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名称（必填） 队伍名称（必填） 教练 队伍类别 队员1（队长）姓名 队员2姓名 队员3姓名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Metallic Faguo Zhou 3人队 史坪巧 赖欣颖 田博闻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TEAM Faguo Zhou 3人队 Haocheng Huang Guanwen Ding 张飞钒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Triumph of the warriors Faguo Zhou 3人队 Peiran Yang Fangda Zou Xinwei Luo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Worst One Faguo Zhou 3人队 Ke Liu Hanjie Wu Hongji Yang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RBUST01 Fei Ye 3人队 Zichao Niu Yongquan Ju Guoqing Wu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RBUST02 Fei Ye 3人队 陈嘉铭 顾红卫 周轩宇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RBUST03 Fei Ye 3人队 Haobo zhu 赵宇 黄兆宇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RBUST06 Fei Ye 3人队 Haoxian Chen Xinlin Liao Sishuo Liu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RBUST07 Fei Ye 3人队 Pei Liu Kaiying Pan Yuanxiao Zhu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RBUST08 Fei Ye 3人队 Siyu He Chengbin Li Kaiji Wang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RBUST10 Fei Ye 3人队 张连胜 卢冰 关兆泓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RBUST11 Fei Ye 3人队 Xueyin Yu Yonggang Jia Zheng Wei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RBUST12 Fei Ye 3人队 Zichen Zhuang Mingzhao Wang Kehua Lai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RBUST15 Fei Ye 3人队 杨睿 张皓淞 肖健
阿坝师范学院 拍手叫好 谢科 3人队 莫银涛 韩宇 陈宛垚
阿坝师范学院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谢科 3人队 陶振 谢文鹏 陈佳慧
安徽大学 #define int long long 周健 3人队 张子谦 张子谦 常昊冉
安徽大学 The BigFat Duck 周健 3人队 桑浩翔 桑浩翔 桑浩翔
安徽大学 保密 周健 3人队 程晗 王浩宇 闵烁
安徽大学 不朽盾弓 周健 3人队 魏铭远 魏铭远 魏铭远
安徽大学 不朽盾弓 周健 3人队 余思龙 徐雪健 胡涵之
安徽大学 科幻小说 周健 3人队 郑天 王橹桥 翁万江
安徽大学 为什么你AC的这么熟练 周健 3人队 陈子安 罗欣然 张云飞
安徽大学 有一个人前来写挂 周健 3人队 李骋 李骋 李骋
安徽工业大学 Hello World 王喜凤 3人队 王锦波 鲁宗顺 王旭康
安徽工业大学 persistence 王喜凤 3人队 苗栋 郭师 李壮
安徽工业大学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王喜凤 3人队 陈良焕 谷成磊 王志鹏
安徽科技学院 想找人分钱 赵靖 3人队 刘庞 晋毓麟 石涛
安阳工学院 L 王瑞平 1人队 李江涛
安阳工学院 zzzz 王瑞平 1人队 张伟豪
安阳工学院 哒哒哒～ 王瑞平 1人队 时贝宁



安阳工学院 工地搬砖 王瑞平 1人队 苏州
安阳工学院 加加加 王瑞平 1人队 周雪婷
安阳工学院 胖头鱼 王瑞平 1人队 张哲
安阳工学院 碰碰车小队 王瑞平 1人队 蔡欣悦
安阳工学院 让我AC一题吧 王瑞平 1人队 邵舟
安阳工学院 撒哈拉的沙 王瑞平 1人队 陈春明
安阳工学院 石石石 王瑞平 1人队 石一昊
安阳工学院 我说的都对 王瑞平 1人队 张意恒
安阳工学院 样例过了我能AC吗 王瑞平 1人队 贾智卓
安阳工学院 一段旅程 王瑞平 1人队 马力
安阳工学院 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王瑞平 1人队 尚鑫丽
安阳工学院 雨落小队 王瑞平 1人队 张振华
安阳师范学院 ayf 刘凌霞 1人队 苏云飞
北方工业大学 Good Bad Miss 刘高军 3人队 王北辰 乔铭宇 刘桁铭
北方工业大学 快乐摸鱼 李源 3人队 龚怿 张荔姗 陈立哲
北华大学 北华1队 鲁静轩 3人队 吴嘉帅 张家宁 姚晗荟
北华大学 北华大学2队 鲁静轩 3人队 王颖 涂伟鸿 陈冠华
北华大学 北华大学3队 鲁静轩 3人队 李宁 刘晓易 王旭
北华大学 北华大学4队 鲁静轩 3人队 袁一骏 杨佳乐 杜琪
北京大学 Do you have a pig for team name?罗国杰 3人队 曹原 陈胤戬 吴孟周
北京大学 Giraffes 罗国杰 3人队 郭城志 陈宇 徐舟子
北京大学 GonnaEat 罗国杰 3人队 姚昕蒴 袁晓坤 张开泰
北京大学 inverted cross 罗国杰 3人队 孔朝哲 周雨扬 潘骏跃
北京大学 mahoushoujyo 罗国杰 3人队 刘俊豪 陈官厅 刘雨俊
北京大学 Name Of Normality 罗国杰 3人队 郭子劢 郭俊毅 周可行
北京大学 Not Found 罗国杰 3人队 余快 戴傅聪 陈奇之
北京大学 reborn as a vegetable dog 罗国杰 3人队 王展鹏 罗煜翔 蒋凌宇
北京大学 seven is victory 罗国杰 3人队 谢文杰 杨文登 黄凝霜
北京大学 Super long downtime 罗国杰 3人队 王泽州 金皓宇 王颖
北京大学 thuyyds 罗国杰 3人队 王湘源 陈伯轩 张家梁
北京大学 Zhao Cha 罗国杰 3人队 吕秋实 屠学畅 张博为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打铁工作群 李晓东 3人队 曲经民 庄京生 唐启恒



