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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银行2,企业1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张靖 郭俊烽；管林峰；顾阳 93.2333 98.7333 191.9666 一等奖

2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 企业14,银行8 三江学院 冯小舟；周荣荣 孙雨航；陈珺；丁景迟 98.1000 90.0333 188.1333 一等奖

3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1 企业3,银行10 南京工业大学 庄雷 徐涛；李凰；朱磊磊 97.3333 88.9333 186.2666 一等奖

4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 企业3,银行6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张靖 郭郅力；曹欢；纪振宇 94.7333 85.0333 179.7666 一等奖

5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1 银行2,企业2 三江学院 冯小舟；李佳 陈嘉新；刘永超；虞明烨 95.9000 83.2667 179.1667 一等奖

6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 银行9,企业1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仇艺臻 孙含璐；李煜彤；施碧雯 88.0000 90.7667 178.7667 一等奖

7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银行11,企业1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仇艺臻 倪嘉文；马文清；谢丞杰 90.1234 88.3333 178.4567 一等奖

8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 企业4,银行12 江苏大学 江红莉 关健康；杨文帅；陈晓轩 98.9667 78.6667 177.6334 一等奖

9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银行7,企业13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徐方元；孙文艳 陆一涵；赵垣璐 87.8434 89.6333 177.4767 二等奖

10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企业10,银行1 常熟理工学院 王英姿 金伟伟；刘福临 97.4667 77.0000 174.4667 二等奖

11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企业7,银行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仇艺臻 韩禹杰；李健；林涵 82.2333 89.9333 172.1666 二等奖

12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 银行12,企业2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张靖 范建民；薛志林；张九九 80.7333 91.0667 171.8000 二等奖

13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企业11,银行6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黄豪杰 马铭泽；朱晓旭；潘佳丽 82.3000 89.4667 171.7667 二等奖

14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银行13,企业9 江苏大学 江红莉 张红应；周俊男；徐胤喆 83.7667 87.3667 171.1334 二等奖

15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银行10,企业6 江苏大学 江红莉 陆沈婕；龚紫涵；成欣悦 79.7333 89.8333 169.5666 二等奖

16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企业12,银行3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张靖 尹芃诺；李国庆；李雨轩 94.1667 73.6333 167.8000 二等奖

17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企业14,银行1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吴昭萱 贺驰；朱青；谢梦新 79.1000 87.9333 167.0333 二等奖

18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企业2,银行7 中国矿业大学 赵帆 凌瑞；施磊；蒋宇蕾 73.1667 93.5333 166.7000 二等奖

19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 企业9,银行11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陈立；崔苧心 陈子若；施君谕 84.1000 82.6000 166.7000 二等奖

20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 企业10,银行14 泰州学院 杨颖 甘雨欣；胡欣冉；施文艳 80.3667 83.7667 164.1334 二等奖

21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 企业11,银行1 三江学院 冯小舟 金一帆；祁秀；朱爱丽 87.0000 76.5667 163.5667 二等奖

22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银行3,企业2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王娣；孙会娟 刘延卿；金凯；于正南 73.7333 89.8000 163.5333 二等奖

23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 企业10,银行2 江苏海洋大学 骆阳 戴越；吴叶琳；郑楚凡 87.2333 75.4667 162.7000 二等奖

24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银行11,企业8 苏州科技大学 钱燕；王世文 纪安琪；彭欣伟；钮伊婕 79.7667 80.6333 160.4000 二等奖

25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企业4,银行13 三江学院 冯小舟；周荣荣 崔浩哲；葛萌；陈正伟 84.7000 75.3666 160.0666 二等奖

26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3 银行13,企业6 江苏大学 丁国平 袁蓓蕾；李文；郑慧琦 77.1000 82.6667 159.7667 二等奖

27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2 企业7,银行3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张靖 刘雅琳；纪筠 62.9333 95.6000 158.5333 二等奖

28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3 银行9,企业5 三江学院 于翠萍；狄昌娅王永建；赵天鹏；胡礼贤 80.4667 77.6000 158.0667 二等奖

