄超；杨镜可；苏晴 30.6704 7 二等奖

决赛10 家电2 河南理工大学 冯进峰；刘海军 匡丽；翟妮；唐佳琪 30.5817 8 二等奖

决赛10 家电6 常熟理工学院 赵昌平 顾怡瑶；陈妍；陈秋芳 29.5176 9 三等奖

决赛10 钢铁4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官毅；盛国军 孙思播；李宏飞；李星月 25.7513 10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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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10 钢铁1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妍妍 周沁怡；王怡茹；王桂芳 25.6297 11 三等奖

决赛10 家电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王晓军 王学祥；谢宇轩；黄昊 24.5614 12 三等奖

决赛10 家电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永波 许津堃；朱思宇；李昊 18.3751 13 三等奖

决赛10 家电4 宜春学院 舒莉芬；黄华；邵南岗 唐志华；刘知仪；王小凤 9.1667 14 三等奖

决赛10 家电3 广东海洋大学 吕晶晶 谢镇劭；莫灏霆；郑倚雯 8.3333 15 三等奖

决赛1 钢铁4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梁昌洲；蓝舟琳；林婧 陈学轩；杨煜熙 49.1667 1 一等奖

决赛1 家电2 辽宁财贸学院 张丹；杨婷婷 朱梦微；翁俊杰；耿冬梅 45.6522 2 一等奖

决赛1 汽车3 湛江科技学院 杨艳 冯梓良；刘锦豪；吴启庭 42.2553 3 二等奖

决赛1 汽车4 重庆文理学院 李坤 张晓芳；邹双滔 41.6616 4 二等奖

决赛1 钢铁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陈姣；胥若男 华婷婷；莫舒婷 41.5086 5 二等奖

决赛1 家电6 广东工业大学 黄荣斌 邓郁南；简纬讯；余昕莹 39.2973 6 二等奖

决赛1 家电3 韩山师范学院 李迎旭；李南海；刘美武姚嘉怡；杨碧兰；卢永乐 37.2845 7 二等奖

决赛1 汽车1 西北师范大学 王立治 马庆萱；汪军霞；杨炎茹 36.2104 8 二等奖

决赛1 汽车2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郭媛园 黄佳慧；金梦凯；李京珊 34.1116 9 三等奖

决赛1 家电4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姬懿祺；刘紫微 周磊；陈孟孟；宋泽宇 32.6213 10 三等奖

决赛1 钢铁1 郑州商学院 邓琪 游鑫锐；张传鑫 31.7426 11 三等奖

决赛1 家电1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张振楠；钱秀菊 刘慧鑫；郑宏宇；武煜萌 27.0579 12 三等奖

决赛1 钢铁3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邱文文；付树农 徐永珍；蒋思薇；陈雅珠 22.5585 13 三等奖

决赛1 家电5 东北石油大学 董佳欣；崔丽影；魏景柱郭子瑞；王思琪 21.9807 14 三等奖

决赛1 家电8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路捷 郑小忻；贺瑶瑶；陈光烨 18.3715 15 三等奖

决赛1 家电7 聊城大学 初丽霞 夏园媛；鲍素萍 6.6667 16 三等奖

Finals 钢铁3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李明洁 张云婷；吴雨昊；索轶男 50.1056 1 一等奖

Finals 家电4 石河子大学 柳欣茹；武晓雯 刘洋；何梦鋆；谷佳玲 49.1667 2 一等奖

Finals 汽车2 大连海事大学 赵昌平 何美霖；严棋耀 44.9792 3 二等奖

Finals 汽车4 石河子大学 武晓雯；柳欣茹 曾蜜；朱筱佩；姚仕艺 43.1912 4 二等奖

Finals 汽车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邵红梅 段伟航；谢静怡；周应梓轩 33.4924 5 二等奖

Finals 家电5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李明洁 万柏洋；彭震；黄宇豪 31.7667 6 二等奖

Finals 家电2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李明洁 王钰然；周元奇；张青元 28.941 7 二等奖

Finals 家电7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You Hui Li；Chong

Shyue Chuan；Tan

Kim Leng

Chong Sin Yi；Lai Chin

Yee；Lee Win Yee
22.3097 8 三等奖

Finals 家电9 University of Malakand Ayaz Khan Abrar Khan；abdussamad 19.6749 9 三等奖

Finals 汽车3 Putra Business School Dr Ida Yasin
Lum Yew Hong；Pritika

Gunasegaran
19.071 10 三等奖

Finals 家电1 Universidad de la Sabana

Wilson Fernando

Rodriguez Gomez；
Laura Angelica Fuerte

Aya

Pedro Caballero；Julian

Ceron；Nataly Alexandra

Diaz Gonzalez

16.976 11 三等奖

Finals 钢铁1 Putra Business School Dr Ida Yasin

Murali Krishna Dhepalli；
Aisya Nabiha Binti Aziz；
Nurul Husna Binti Mohd

Amir

13.3854 12 三等奖

Finals 家电6 Rangsit University Yunlin Yang
QIYA ZHANG；Sijin Li；
Sophon Luangtongplew

9.5247 13 三等奖

Finals 钢铁2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Wency Bui Kher

Thinng；Wai Chew

Keong；Kon Yee Qin

Tan Ye Hang；Leong Wei

Keat；Wong Ka Seng
6.7891 14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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