北京工业大学 Kernel Panic Core Dumped 高红雨 3人队 卢雨轩 养罡智 周晟颐
北京工业大学 WA好厉害 高红雨 3人队 葛中正 周榆忱 吴天鹤
北京工业大学 板烧鸡腿堡 高红雨 3人队 岳柳青 朱宸睿 胡天骕
北京工业大学 北工大积极健康向上 高红雨 3人队 熊浩男 卢晟熙 马逸行
北京工业大学 不得零分就算胜利 高红雨 3人队 刘海天 余佳珉 王钟楠
北京工业大学 没有队名是最好的队名 高红雨 3人队 丁宇 陈铮阳 许轩昂
北京工业大学 卧龙凤雏大聪明 高红雨 3人队 刘洋 陈威威 汪昊然
北京工业大学 这条鱼有点傻 高红雨 3人队 王驰 赵天宇 佟祥正
北京工业大学 这这这这这里有敌人 高红雨 3人队 洪蔚杰 李昊 张宇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Blastoise 宋友 3人队 余浩男 高湘一 王梓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DaLao666 宋友 3人队 姜雨竺 张殊睿 蒋季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I don't know.png 宋友 3人队 牟钰 廖纪童 冯玮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LegalString 宋友 3人队 蒋贤蒙 王赵安 王智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Poor Math 宋友 3人队 杨振炜 唐怡浜 金炼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So far so weak 宋友 3人队 赵子涵 程泽轩 张思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So You Also Play ACM 宋友 3人队 范泽恒 恭天祥 王小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the_best_fishmen 宋友 3人队 温佳昊 韩一 吕诚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War Wolf 宋友 3人队 闵家旭 张羿凡 崔绍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What did Jiaran eat today? 宋友 3人队 潘天蔚 郝泽钰 刘佳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杯金银空铜天大学 宋友 3人队 彭毛小民 肖思炀 郑耀彦
北京化工大学 ac自动机 刘勇 3人队 邹策 闫阳旭 王淇澳
北京化工大学 Five small group 刘勇 3人队 闫振华 巴衣地力达·马木白提 刘嘉楠
北京化工大学 不挂机 刘勇 3人队 姜晨 李腾飞 但啟涛
北京化工大学 肝，都能肝 刘勇 3人队 王凯 朱立忠 于博
北京化工大学 绿藤市长藤资本 刘勇 3人队 熊伟 袁凯 江永卫
北京化工大学 随便吧，我也没想法 刘勇 3人队 张世东 叶可 庄禹
北京化工大学 以上队伍成绩无效 刘勇 3人队 冯宇强 潘昊喆 凡西平
北京化工大学 勇敢小队 刘勇 3人队 刘昊 郑韦诺 张烁
北京化工大学 紫竹餐厅队 刘勇 3人队 黄彬彬 许言锴 邹旭
北京化工大学 自己相似的两性具有队 刘勇 3人队 曾梓勋 梁凯星 洪枢适
北京建筑大学 年轻人要讲码德 钱丽萍 3人队 齐思恺 王家晟 刘伟峰
北京交通大学 H_L_M 黄华 3人队 胡越洋 李远铄 缪新宇



北京交通大学 TLE自动机 黄华 3人队 孙雨宸 谭欣妍 张文祺
北京交通大学 关键值 黄华 3人队 赵海波 李乾 于瑞祺
北京交通大学 届不到的AC 黄华 3人队 邵天语 王麒皓 杨致远
北京交通大学 卷心菜 黄华 3人队 黄泽华 蔡子祺 杨佳昊
北京交通大学 隆中队 黄华 3人队 杨纪升 何昌鹏 许根瑞
北京交通大学 鸣洋四海的萨日朗 黄华 3人队 钟一鸣 孙锦洋 郭奕朗
北京交通大学 随便取的 黄华 3人队 余萧 郭佳源 郑建轩
北京交通大学 铁杵磨成金 黄华 3人队 张乐凭 徐一龙 张开元
北京交通大学 万寿无疆 黄华 3人队 邱烨卿 余彦可 彭彦铭
北京交通大学 小旋风 黄华 3人队 陈浩钧 何金珂 邓人嘉
北京交通大学 有三个人前来买瓜 黄华 3人队 韦正豪 孙迈 覃超智
北京交通大学 这WA保熟 黄华 3人队 黄浩禹 关雨晨 林宏展
北京交通大学 自动AC机 黄华 3人队 辜易 李雪奇 顾丁瑞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动物园 洪源 3人队 欧阳邱 刘宇涵 程明朗
北京科技大学 不可靠题意传输协议 洪源 3人队 赵开 夏旭辉 刘彦铭
北京科技大学 随机队名 洪源 3人队 刘伟浩 苏嵋岩 宋博文
北京理工大学 BellmanFord VS Faust 林永钢 3人队 杨予宸 刘志丹 焦鹏屹
北京理工大学 Biggest fish 林永钢 3人队 安奕辰 张浩源 蒋刘赟
北京理工大学 dasjkstar 史继筠 3人队 王崧乔 罗博文 黄子越
北京理工大学 ddlAresVSddl 林永钢 3人队 张庚辰 陈鸿韬 李一文
北京理工大学 Deadlines are 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s林永钢 3人队 林恺 朱子林 邹知秋
北京理工大学 Doki Doki XCPC Club 史继筠 3人队 陈泓旭 姚嘉树 杨乐
北京理工大学 lai kou tang 史继筠 3人队 闫方昭 张至鑫 袁奕晨
北京理工大学 So Proficient 付莹 3人队 李坚辉 张程 廖嘉琦
北京理工大学 wwwidget 史继筠 3人队 于瀚文 赖昱行 孙嘉珺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星火燎原 刘丽 3人队 张润泽 冯骏枝 林佳皓
北京联合大学 Pioneer 杜煜 3人队 吴德盛 王翊伟 李梦哲
北京联合大学 三个火枪手 牟圣豪 3人队 牟圣豪 罗超市 牟圣豪
北京联合大学 幼儿园大班 马岩 3人队 赵麒 钟水清 饶超
北京林业大学 好潮如评 徐艳艳 3人队 周楷 张睿敏 邱明亮
北京林业大学 讲个笑话，我样例没过 徐艳艳 3人队 李子超 李明珠 周子涵
北京林业大学 人类高质量男性 徐艳艳 3人队 孙语泽 赵硕 谭英洁



北京林业大学 树下三只鱼 徐艳艳 3人队 蒋佳榕 金溥原 梅涵
北京林业大学 水底小分队 徐艳艳 3人队 闫好真 孙梓良 周煜
北京林业大学 杂毛小鸡 徐艳艳 3人队 陈浩翔 黄梓铭 康旭
北京师范大学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 徐鹏飞 3人队 高艺炜 林泽翰 卢炜文
北京师范大学 懒标记 徐鹏飞 3人队 姜潮涌 张网星 薄小荷
北京师范大学 群鸦盛宴 徐鹏飞 3人队 赵子豪 徐悦萱 陈婉妍
北京师范大学 网络流 徐鹏飞 3人队 王小普 刘语柔 陆春酉
北京师范大学 我说我是乱打的 徐鹏飞 3人队 吴丽莎 德乐海 赵建锟
北京师范大学 无敌舰队 徐鹏飞 3人队 张睿琪 臧祝利 张弘强
北京师范大学 谢谢卡尔 徐鹏飞 3人队 彭泊词 汤昕宇 曾睿哲
北京师范大学 新生 徐鹏飞 3人队 林靖轩 李鼎懋 李明泽
北京师范大学 野指针 徐鹏飞 3人队 徐若翔 段欣然 何佳文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以外的队伍成绩全取消 冯速 3人队 孙宇祥 姚梦俊 陈凯翼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炼金术士 徐子木 3人队 洪奕辰 王若昕 杨若愚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来一杯烫烫烫的锟斤拷 叶梦杰 3人队 蔡伟杰 曾庆濠 李俊霖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北师大珠海校区一队 冯速 3人队 刘雨杭 刘东轩 蔡仲勋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尼采巴赫和歌德走不了自招 牟永敏 3人队 刘泽昊 宋开元 苏永鑫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你这比赛要是保铜我肯定打呀牟永敏 3人队 张涛 张扬 张瑞轩
北京邮电大学 0xCCCCCCCC 杨亚 3人队 孙明志 梁昊骞 林麒
北京邮电大学 balloonless 杨亚 3人队 董建威 雍梓奇 樊星宇
北京邮电大学 Harmony 杨亚 3人队 刘涛 范珈诚 段锦宇
北京邮电大学 不死吃了 杨亚 3人队 郑嘉佑 侯德政 韩谨谦
北京邮电大学 五行缺土 杨亚 3人队 庄铭淳 李健扬 苏承烨
常熟理工学院 芭芭拉冲啊 聂盼红 1人队 严俊华
常熟理工学院 风止叶落 聂盼红 1人队 曾谷优
常熟理工学院 苦橙 聂盼红 1人队 徐柔
常熟理工学院 牛可乐说的都对 聂盼红 1人队 刘昕宇
常熟理工学院 一直摸鱼一直爽 聂盼红 1人队 常博豪
成都东软学院 QWQ 田霖 3人队 杜健 张旭东 朱菲
成都东软学院 没过四级 田霖 3人队 文健 文中星 康嘉伟
成都东软学院 你垃圾袋挺能藏啊 田霖 3人队 王荣川 廖华杰 梁启贤
成都东软学院 少年先疯队！ 田霖 3人队 武晓飞 王淇龙 钱思琪