29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3 企业3,银行14 江苏大学 丁国平 马启畅；易楷皓；戴肇良 74.6333 82.3334 156.9667 二等奖

30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 企业5,银行1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仇艺臻 王珏；黄钰炜；陆艺璐 75.6333 81.2250 156.8583 二等奖

31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 银行7,企业8 江苏大学 谭中明 晁倩；范乙婷；路菁雯 81.1000 75.5333 156.6333 二等奖

32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2 企业13,银行9 中国矿业大学 刘丰云 蒲蕾；王子豪；谢城坤 77.2000 78.9667 156.1667 二等奖

33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企业4,银行4 三江学院 狄昌娅；于翠萍 沈冰；李慧娟；刘佳奕 76.1000 79.9333 156.0333 三等奖

34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企业1,银行9 泰州学院 殷小丽；蒋海棠 张旻龙；蒋远飞；黄浪 82.2861 73.6667 155.9528 三等奖

35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企业7,银行5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万菲 刘雨晨；秦洁；张新宇 87.2667 67.9000 155.1667 三等奖

36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企业8,银行11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孙会娟；王娣 杜丽丽；罗梦佳；刘晓青 80.3333 74.7667 155.1000 三等奖

37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 银行9,企业4 中国矿业大学 解凤敏 黎璇；陈楠；耿子睿 57.9333 96.9000 154.8333 三等奖

38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 银行5,企业5 三江学院 冯小舟；王惠清王洪梅；陈芷阅；江怡欣 79.5000 74.5000 154.0000 三等奖

39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银行8,企业3 南京工业大学 叶彩霞 孙笑辰；王俊涛 70.4000 83.4667 153.8667 三等奖

40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 企业6,银行4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李磊 曾沛琳；吴思谊；陈柳亦 80.2333 73.4666 153.6999 三等奖

41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1 银行7,企业5 金陵科技学院 史新和；吴敏 牟少卓；陈春杰；颜轩宇 71.3333 81.8000 153.1333 三等奖

42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银行5,企业7 中国矿业大学 解凤敏 赵晖；于文文；代鑫 73.0333 80.0000 153.0333 三等奖

共81支队伍参赛：

1、一等奖队伍为前10%，即81*10%=8.1支，四舍五入后取8，即扣除机器人后的上下午得分之和前8名获一等奖。

2、二等奖队伍为前40%减去一等奖队伍，即81*40%-8=24.4支，四舍五入后取24，即扣除机器人后的上下午得分第9-32名获二等奖。

3、剩余未弃赛队伍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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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银行2,企业1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仇艺臻 江燕；缪雨欣；成雨锘 73.9333 79.0333 152.9666 三等奖

44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 企业9,银行5 江苏大学 丁国平；江红莉李伊垚；刘孟瑶；王孟格 88.4333 63.9667 152.4000 三等奖

45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 银行6,企业9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万菲 何菁；陈霞 78.9333 73.3667 152.3000 三等奖

46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2 银行6,企业1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仇艺臻 高金龙；俞洁；支艺娜 79.0667 73.0333 152.1000 三等奖

47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银行3,企业3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陈立；崔苧心 张汝婕；刘琪 74.2200 76.6001 150.8201 三等奖

48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 银行12,企业6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陈立；魏满满 戚元彤；伍宇秋；李冰茹 78.8000 71.9333 150.7333 三等奖

49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银行1,企业13 江苏海洋大学 张家茂 荆思涵；简久君；程帅 70.2667 79.8667 150.1334 三等奖

50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1 银行1,企业8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孙爱军 董昕怡；杭霓；覃思瑶 79.6333 69.4000 149.0333 三等奖

51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2 银行8,企业3 南京晓庄学院 王国林 许嘉仪；颜惠茹；徐文欣 64.3667 84.3333 148.7000 三等奖

52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银行5,企业7 江苏海洋大学 徐小芳 罗未来；孟可薏；张悦 64.0667 84.4333 148.5000 三等奖

53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3 银行1,企业4 三江学院 冯小舟；周荣荣 李晓月；邓树婕 72.6000 74.6333 147.2333 三等奖

54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1 企业5,银行9 江苏大学 谭中明 沈琦；王凯彤；罗菊华 85.9000 61.2000 147.1000 三等奖

