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庙算杯”人机混合对抗赛晋级赛参赛名单

个人赛名单

序号 选手类型 姓名 序号 选手类型 姓名

1 个人选手 刘文文 1 个人选手 朱雨润

2 个人选手 谷文博 2 个人选手 王志文

3 个人选手 田阳 3 个人选手 张镕基

4 个人选手 张云超 4 个人选手 张浩然

5 个人选手 高阳 5 个人选手 徐艳军

6 个人选手 滕全兴 6 个人选手 陈锦龙

7 个人选手 康浩 7 个人选手 王中林

8 个人选手 欧林森 8 个人选手 周志阳

9 个人选手 李鑫 9 个人选手 马京成

10 个人选手 朱雨清 10 个人选手 吴承钧

11 个人选手 陶宁 11 个人选手 张恒

12 个人选手 张宇鹏 12 个人选手 姜明成

13 个人选手 高佳翔 13 个人选手 李永伟

14 个人选手 李东傲 14 个人选手 寿润泽

15 个人选手 牟天昊 15 个人选手 曹庚茂

16 个人选手 王天亮 16 个人选手 佟家羿

17 个人选手 陈珂 17 个人选手 杨天禅

18 个人选手 王可涵 18 个人选手 王意

19 个人选手 丁旭任 19 个人选手 卞炜杰

20 个人选手 程恺 20 个人选手 高俊豪

21 个人选手 管建锋 21 个人选手 王冠玮

22 个人选手 代欣怡 22 个人选手 王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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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个人选手 李思博 23 个人选手 钟铭

24 个人选手 吕相霖 24 个人选手 徐若峰

25 个人选手 朱鹏宇 25 个人选手 刘轩

26 个人选手 李东 26 个人选手 赵桐

27 个人选手 肖斓 27 个人选手 唐李锐

28 个人选手 高骏文 28 个人选手 梁日华

29 个人选手 罗诗俊 29 个人选手 杜志轩

30 个人选手 荣涵宇 30 个人选手 孙非凡

31 个人选手 刘圣基 31 个人选手 张轩博

32 个人选手 王博方 32 个人选手 孙晋朝

33 个人选手 周盛 33 个人选手 徐静

34 个人选手 孙梓超 34 个人选手 赵储阳

35 个人选手 陆谱毅 35 个人选手 杨梦辰

36 个人选手 岳星辰 36 个人选手 姜泓源

37 个人选手 徐斌 37 个人选手 荣志范

38 个人选手 郑新儒 38 个人选手 张超

39 个人选手 龙宸 39 个人选手 田烁冉

40 个人选手 刘江 40 个人选手 任永康

41 个人选手 吴鹏 41 个人选手 许浩杰

42 个人选手 李春阳 42 个人选手 于悦

43 个人选手 胡嘉钰 43 个人选手 葛家旺

44 个人选手 李京徽 44 个人选手 李嘉乐

45 个人选手 张良 45 个人选手 李佳骏

46 个人选手 廖锦宏 46 个人选手 郭开泰

47 个人选手 邓飞扬 47 个人选手 申自康

48 个人选手 马飞 48 个人选手 张胜韩

49 个人选手 李金朋 49 个人选手 冯骋

50 个人选手 马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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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庙算杯”人机混合对抗赛晋级赛参赛名单

编队赛名单

序号 编队名 队长 队员 序号 编队名 队长 队员

1 雄鹰铁甲 李波衡 李樱花 1 拨挡直拳 张懿 马坤宇

2 铁甲荣光 胡连江 徐晨辉 2 横踢肘击 彭柯卿 高进

3 铁拳出击 马英龙 杨轩 3 奇迹重现 帅骏昊 任泽宇

4 擎苍 范顶峰 李浩延 4 奇迹出现 周福成 赖枫

5 fearless 李靖 李祥 5 决胜千里 汤继超 付宏鑫

6 钢铁洪流 杨杭 陈佳 6 利剑 2 一 武嘉琦 徐世豪

7 地摊派对 蒋俊杰 胡振洋 7 利剑 2 百 曹沛 全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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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志青年 杨彬 熊平涛 8 轩辕·思念 王延睿 张阳