成都东软学院 我真的不会 田霖 3人队 陈龙 马千里 赵一鑫
成都锦城学院 三核单线程 李丹 3人队 喻若舟 刘浩 陈柯源
成都锦城学院 说实话我过了样例 李丹 3人队 王崧 赵夕朝 王睿
成都理工大学 ABCDEF 李军 3人队 吴恒 刘磊 雷笙达
成都理工大学 大概是个队名就行了吧 李军 3人队 段瑞涛 张世和 肖毅
成都理工大学 困难症重度患者 李军 3人队 涂春雨 汤昱力 李发展
成都理工大学 签到分界线 李军 3人队 张文渝 廖智 马坤
成都理工大学 铜牌分界线 李军 3人队 张政宇 闫学城 梁俊尚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Accept 张玺 3人队 李喆 张志豪 陈浠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Daylight 张玺 3人队 尹浩坤 陈俊树 廖杰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Nu110ne 张玺 3人队 李承龙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ojbk 张玺 3人队 李健 苟鹏程 李明康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隆中队 张玺 3人队 应树明 敬浩城 阳思莹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您完全不写代码是吗 张玺 3人队 邓佳国 李霜 周英浩
成都理工工程技术学院 clgczmx 张玺 3人队 曾朝林 孟德宸 薛志坤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ao wu~ 黄健 3人队 陈敬龙 陈怡兵 向一心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从WA到TLE 黄健 3人队 郑淼 何麟羽 黄巫键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多做一道是一道 黄健 3人队 戴琦程 彭杰 殷源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你的队名莫得我的好康 黄健 3人队 胡峻搏 周博文 黄俊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取名字真难 黄健 3人队 胡靖琨 庞旭 左骥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我想带两个小妹妹 黄健 3人队 余春生 李梓靖 王星辰
滁州学院 王蛋乐 程辉 3人队 孙劲松 曹家乐 王燕春
大连大学 黎明前线 毛玉萃 3人队 刘逸飞 李再尚 杨德胜
大连大学 人间失格 毛玉萃 3人队 郭涵涛 关泽群 卢扬城
大连理工大学 coca粉丝团 陆坤 3人队 赖哲剑 吴稼宇 钱坤
大连理工大学 warbler's tweet in daydream梁冰 3人队 高盛轩 李胤驰 余毅航
大连理工大学 阿巴阿巴 陆坤 3人队 王玉宁 刘政 宋佳俊
大连理工大学 参赛人数普查 梁冰 3人队 陈一帆 张思凡 陈荣波
大连理工大学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用的诶 陆坤 3人队 姜振宇 邬振赫 张天旭
大连理工大学 三带一 陆坤 3人队 夏鸿康 李冠霖 江雨桐
大连理工大学 我永远喜欢蓝毛 陆坤 3人队 蔡廷漳 黄承诺 唐振宇
大连理工大学 以上队伍没有xm 陆坤 3人队 濮凡轶 谭傲 秦绍鹏