55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银行8,企业11 江苏大学 丁国平 陆雨凌；李想；张宥绮 73.4667 72.3000 145.7667 三等奖

56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银行4,企业12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雷卫中；田绪浩 黄可欣；高莹 75.7667 69.8667 145.6334 三等奖

57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 银行13,企业13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王娣；孙会娟 蒋卓君；聂永慧；马永丽 81.2566 64.0667 145.3233 三等奖

58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银行12,企业4 泰州学院 蒋海棠 陶佳梁；吴泽；蒋海洋 64.9667 80.1000 145.0667 三等奖

59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企业2,银行13 江苏海洋大学 贝金兰 阮静静；杨佳豫；胡帆 71.8667 71.8333 143.7000 三等奖

60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 银行4,企业9 中国矿业大学 王许 白小雨；常祎琳；王嘉瑶 70.6000 72.4000 143.0000 三等奖

61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 企业13,银行6 江苏大学 谭中明 孙瑞鸿；周雪彤；吕思嘉 75.0667 66.8700 141.9367 三等奖

62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2 银行11,企业12 苏州科技大学 王世文；钱燕 黄钰文；朱宇；董雨池 80.1333 61.3333 141.4666 三等奖

63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3 企业8,银行10 江苏科技大学 周蔓 韦文杰；张浩；左飞龙 56.9869 82.9667 139.9536 三等奖

64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企业11,银行11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王捷；李楠 石续；张昊；王杰 72.8000 66.8667 139.6667 三等奖

65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2 企业8,银行5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徐方元；孙文艳 张琼；冯丽洁；周晶晶 74.2333 63.6667 137.9000 三等奖

66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1 银行10,企业1 江苏大学 丁国平 顾芮；李文玲；朱逸彤 54.8333 83.0333 137.8666 三等奖

67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 银行10,企业10 泰州学院 杨颖 董顺琴；吴怡；张迪 74.4800 63.3000 137.7800 三等奖

68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3 企业6,银行12 江苏大学 丁国平 倪倪；王君浩；林志强 77.3000 59.9333 137.2333 三等奖

69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2 企业1,银行13 金陵科技学院 刘丽；吴敏 陈婉琪；李沁；朱宇婷 73.5333 62.7316 136.2649 三等奖

70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企业12,银行4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秦娜 查丽；袁熹瑞；晏锐 69.6333 62.5000 132.1333 三等奖

71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2 银行3,企业7 江苏大学 丁国平；江红莉 何宇晨；张雨扬；任倩 72.0900 58.7000 130.7900 三等奖

72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银行6,企业10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李蔷 黄心怡；段丽娜；刘金波 70.1734 59.3667 129.5401 三等奖

73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1 企业12,银行14 苏州科技大学 钱燕；王世文 石宸铭；刘子翔；赵梓涵 73.0000 56.0333 129.0333 三等奖

74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2 企业14,银行7 无锡太湖学院 张军 王文艺；费灵菲；赵倩影 51.5000 77.3000 128.8000 三等奖

75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 企业1,银行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仇艺臻 耿婧；邓申满；何佳颖 84.4667 42.4650 126.9317 三等奖

76 决赛上午3,决赛下午2 银行4,企业1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雷卫中；田绪浩 胥阳；王汇媛 75.4000 44.6541 120.0541 三等奖

77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企业5,银行12 江苏大学 丁国平 任亿；李政燃；赵翔 54.2667 65.1667 119.4334 三等奖

78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企业2,银行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仇艺臻 李梦琦；龚姝蓉；杨坤 62.7047 55.4000 118.1047 三等奖

79 决赛上午1,决赛下午1 企业9,银行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仇艺臻 王小凡；李欣忆；韩知睿 45.0405 58.1667 103.2072 三等奖

80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3 企业6,银行3 南京工程学院 姚立 王子琪；缪雨；曹星宇 40.5667 58.9500 99.5167 三等奖

81 决赛上午2,决赛下午1 企业13,银行2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曹洋 朱文玥；张荣奇；汤锦程 41.7333 33.6000 75.3333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