9 转角 党沛华 张鲁仁 9 东风 文鹏飞 韩同曦

10 知遇 蒋海 周新宇 10 赵氏帝国 谭翰钰 赵凯

11 地球联邦 郝赫 张家玮 11 JDG不寄 肖煦波 陈乔

12 星辰新闻部 胡佳俊 罗浩男 12 红四军团 冉洋 伍世刚

13 大梦之秋 赵亮亮 高凯乐 13 飞动小子 郝晓欢 程弘智

14 甲方 赵勃桠 尹浩天 14 什么都队 邱竞豪 袁桢彬

15 卷心菜队 韩旭 温雨婷 15 反方向的钟 李轶奇 欧阳浩

16 熊出没队 王卓成 赵博文 16 群青 梅岭 金兆煜

17 困困队 姜瑞 孙若鑫 17 奋斗新征程 刘畅 刘豫杰

18 涨胖十斤 张宝山 卢壮 18 领航新时代 王勇 夏浩钦

19 TUSKEN 王可涵 19 king back 王一凡 赖嘉德

20 钟山智狼-林 张鑫明 周佳炜 20 天堂 3.1 王涵 魏明

21 钟山智狼-火 孙宇祥 薛宇凡 21 管理运筹学 王嘉田 杨奕扬

22 钟山智狼-Win 周胜 王晓光 22 管理无运筹 张长嵩 田振华

23 NUIST&LGD.DK 熊斯超 金威 23 红将军 徐沛航 冯相豫

24 科技与狠活 王智鹏 康晓鑫 24 利涉大川 李宏涛 Z豪杰

25 王牌特工队 司翔天 李绅 25 脑子可好使 吴元斋 肖洋

26 汇源百分百 窦为骁 张隽菘 26 宏业倾夜 陈昭宇 钟威龙

27 木樨地打字机 罗一俊 刘芳菲 27 守夜游骑 朱启华 杨青昊

28 乘云帆破浪 云禹博 周不凡 28 天堂 3.2 张圆祥 王镇龙



29 八级达的狂风 李仲阳 张誉馨 29 诸葛庐 尤靖权 燕宏彬

30 喝口张哥奶 肖政泽 刘硕达 30 古城蒲莘 李田晖 侯泽华

31 高胖和矮瘦 郝晨旭 蒋煜昊 31 雷神出击 夏哲 田庆贺

32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颜孙锴 金乐贤 32 好聚吃人鱼 曲小辰 王泰岩

33 2S38 李沄澳 何霖 33 月影 谷德金 胡泽龙

34 特战荣耀 刘泽群 何振杰 34 风灵 李云鑫 王健权

35 倾城一笑 陈昕 徐曾锟 35 既随本心 李科均 董新海

36 酒仙 王凯飞 钟德达 36 三一 黄正康 杨林海

37 一路顺风 程帆航 蒋纯林 37 偏执的男人 郝文杰 刘勋达

38 摧枯拉朽 高康健 郁翘楚 38 勇往直前 张伟龙 李宇

39 格局大开 gzr 张聚憬 39 Ironclan 王怀腾 李佳庆

40 问天 刘自豪 王枭屹 40 傲阳之下 王伟帅 陈悟畅

41 空降台湾 李万涛 祝铖 41 黎明的黑暗 赵志浩 黄光磊

42 江南 吴昊泽 魏郅豪 42 FG 王 李旭龙 何耀峰

43 四叶草 杨欣泽 吴俊锋 43 back king 王凯 王耀雄

44 砺剑 B 张明睿 李勇志 44 梅开三度 李湃 姬学城

45 东风浩荡 阙小翔 陈柯甫 45 DF快递 卢抗非 张志鹏

46 天天向上 陈俊杰 安雪涛 46 拿命换点 侯淋 于云涵

47 东风·起舞 史记 丁林杰 47 红烧肉 岳金宝 赵鑫哲

48 砺剑 A 张鹏 孙博 48 风云 袁瑞民 孙鹏飞

49 灞上起东风 王培 狄汪樟 49 拉面金箍棒 宋圳



50 你干嘛哎呦 赵嘉豪 苏文靖 50 养生小队 徐佳乐 王筱琦

51 超级飞侠 刘侠 粟超 51 小飞机 丰效坤 任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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