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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 进答辩 20210035 墨玉麒麟 中南大学 高名泰 高名泰、李中北、杨中宇、王帅、高笙洋 董子和、周思洁、江峰

2 特 进答辩 20210021 Legendary超神队 中南大学 张晶菁 张晶菁、洪玉钦、吴卜华 周思洁、江峰

3 特 20210011 发际线保卫队 中南大学 邹怀文 邹怀文、杨思文、李凤姣、杨淳、王子旭 王晓丽

4 特 进答辩 20210027 众里寻它千百镀 湖南工程学院 吴迪 吴迪，袁浩强，李伟杰，何协峰，唐汇博 吴锋景，刘小娟，颜东，皮少锋

5 特 进答辩 20210037 超临界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肖远慧 肖远慧、王季萍、王颖轩、王靖然、饶家乐 杨国恩、王贵武、旷春桃、周军

6 特 进答辩 20210019 Daydream 南华大学 孙果 孙果、唐仁实、肖西、文永成 阳鹏飞

7 1 20210034 Oct of ACC 中南大学 王紫薇 王紫薇、李泊慧、张欲晓、崔婷婷、郑静怡 刘耀驰、江峰

8 1 20210032 自称特别搜查队 中南大学 梁梓海 梁梓海、 何龙樊、 熊珍、 李鹏鹏 刘耀驰、江峰

9 1 进答辩 20210020 材化横溢 湖南城市学院 张珺滔 张珺滔、许国庆、高鑫、龙宇轩、杨超 曾永林、王锋、阳俊

10 1 进答辩 20210030 氦镉锗烷铌钯队 湖南农业大学 赵彤 赵彤、李培扬、杨宗霖、陶抒清 王志国、喻鹏

11 1 进答辩 20210023 傲俊环保 湖南大学 沈悦 沈悦、彭正奇、关傲聪、靳一帆、王元 罗伟平、罗潇

12 1 进答辩 20210018 荣药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 周雨星 周雨星、程勋龙、龚妹、李昕瑾、姚金波 张红刚、杨岩涛、肖梦武

13 1 进答辩 20210008 釜釜队 湘南学院 付津津 付津津、唐楚萍、苗子贤、何舒颖、王小煌、 袁宁辉、余丽梅、刘鹏、邓斌

14 1 进答辩 20210024 菜鸟扎堆 湖南城市学院 蔡颖贤 蔡颖贤、楼航、蒋欣云、李朝巍、王勇 曾永林、王锋、阳俊

15 1 进答辩 20210002 鲲鹏队 湖南科技学院 艾胜 艾胜、谢志鑫、陈永康、王斌、彭一莹 龚绍峰、刘芳、谢建伟、肖新生

16 1 进答辩 20210015 Best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雷明生 雷明生、钟洁、欧阳璐、邓朱熙、邵昆 罗飞、刘鑫、

17 1 进答辩 20210010 四海可见 长沙学院 雷倩 雷倩、李茂林、罗建泳、曾靓、陈佳颖 黄山、黎成勇、刘迎新

18 1 进答辩 20210029 化梦为实 湖南科技大学 朱珈震 朱珈震、吕婉婉、马浩然、李佳 陈建、刘雄、赵云辉、张少伟

19 2 20210022
NullReferenceExce
ption

中南大学 徐海旸 徐海旸、胡韵涛, 徐逸峰, 田文劲, 麻俊鹏 刘辉

20 2 20210028 纳米扫描电镜队 湖南工程学院 陈梦浪 陈梦浪，周思茂，吴明宇，唐颖，邓澳 吴锋景，颜东，刘小娟，张何

21 2 20210013 长理捕梦网 长沙理工大学 江晓敏 江晓敏、付伟杰、唐冰清、颜芊 李江胜、卢翠红、张跃飞

22 2 20210012 长理梦之翼 长沙理工大学 郝锦锦 郝锦锦、陈羽阳、李杰、隋金成、侯伶俐 卢翠红、李江胜、张跃飞

23 2 20210036 star 湖南师范大学 张思思 张思思、朱泽文、刘宇轩、陈瑞、赵浩博 徐琼、胡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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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 20210005 孤电子队 吉首大学 王越谡 王越谡、李勇鹏、张华、潘新锐、赵琦 申永强、林晓

25 2 20210031 材化真理队 湖南农业大学 王顺 王顺、李雨晨、刘嘉颖、覃婕、陶抒清 王锦、喻鹏

26 2 20210004 雷诺冲锋队 湘南学院 黄澳 黄澳、曹政、郎方圆、陈琪、喻正荣 余丽梅、袁宁辉、时米东、陶李明

27 2 20210033 1200高端办公组 中南大学 王帅 王帅、罗若木、彭晨、钟瑾辰、蒋炎秋、 张红亮

28 2 20210006 以钾乱真 吉首大学 金丹娜 金丹娜、朱周海蒙、杨雨欣、邓俊、简宇轩 王小华、李飞

29 2 20210009 晓梦队 湘南学院 张立康 张立康、向健康、李佳琪、张海燕、李薇 时米东、余丽梅、曾娓、李超男

30 2 20210025 胜羽 湖南文理学院 周欢 周欢、黎小艳、唐仟、张耒、汤思玲 欧利辉、郝爱平、陈远道

31 2 20210026 三维鼎力 湖南文理学院 周晶 周晶、舒美亚、满俐、曹子清 陈远道、欧利辉、郝爱平

32 2 20210017 黎明破晓队 湘南学院 成相宏 成相宏、刘玥、胡楠、李勋颖、郑云龙 雷艳华

33 2 20210014 BVC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周艺琳 周艺琳、陈文华、李江、刘喜、朱俊勇 刘鑫、罗飞

34 2 20210016 The one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赵海博 赵海博、徐佳蕾、彭钰婷、李佳慧、黄金鹏 钟洪彬、刘鑫

35 3 20210001 乘风破浪队 长沙学院 欧斯姣 欧斯姣、谢燕、彭懿、刘烨萱、饶娅茜 罗卓、黄山、李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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