大连理工大学 优哉游哉 梁冰 3人队 余澍莘 杨朗 卢品仁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 卑微小队 李德政 3人队 王治鑫 叶星辰 赵浩翔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 怎么网络赛还打铁啊 李德政 3人队 王翊臣 王泽洲 张成瑞
大庆师范学院 锅包肉 李欣 3人队 王琪 廖天宇 丁鹏旭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AIR 杨鹏 3人队 郝益民 王浩舟 郑皓瑞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BigBigRoll 杨鹏 3人队 李佳骏 李奕聪 陈奕可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Flaming_Tomatoes 汪小平 3人队 李峻枫 李欣朋 范恩泽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FlyPotato 吴磊 3人队 罗嘉诚 吴宇航 林华伦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Guest_WiFi 吴磊 3人队 弋竞为 周湘阳 喻鹏云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INnoVation 汪小平 3人队 诸人豪 彭帅康 李纪甫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MagicalGirls 杨鹏 3人队 周津宇 胡佳金 朱铖昊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ManInStack 杨鹏 3人队 贺皓哲 冯宇扬 石天辰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meowmeowfist 汪小平 3人队 程博文 胡瑞 熊文筱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Ox_or_Horse 吴磊 3人队 张梅宏 王致远 张子牛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Remake_of_OIers 汪小平 3人队 黄博奕 周雨辰 何旭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SampleInput 汪小平 3人队 汪语桐 山佩永 张能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shoegazer 吴磊 3人队 刘阳依健 黎婷 杨登庆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Sorry 杨鹏 3人队 陈俊杰 陈则行 凤奕鸣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StarGhost 杨鹏 3人队 王昱栋 张乐恒 罗旅洲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swimmer 吴磊 3人队 冯书瀚 张鸿皓 刘轩
电子科技大学 UESTC_Triblekill 杨鹏 3人队 吴晓玉 张镕麒 梁晖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CDZSC_ellipse egg middle school吴舜歆 3人队 王乙丞 王璐聃 胡棕宪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CDZSC_no effort no harvest吴舜歆 3人队 黄琮量 丁炤 周庭略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CDZSC_The Niko together with the Ice and the Cat吴舜歆 3人队 陈广辉 王宇冰 张轩
东北大学 galaxias 刘小锋 3人队 李泽仁
东北大学 NEU_打得不错 刘小锋 3人队 秦宇 张嘉正 王嘉淇
东北大学 别叫我起队名 刘小锋 3人队 凌润 徐子轩 郎敏杰
东北大学 浮生六记 刘小锋 3人队 魏学林 伍孝飞 张天泽
东北大学 河童重工 刘小峰 3人队 郝思成 吴钰璋 杜洋
东北大学 没人比我更懂评测机 刘小锋 3人队 王泽辉 汪鑫 潘康华
东北大学 青年大学习 刘小峰 3人队 金融 张国标 范浩鹏
东北大学 照烧鸡饭团 刘小锋 3人队 卢音彤 徐士惠 邵洲天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bug都改队 王和兴 3人队 曹怡明 曹立菲 冯鼎容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NEUQ_SCJ 王和兴 3人队 袁茂恒 胡鸿捷 刘琛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罚坐五小时 王和兴 3人队 刘子涵 宫硕 董淑睿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今年不摸鱼 王和兴 3人队 周家鹏 张佳琳 颜俊杰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就这场了 王和兴 3人队 张烨槟 沈晓汐 张逸凡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绝妙的队名 王和兴 3人队 唐浩然 张荆冬 耿舒翼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快乐楠桐乘三队 王和兴 3人队 李不凡 林鸿伟 尹子健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扫黑除恶 王和兴 3人队 徐忠翰 黄子说 任万钟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我常常因为不够变态而感到与队友格格不入王和兴 3人队 张荆冬 杨芳萌 唐浩然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我们教练不会签到 王和兴 3人队 池岩峻 陈世鑫 陈嘉鸿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一般都队 王和兴 3人队 林正远 吴政龙 吴政龙
东北电力大学 HAL 9000 徐浩东 3人队 徐浩东 关凯铭 李翔宇
东北林业大学 716 陈宇 3人队 白瑀琦 高宇轩 刘子琦
东北林业大学 vegetables 陈宇 3人队 张萌 耿林康 兰文峰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猎码人 陈宇 3人队 刘新宇 管培喆 袁正一
东北林业大学 嘉然的狗仔队 陈宇 3人队 李昊深 吕苏鑫 孟一平
东北林业大学 教我写代码 陈宇 3人队 刘思远 凌雨枫 谢中天
东北林业大学 林大施工队 陈宇 3人队 李一辰 方震 邱科悦
东北林业大学 路人队 陈宇 3人队 蔺浩哲 段润诚 陈梓洋
东北林业大学 三个顶个球 陈宇 3人队 曹传忠 王子涵 陈绍光
东北林业大学 山水园林 陈宇 3人队 孙芾岳 陈锦涛 白植利
东北林业大学 贪心只能过样例 陈宇 3人队 周城 杨煜阳 董嘉真
东北林业大学 吾有一术名曰暴力 陈宇 3人队 常中一 蒋世超 张哲
东北林业大学 线性封闭 陈宇 3人队 付钧元 潘航 周思乐
东北农业大学 Almost 李晓明 3人队 武俊延 李家谋 徐成
东北农业大学 Don't urge me to name the team李晓明 3人队 霍欣彤 李子豪 刘禹
东北农业大学 FBI WARNING 李晓明 3人队 杨坤 刘新儒 邵博宇
东北农业大学 Fight for AC 李晓明 3人队 谢文涵 赵晏泽 赵涵硕
东北农业大学 Invincible AC 0 God of War 李晓明 3人队 王立盛 郑月亮 田也
东北农业大学 Let go of that question and let me do it李晓明 3人队 朱秀滨 黄铎 刘纳川
东北农业大学 Not bad these twenty minutes李晓明 3人队 唐瑀佳 路号号 李兴锐
东北农业大学 不想回去上班对 李晓明 3人队 肖天顺 李泽林 王伟林



东北师范大学 半岛金盒 周治国 3人队 虞敖 吴保森 吴柏辉
东北师范大学 不打铁不回家 周治国 3人队 任瑞超 贺嘉 李兆航
东北师范大学 利刃的诗 周治国 3人队 杨熊鑫 刘彤 凌典
东北师范大学 三个铁沸物 周治国 3人队 姜子健 张影 叶依航
东北师范大学 碎月 周治国 3人队 高赫然 陈胤儒 段木多
东北师范大学 潇天树不倒 周治国 3人队 曾令树 胡潇 范耀天
东北师范大学 荧惑守心 周治国 3人队 邹宇明 刘思博 胡哲瑜
东北师范大学 长夜漫漫 周治国 3人队 童浩龙 徐文浩 唐佳成
东北师范大学 哲李好帅 周治国 3人队 郝帅 李然 朱衍哲
东莞理工学院 AC Orz 陈传祥 3人队 黄春乔 肖跃帆 许俊彬
东莞理工学院 wa自动机 陈传祥 3人队 叶磊 冯炜亨 覃亮
东莞理工学院 今天的风儿甚是喧嚣 侯爱民 3人队 郭扬鹏 黄清贤 林天翔
东莞理工学院 题目不错队 陈传祥 3人队 陈桦信 黄传慧 苏泽军
东莞理工学院 致远 陈传祥 3人队 蔡淑仪 张运佳 杨怡佳
东华大学 ACDreamer 黄永锋 3人队 蒋诚 刘常乐 倪萍
东华大学 dhdx 黄永锋 3人队 刘艺圻 许彬兴 邹永杰
东华大学 July 黄永锋 3人队 蒋欣成 熊思静 陈宇潇
东华大学 华东面馆 黄永锋 3人队 任天宇 黄城帆 刘青山
东华大学 苦露西 黄永锋 3人队 傅奕宸 余煊赫 殷熠健
东华大学 压力马斯内 黄永锋 3人队 潘有升 于永立 方源
东华理工大学 不想打铁啊 李祥 3人队 熊浪 游祥松 刘强
东华理工大学 破晓 李祥 3人队 王奕涵 王显诚 蓝旺
东华理工大学 这可是兼具智慧与美貌的八重神子大人赠与我的李祥 3人队 李荣 朱万兴 潘卓彦
东南大学 Astaroth 倪庆剑 1人队 李广润
东南大学 Harold 倪庆剑 1人队 顾枢衡
东南大学 Josh00 倪庆剑 1人队 卢昊飞
东南大学 lsc想打icpc 倪庆剑 1人队 李思诚
东南大学 remake 倪庆剑 1人队 陈哲斯
东南大学 不队 倪庆剑 1人队 田昊冬
东南大学 厕所★ ★战神 倪庆剑 1人队 许轲
东南大学 单机自闭玩家 倪庆剑 1人队 潘景瑞
东南大学 东南ACMER是传奇 倪庆剑 1人队 郑致远



