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队名 学校
安徽财经大学启梦队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鲜果队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大学探路者队 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沐思团队 安徽大学
安徽工程大学5256队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工程大学贝特（better）队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工业大学一队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工业大学二队 安徽工业大学
安庆师范学院赤焰物流队 安庆师范学院
安庆师范学院Horizon队 安庆师范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晨光队 安阳师范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致知队 安阳师范学院
北方民族大学知行队 北方民族大学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一队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零一队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一队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SmartTeam队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0.1℃队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北京科技大学京明队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Race Rainbow队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破晓队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Stand by me队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物资学院T-BO队 北京物资学院
北京物资学院1+1>2小队 北京物资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柚子队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基里巴斯队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启航队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长安大学云远队 长安大学
长江大学长新队 长江大学
长江大学蜂窝队 长江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潜龙在渊队 长沙理工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筑梦少先队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毕星团队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鲜"行一步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The First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大连大学一队 大连大学
大连大学筑梦队 大连大学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我们队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Dream Chaser队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畅流Plus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5PL团队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五畅其流队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CCL队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F+战队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Explorers团队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HOPE队 东北农业大学
东华大学朝阳队 东华大学
东华大学砥砺前行队 东华大学
东南大学扬子银涛队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钟山紫气队 东南大学
福建工程学院任意门队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名流队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智慧冷链队 福建农林大学



福州大学五块小榕包 福州大学
福州大学福达队 福州大学
赣南师范学院麒麟队 赣南师范学院
赣南师范学院时光队 赣南师范学院
广东财经大学二队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一队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幽灵队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争舸队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广东工业大学完美团队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五面魔方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Scholars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这异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寒冰射手攻城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追梦少女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Warriors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邦1314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西财经学院西瓜队 广西财经学院
广州大学设手队 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广大青年队 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华软学院源计划队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Fight队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广州商学院特种兵队 广州商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梦想队 桂林理工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星火队 哈尔滨商业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行云流水队 哈尔滨商业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爱鲜丰队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智联队 哈尔滨师范大学
海南大学一队 海南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2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一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二队 杭州师范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宣韵队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毅勇队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学院pioneer队 合肥学院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冰缘梦之队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农业大学渤海校区聚梦队 河北农业大学
河南大学little boss队 河南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蓝海队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Hand Max 队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骁客队 河南科技大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V智战队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东风战队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湖北经济学院星空队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经济学院济民队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光之希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perfect团队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天马行空队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惟新队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商学院一队 湖南商学院
湖南商学院Flash队 湖南商学院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2队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
花椒求索 华东交通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鹿鸣队 华东交通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五冻全程队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一队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TEAFEE队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飞越队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筑梦队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 Huge Times 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飞速小分队 华南师范大学
WeCool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两意三心队 华中科技大学
怀化学院奇胜队 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银色星光队 怀化学院
答案 淮北师范大学
淮南师范学院一队 淮南师范学院
淮南师范学院二队 淮南师范学院
黄河科技学院励梦队 黄河科技学院
惠州学院Superego队 惠州学院
惠州学院Challenger队 惠州学院
吉林大学致远队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一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二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江苏大学弘毅队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求是队 江苏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星尘队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队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物之鸿队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争鸣队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Running Girls队 江西理工大学
金陵科技学院Dream Maker队 金陵科技学院
金陵科技学院玉律队 金陵科技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二队 昆明理工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一队 昆明理工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胡杨队 兰州交通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晨曦队 兰州交通大学
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 “动”力畅流队 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
聊城大学（商学院）天翊队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菜鸟队 聊城大学
南昌大学小火焰队 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香樟队 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锐新战队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煜宸战队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南昌工程学院明日之星 南昌工程学院
南昌工程学院-飞跃队 南昌工程学院
南华大学The No.0队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二队 南华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一队 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plus4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水杉镖局队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一队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新锐队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excellent队 南京邮电大学
南开大学一队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物流管理1队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Day Day Up队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青岛理工大学自渡科技队 青岛理工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五次方队 青岛理工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青春飞扬队 曲阜师范大学
三峡大学求索队 三峡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Group Star队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齐跃团队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交通学院争鸣队 山东交通学院
山东交通学院超能路战队 山东交通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适度队 山东科技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至诚队 陕西科技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至博队 陕西科技大学
上海大学融创其流队 上海大学
电机追风队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Baymax Logistics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罗杰斯迪克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航飞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曦望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瀚海队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睿跃队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一队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金融学院大红花队 上海金融学院
深圳大学冷宝宝团队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一队 深圳大学
石家庄铁道大学知行队 石家庄铁道大学
石家庄铁道大学起凡队 石家庄铁道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东成西就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蜗牛在路上队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Vein队 太原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一Five Plus队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北洋梦之队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红鲤鱼与绿鲤鱼队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嘉定之星队 同济大学
皖西学院超能陆战队 皖西学院
皖西学院荒之队 皖西学院
五邑大学Forever Sunshine队 五邑大学
邑大“3+2” 五邑大学
武汉大学林博加塞队 武汉大学
武汉纺织大学零点零五队 武汉纺织大学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v5队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王之一队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武汉工商学院On The Way队 武汉工商学院
武汉科技大学二队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一队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一队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前行者队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聚星队 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
开拓者 武夷学院
西安科技大学梦之队 西安科技大学
Silk Road 西游队 西安邮电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High Five队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正之名队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大学缙云派 西南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唐臣队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以升队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工业工程队 西南科技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守夜星队 西南科技大学



厦门理工学院神锋队 厦门理工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优能队 厦门理工学院
新疆科院物流管理一队 新疆科学技术学院阿克苏校区
徐州工程学院冷运达人队 徐州工程学院
徐州工程学院“在路上”队 徐州工程学院
盐城师范学院知行队 盐城师范学院
云南财经大学麒麟队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双豪队 云南财经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一队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日出东方队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浙江大学拉普拉斯Logistics 浙江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First In First队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一骑红尘队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一队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科技学院头脑特工队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动物园队 浙江万里学院
先锋者 郑州大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飞跃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智尚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中国计量学院一队 中国计量学院
中国计量学院奇思队 中国计量学院
中国民航大学抱团取冷队 中国民航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零下六度队 中国民航大学
后勤工程学院弘毅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ngine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大学二队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一队 中南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I smart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破风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经纬队 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一队 中央民族大学
重庆大学正经队 重庆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speassion战队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向日葵队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交流电队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科技学院二队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科技学院一队 重庆科技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