东南大学 队伍名称 倪庆剑 1人队 李尧羿
东南大学 队友呢队友呢队友呢 倪庆剑 1人队 刘宇轩
东南大学 好风徐来 倪庆剑 1人队 黄天宇
东南大学 今晚吃啥x队 倪庆剑 1人队 唐煜昊
东南大学 就跳碎片东 倪庆剑 1人队 任陈龙
东南大学 卷毛羊 倪庆剑 1人队 郝舒扬
东南大学 码农小组1 倪庆剑 1人队 吴雨璋
东南大学 码农小组2 倪庆剑 1人队 孙浩芫
东南大学 码农小组3 倪庆剑 1人队 卓阳
东南大学 明天吃什么 时屿轩 1人队 时屿轩
东南大学 首先是犯下傲慢之罪的东海帝王倪庆剑 1人队 刘朗麒
东南大学 听取WA声一片 倪庆剑 1人队 钱逸凡
东南大学 蛙以口鸣方致蛇祸 倪庆剑 1人队 钟昊原
东南大学 我走错考场了 倪庆剑 1人队 方玉杰
东南大学 一拳一个嫩妹 倪庆剑 1人队 王薪恺
东南大学 有一个人前来打铁 倪庆剑 1人队 张皓
福建工程学院 _(:D)∠)_ 陈义 3人队 叶俊杰 曾令文 叶志海
福建工程学院 三明智 陈义 3人队 黄朝英 林毅祥 赵洪杰
福建工程学院 鱼摸 陈义 3人队 卢益盛 卢益盛 卢益盛
福建江夏学院 江夏小分队 赵杰 3人队 陈琮羽 牛辉 陈清
福建农林大学 诶嘿（eihei） 林清波 3人队 兰宇平 林新煜 郑一凡
福建农林大学 躺平也想被念队名（LieWin）刘必雄 3人队 郑荣灿 黄妃妃 陈心桥
福建农林大学 一方通行（accelerator） 刘必雄 3人队 施炜辰 黄耀杰 张涛
福建师范大学 AC了一半被希尔Q断了 赵红欣 3人队 肖磊 王辉 苏君鹏
福建师范大学 队里没得嘉心糖 赵红欣 3人队 王昱佳 刘威 茹迦怡
福建师范大学 队里没有嘉心糖 赵红欣 3人队 曾家霖 谢家绅 张木沐
福建师范大学 队友呢队友呢救一下啊 赵红欣 3人队 赵红欣 章军豪 陈坤坤
福建师范大学 高质量签到队 赵红欣 3人队 张晓龙 谢运科 丁宇怀
福建师范大学 给我整不会了 赵红欣 3人队 陈嘉伟 许泽昊 李嘉蔚
福建师范大学 逆十字杀疯咯 赵红欣 3人队 邹阳 陈鸿 陈杨涛
福建师范大学 签到就退役 赵红欣 3人队 陈泽乐 曾吉波 张兰馨
福建师范大学 通知：以上队伍成绩无效 赵红欣 3人队 周奕帆 巫朝哲 苏鹏



福建师范大学 夜幕降临 赵红欣 3人队 林骅 黄炳源 蔡云森
福州大学 fwt_without_t 傅仰耿 3人队 庄佳霖 黄森 龙林
福州大学 Takoyaki 傅仰耿 3人队 赵威威 刘璐瑀 黄慧卿
福州大学 饥饿艺术家 傅仰耿 3人队 李哲 张妍 蔡鸿源
福州大学 精准 傅仰耿 3人队 李鸿宇 王奕然 林铮翔
福州大学 狂风之力 傅仰耿 3人队 吴英航 梁育诚 卿祺果
福州大学 玛卡巴卡 傅仰耿 3人队 陈铭铭 张嘉豪 张钧怀
福州大学 企鹅人大战谜语人 傅仰耿 3人队 苏锦程 余镐 陈昊旸
福州大学 签到五分钟罚坐四小时 李诺凡 3人队 李诺凡 田剑心 欧云帆
福州大学 钦定膜法师 傅仰耿 3人队 潘泓岳 叶林忠 汪辉阳
福州大学 清明雨上 傅仰耿 3人队 吴泽凯 林奕鑫 吴兴元
福州大学 三重下降 傅仰耿 3人队 刘华一 林章鹏 林羽希
福州大学 太熊软糖 傅仰耿 3人队 詹涛 程宇翔 杨赫
福州大学 五十已到 傅仰耿 3人队 洪磊 邓宇凡 廖智炫
阜阳师范大学 想不出对不对 王茂华 3人队 谢天意 谢腾飞 储思晴
复旦大学 e4e5 孙未未 3人队 吴可非 杜雨轩 阮毅凡
复旦大学 FDU.TBD 孙未未 3人队 高庆麾 刘明君 陆佳艺
复旦大学 HELLO ACM 孙未未 3人队 陈立达 李屹 吴小芥
复旦大学 冰泮北徂 孙未未 3人队 聂绍珩 程鹏志 梁敬聪
复旦大学 邯郸路编译器 孙未未 3人队 张佳洵 田嘉禾 袁榕含
复旦大学 金苹果幼儿园少儿先锋队 孙未未 3人队 张宇琪 王莺时 刘皓蓝
复旦大学 永不摆烂 孙未未 3人队 王艺坤 舒文韬 金润杰
广东财经大学 三人行 高文宇 3人队 黄宏杰 欧阳新 陈温婷
广东财经大学 输少当赢 高文宇 3人队 刘恒利 张文俊 梁土洮
广东东软学院 打不过就退队 杨超 3人队 黎亮 罗宇聪 余青城
广东东软学院 打铁小伙 杨超 3人队 卢楠 陈家辉 黄振
广东东软学院 东软 杨超 3人队 詹世杰 陈博宇 巫壮标
广东东软学院 你说的都队 杨超 3人队 李隆挥 肖泽荣 张晨阳
广东东软学院 铁匠铺 杨超 3人队 张惠龙 郑旭 范德川
广东东软学院 芜湖起飞 杨超 3人队 黄乐辉 梁文浪 吴宇图
广东东软学院 永不秃头队 杨超 3人队 胡天维 杜沛源 邓泽寅
广东东软学院 勇敢童童，不怕困难 杨超 3人队 李佳波 童鑫 许杰森



广东东软学院 鱼我所欲也 杨超 3人队 蔡东垲 赖浩朋 邓晋珏
广东工业大学 GDUT_sounds of silencing 孙宣东 3人队 刘诗年 朱灿 周凯慧
广东工业大学 LaLaLa 孙宣东 3人队 李东明 李坤清 罗增沛
广东工业大学 顶蛙蛙 孙宣东 3人队 林振杰 张添乐 朱晋壕
广东工业大学 蹲在树堆里 孙宣东 3人队 彭啸翔 陈昱明 曾楠
广东工业大学 简单爆零 孙宣东 3人队 张海庭 柯新宇 段环宇
广东工业大学 金缕衣 孙宣东 3人队 吴汝钊 陈浩鹏 卓曜龙
广东工业大学 猫猫吃代码 孙宣东 3人队 张峻豪 严瑞祺 王镇涛
广东工业大学 没吃饱没睡好 孙宣东 3人队 王泽荣 黄铭晖 杨德荣
广东工业大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孙宣东 3人队 叶枫 麦俊宇 无
广东工业大学 难兄难弟（fellow_sufferers）孙宣东 3人队 李贤满 曾梓淮 丘钊文
广东工业大学 强力去污粉 孙宣东 3人队 马一凡 张茜 陈逸霖
广东工业大学 日月同辉 孙宣东 3人队 梁卓楠 梁泽丰 钟浩彬
广东工业大学 早睡早起修身养息 孙宣东 3人队 吴董超 刘皓瑜 谢俊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队友不会就抽他一鞭 刘兰 3人队 李希哲 张杰 陈家乐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技师网安队 刘兰 3人队 伍文煌 邹健堯 何子欢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于是龙虎决定挑战神明 刘兰 3人队 林家民 陈森炜 郑伊延
广东金融学院 关于弱鸡参赛这件事 郭艺辉 3人队 欧阳振文 林建诚 卢瑞敏
广东金融学院 下岗工人再就业 钟雪灵 3人队 蔡永健 周溪嬴 张粤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外1队 郑琪 3人队 陆嘉俊 范琛明 詹理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外2队 郑琪 3人队 李梓康 刘禹初 梁晓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外3队 郑琪 3人队 杨泓亮 石胡梦 吴泳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外4队 郑琪 3人队 王辕 唐孟仪 黄智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外5队 郑琪 3人队 朱子曦 许怡平 高子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外6队 郑琪 3人队 林健杰 陈金桥 杨积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外7队 郑琪 3人队 刘泽恩 刘佳妮 曾晋宝
广西大学 霸道总裁之李少带我们AC 詹锋 3人队 蓝秋雨 陈嘉怡 李承轩
广西大学 碎空星的班卓琴声 詹锋 3人队 王利明 武成志 张可
广西大学 痛风时在做什么 能不能动 可以加班吗？詹锋 3人队 何金洺 洪越 孙城涛
广西科技大学 包菜爱狗 覃贵 3人队 黄城海 廖吉阳 李红丽
广西科技大学 猫猫星的守望 覃贵 3人队 李欣燃 陈昌浩 麻庭豪
广西民族大学 Ceiling 李熹 3人队 林熙 陆金鹤 陈奕舟



广西民族大学 三只老虎爱AC 李熹 3人队 黄志聪 罗武晨 杨志博
广西师范大学 白驹过隙 王金艳 3人队 刘朝晖 杨图淇 王雪
广西师范大学 签到就算成功 王金艳 3人队 张文亮 李美化 黄永雄
广西师范大学  后来居上 王金艳 3人队 资颖泉 杨轶超 莫子健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关于fufu又WA的这件事》 韦婷 3人队 陈一恺 陈宏营 何镓乐
广州大学 wa完这把回狗窝睡觉 丘凯伦 3人队 叶达之 吴梓翀 罗泳熙
广州大学 不在摸鱼 丘凯伦 3人队 唐振辉 姜靖宇 何京翰
广州大学 春花向暖 丘凯伦 3人队 陈栋林 郭育宏 邓枭
广州大学 光速幂下班队 丘凯伦 3人队 冯建华 屈静怡 丘靖宇
广州大学 火树琪花 丘凯伦 3人队 林国旺 汤广桉 吴伟俊
广州大学 懒狗训练营 丘凯伦 3人队 廖锦滔 张靖 苏志伟
广州大学 猫头吃鱼粉 丘凯伦 3人队 黄爱新 林希栋 罗锦祺
广州大学 一无所有 丘凯伦 3人队 黎宝鸿 乔慧阳 杜红艳
广州大学 紫罗兰 丘凯伦 3人队 庄鹏鑫 林志伟 吴朝亮
广州软件学院 快进到AC 周化 3人队 曾凯恩 姚灏坤 莫日锋
广州软件学院 世良真纯 周化 3人队 黄海鑫 梁导懿 蒋哲贤
广州新华学院 古梅烧鹅 张海 3人队 叶冠亨 李志杰 樊宇钦

广州中医药大学 coding 谭定英 3人队 杨秋盈 邓淑莹 张洁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这一波三杀 谭定英 3人队 沈桐 吴勋宇 林佳涛
贵州大学 猎荒者小队 徐晶 3人队 姜春磊 王硕 张李王
贵州大学 拿铁咖啡 徐晶 3人队 刘丙荣 胡梦昕 罗标
贵州大学 壹零贰肆 徐晶 3人队 孙宇 雷继翔 周旭飞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故乡的小木屋 黄正鹏 3人队 穆明泽 胡富云 杨思泽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太阳 黄正鹏 3人队 石仕鹏 戴凯林 杨璐溢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向日葵 黄正鹏 3人队 张凯林 伍承伟 王丽雯
贵州师范学院 滨go 王桥 3人队 游雪娇 陈伟滨 潘冬梅
贵州师范学院 风雨无阻 于雄 3人队 金佳 王院 殷巡
贵州师范学院 坚决不掉队 刘卓 3人队 李博阳 李润昇 高靖涵

贵州师范学院 梦之队 余熊 3人队 周珍运
贵州师范学院 幸福安康 余雄 3人队 杨燚云 邱靖贤 雷开军
贵州师范学院 应该队 刘长国 3人队 李军 明轩瀚 刘耀鲜



贵州师范学院 正在写 严烨 3人队 张鹏 张鹏 熊草云
贵州师范学院 筑梦者 桑海伟 3人队 吴帆 张志强 张甜甜
贵州师范学院 追赶队 禹振 3人队 黄进敏 卢杰 罗永东
贵州师范学院 追梦人 余雄 3人队 张雪涛 李仁佳 杨廷国
贵州师范学院 做的对 秦月 3人队 金佳 王院 殷巡
贵州师范学院 做的全队 余雄 3人队 王佳伟 钱宗其 胡仁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其他人都跑去CSP了 王子民 3人队 鲁智昊 陈星宇 苏一水
国防科技大学 ICPC一日游 尹良泽 3人队 徐圣翔 周彧 李梓雄
国防科技大学 万有引力号 尹良泽 3人队 王子恒 张睿达 梁宸菘
国防科技大学 以上队伍成绩无效 尹良泽 3人队 朱卓锋 董理 林峰玉
国防科技大学 自然选择号 尹良泽 3人队 亢世嘉 吴佳英 左传奇
哈尔滨工程大学 ACorWA这是个问题 国林 3人队 伍凌雲 郭彬 郭嘉梁
哈尔滨工程大学 AlleXceed Familia 国林 3人队 彭金浩 徐子涵 杨佳霖
哈尔滨工程大学 噔噔咚 国林 3人队 王洋 王昊宇 官毅
哈尔滨工程大学 求求了孩子想要一个大点的机房国林 3人队 贾宏昊 薛宇浩 王志远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菜瘾大 国林 3人队 周智 常一凡 管袁菲
哈尔滨工程大学 铁道游击队 国林 3人队 张宇驰 孔佳豪 牛庆洋
哈尔滨工程大学 我带了龙舌兰酒 国林 3人队 胡晗 李圳达 王冠翔
哈尔滨工程大学 我们队不会签到题 国林 3人队 徐文溢 魏文卿 刘成之
哈尔滨工程大学 因为太菜所以全点暴力了 国林 3人队 李林轩 杨春昊 黄凯鹏
哈尔滨工业大学 百合加我QQ： 孙大烈 3人队 王晓亮 徐放 金义扬
哈尔滨工业大学 很有精神 孙大烈 3人队 付希文 唐浩云 崔玉坤
哈尔滨工业大学 明日夜空哨戒班 孙大烈 3人队 王子恺 徐琬 王梓尧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男道你不酮意这个队名 孙大烈 3人队 祁展华 王羽婷 朱峰
哈尔滨工业大学 提交，然后可以捡到一发AC！孙大烈 3人队 袁野 陈宥羽 王玺澎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尼斯商人 孙大烈 3人队 唐贝利 颜伟业 刘乙丁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AE钙奶 唐琳琳 3人队 高硕豪 刘彦辰 仇博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阿鲁巴 唐琳琳 3人队 王瑞祺 陈林锟 林泽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比奇堡的快乐时光 唐琳琳 3人队 贾棠惠 李忠浩 刘江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冰糖屋 唐琳琳 3人队 吴泽楷 唐楷杰 李彬昌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扶摇 唐琳琳 3人队 刘炜豪 陈新宇 谭棋中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憨色小天使队 唐琳琳 3人队 肖力炜 陈文之屹 陈诺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机房老人 唐琳琳 3人队 井然 周熙言 李源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克鲁斯卡尔大战迪杰斯特拉 唐琳琳 3人队 梁耀臻 王思远 曹海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逆流沙 唐琳琳 3人队 徐兆彬 徐逸峰 董泽余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骗分大队 唐琳琳 3人队 曹杨 潘思成 沈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请求起飞 唐琳琳 3人队 慎乐阳 龚晨涛 廖益烽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取名好难啊 唐琳琳 3人队 方邱旸 王冬阳 唐隆斌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删库跑路 唐琳琳 3人队 梁珊 任秦江 卢郡然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深圳速度 唐琳琳 3人队 金昊 李亚轩 杨博康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天天向上 唐琳琳 3人队 冯奕森 周天鸣 谭泽玖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我悟了 唐琳琳 3人队 张人山 曹熹 郑子夫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阿波罗11 董开坤 3人队 陈柏羽 阮文哲 纪鑫鹏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大型粒子堆叠专业团队 董开坤 3人队 李嘉伦 王涛 吴亚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队友打的都 董开坤 3人队 解裕懋 曹瑞宁 戚煜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行雲流水 董开坤 3人队 张春立 罗江楠 王昊川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掘金打铁 董开坤 3人队 刘新一 和树繁 苑世豪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青州街幼儿园 董开坤 3人队 刘梓竣 孙皓宇 王子康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球达不溜球 董开坤 3人队 陈秋宇 安龙浩 高佳乐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威士忌泡泡 董开坤 3人队 苏世睿 张高源 赵禹博
哈尔滨华德学院 代码敲到脑壳痛 龚丹 3人队 刘睿杨 吕萱 张俊一
哈尔滨华德学院 飞鸟 龚丹 3人队 韩承胜 赵天意 李阿龙
哈尔滨华德学院 甘 ！文 ！崔！ 龚丹 3人队 温亚龙 赵连祥 杨皓祥
哈尔滨华德学院 你说的都对 龚丹 3人队 何豪 王韬玮 王岩
哈尔滨华德学院 你说的对不对 龚丹 3人队 庞雨超 殷涛 李佳铭
哈尔滨理工大学 team14 叶飞 3人队 历佳帅 章子轩 冯旭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理工05 叶飞 3人队 胡启炜 吕锦泽 秦爽浪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理工4队 叶飞 3人队 郑然 马英杰 王天昊
哈尔滨理工大学 以上队伍均未获奖 唐远新 3人队 邓大路 陈丁 岳金凤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 DreamStar 李胜利 3人队 缪泽洋 翟士衡 姚程越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 四级一败涂地 李胜利 3人队 章添舒 林晴 刘希源
哈尔滨商业大学 先行者二队 王宏欣 3人队 田林凯 吴兆远 周一凡
哈尔滨商业大学 先行者三队 王宏欣 3人队 何圣娟 王梓滨 张冬雪
哈尔滨商业大学 先行者四队 王宏欣 3人队 赵晨星 葛钦凡 周家宝



哈尔滨商业大学 先行者一队 王宏欣 3人队 张博文 翁勇辉 杜维缘
哈尔滨师范大学 huakehaging 常磊 3人队 常磊
哈尔滨学院 哈学院1队 李嘉宾 3人队 张瑞来 黎亮欢 孙鑫豪
哈尔滨学院 哈学院2队 李嘉宾 3人队 刘彬 王毅 彭俊
哈尔滨学院 哈学院3队 李嘉宾 3人队 刘礼铭 张晓晗 于岩斌
哈尔滨学院 哈学院4队 李嘉宾 3人队 李星伶 范达武 赵海旭
哈尔滨学院 哈学院5队 李嘉宾 3人队 吴长和 刘梦宇 龙卓希
哈尔滨学院 哈学院6队 李嘉宾 3人队 廖洧珑 王一衡 熊恺祺
哈尔滨学院 哈学院7队 李嘉宾 3人队 温张杰 敖鑫睿 安岩昊
哈尔滨学院 哈学院8队 李嘉宾 3人队 刘锦超 冯雪 李嘉远
哈尔滨学院 哈学院9队 李嘉宾 3人队 赵乾宇 张浩元 周弈麟
海军工程大学 怎么做都 文骁 3人队 文骁
海南师范大学 海狮战队1 邓正杰 3人队 李子安 曹恩硕 刘一博
海南师范大学 海狮战队2 龙海侠 3人队 冯仕豪 沈川钧 饶荔聪
海南师范大学 海狮战队3 张映玉 3人队 赵雨辰 吴小龙 魏凡骏
海南师范大学 海狮战队4 张德望 3人队 杨骏宇 林雄翔 陈奕帆
韩山师范学院 冲冲冲 田小霞 3人队 许基棉 蔡泽钦 王喆
韩山师范学院 飞天小分队 田小霞 3人队 徐祥云 林友景 孙家鹏
韩山师范学院 玫瑰常开警告常在 田小霞 3人队 李伟松 马梓豪 陆泓宇
韩山师范学院 微分方程组 田小霞 3人队 蔡淑彬 陈嘉鑫 李鸿
韩山师范学院 熊出没 田小霞 3人队 李勇 李健坤 李雄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10队 刘春英 3人队 胡致尧 关铭扬 赵帅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11队 刘春英 3人队 应以周 舒飘扬 郑豪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12队 刘春英 3人队 袁承勋 沈航 刘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15队 刘春英 3人队 柴汉锋 陈载元 陈思豪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16队 刘春英 3人队 潘思成 姜正 余智超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1队 刘春英 3人队 郑凯心 侯津涛 汤丰瑜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2队 刘春英 3人队 戴志炜 赵政和 尹吴潇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3队 刘春英 3人队 高义雄 赵章恺 方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4队 刘春英 3人队 蔡思林 阮宇宁 俞天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5队 刘春英 3人队 杜志远 李丰 刘梓灏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6队 刘春英 3人队 林伟杰 宁骐鸣 王子习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7队 刘春英 3人队 符振皓 张浩杨 彭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8队 刘春英 3人队 柯瑞阳 冯军荣 李企峥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泡泡猿 刘春英 3人队 罗汉东 陈彦豪 施博儒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信工二队 李钧 3人队 梁孝铨 李泽瑜 顾凯耀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信工一队 李钧 3人队 毛一枭 王权 来毅超
杭州师范大学 Accepted-Graph 单振宇 3人队 江宇杰 王鹏博 王梓仰
杭州师范大学 Fahaxiki 单振宇 3人队 邵铁夫 温声荣 苏桐渤
杭州师范大学 R环上的理想 单振宇 3人队 王雨航 黄东海 唐世冲
杭州师范大学 交流猫 单振宇 3人队 毛潜飞 方一昊 何陈聪
杭州师范大学 抹茶不拿铁 单振宇 3人队 孙于晴 陈洁 李齐
杭州师范大学 让老夫看看 单振宇 3人队 张枨 吴陈宇 陈柯涛
杭州师范大学 她只是我的妹妹 单振宇 3人队 俞家豪 吴宪 严家俊
杭州师范大学 塔塔开 单振宇 3人队 钟恺 徐豪杰 俞佳权
杭州师范大学 为了和平 单振宇 3人队 李彦庆 杨云龙 林泓佺
杭州师范大学 我超勇的 单振宇 3人队 包嘉城 宋蹴翰 徐烨超
杭州师范大学 异世相遇 尽享编程 单振宇 3人队 林宏磊 陈银桦 葛嘉辉
杭州师范大学 这就是我们的ac路线 单振宇 3人队 李力 缪纪 傅贤杨
杭州师范大学 仲夏夜之wa梦 单振宇 3人队 林峰 徐光泽 陈泓昕
合肥工业大学 队伍名健康积极向上 曹力 3人队 黄枭威 易锦均 徐泽宇
合肥工业大学 摇头熊猫 曹力 3人队 邓蓍颖 戴航 张嘉威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跑快快 吕俊伟 3人队 姜万磊 何昕悦 胡代金
合肥学院 DaydayUp 胡春玲 3人队 姚梦媛 汤笑骐 张帅
合肥学院 代达罗斯之殇 胡春玲 3人队 马云龙 兰锐 胡辰阳
合肥学院 迪克海威 胡春玲 3人队 王星力 王彩超 刘行
合肥学院 一只队伍 胡春玲 3人队 伍珍 蔡行健 赵子岳
河北工业大学 AcFun 石陆魁 3人队 刘辛禹 梁乔伟 王璐瑶
河北工业大学 金牌镀钻 石陆魁 3人队 郭霖辉 贾旭明 孙华团
河北工业大学 柳暗花明又一村 石陆魁 3人队 宋子涵 李嘉煦 杨源旺
河北工业大学 面向样例程序设计 陈禹齐 3人队 陈禹齐 康惟皓 王晶昊
河北工业大学 哦哈 石陆魁 3人队 曹迅航 菅圣楠 郝民豪
河北工业大学 想不出来队 石陆魁 3人队 马晓丹 葛子赫 杨子棋
河北工业大学 想不到好名 石陆魁 3人队 王晓博 蔡晓龙 王永航



河北工业大学 样例对就算对 石陆魁 3人队 冯新皓 李辰 孟宪周
河北师范大学 AC自动机 张扬 3人队 陈雅文 杨顺昌 刘金帅
河北师范大学 tree new bee 王烨 3人队 杨占宇 曲浩禹 康玮琦
河北师范大学 不秃的少女 张培欣 3人队 王萌 赵爱 陈叶迪
河北师范大学 吃饭不想排队 张扬 3人队 侯思琪 周佳璐 程子蕴
河北师范大学 记得上次取队名还是上次 张扬 3人队 赵洪博 胡超然 徐悦然
河北师范大学 键上翻花 王烨 3人队 孙一 王轩宇 仇东豪
河北师范大学 九天揽月 王烨 3人队 罗佳琦 李佳颖 伊文慧
河北师范大学 黎明之光 王烨 3人队 吕占捷 张圣哲 黄巍赟
河北师范大学 妙蛙种子 张扬 3人队 李元浩 黄家豪 许宏霞
河北师范大学 战上云霄 张培欣 3人队 刘凯 秦玉静 侯晓悦
河海大学 Chitin-zyc 朱云 1人队 占羽淳
河海大学 Hdoenaery 朱云 1人队 仲欣晨
河海大学 MorningStar 朱云 1人队 张宇豪
河海大学 MorningStar_llq 朱云 1人队 卢亮琦
河海大学 oldblack 朱云 1人队 赵子涵
河海大学 SSVIP_1 朱云 1人队 祁志铭
河海大学 SSVIP_3 朱云 1人队 张一达
河海大学 SSVIP2 朱云 1人队 王银霜
河海大学 Xicats3 朱云 1人队 吕奕磊
河海大学 本校最弱 朱云 1人队 任意
河海大学 不小心打错比赛了 朱云 1人队 张星宇
河海大学 不小心打错比赛了 朱云 1人队 高康悦
河海大学 不小心打错比赛了 朱云 1人队 肖潇
河海大学 布丁 朱云 1人队 陈语奇
河海大学 布丁 朱云 1人队 王竞同
河海大学 布丁2布丁 朱云 1人队 赵崇文
河海大学 反卷小分队 朱云 1人队 陈卓越
河海大学 反卷小分队2 朱云 1人队 栾兴
河海大学 反卷组出击1 朱云 1人队 李云汉
河海大学 飞叶快刀2 朱云 1人队 何瑾雨
河海大学 飞叶快刀3 朱云 1人队 华乙岩



河海大学 河海铁匠铺1 朱云 1人队 程鑫宇
河海大学 河海铁匠铺3 朱云 1人队 李伟嘉
河海大学 几丁质_Consolasy 朱云 1人队 邓伦
河海大学 九把七鸡五连鸡2 朱云 1人队 李昊轩
河海大学 九把七鸡五连鸡-3 朱云 1人队 杨子松
河海大学 可每队_DGJG 朱云 1人队 余一鸣
河海大学 可每队_Zsz 朱云 1人队 张时钊
河海大学 可每队3 朱云 1人队 郁冰哲
河海大学 米奇妙妙屋1 朱云 1人队 顾旗新
河海大学 那我几丁质写个J吧 朱云 1人队 蒋子俊
河海大学 肉蛋葱鸡1 朱云 1人队 陈奕涵
河海大学 肉蛋葱鸡2 朱云 1人队 刘秉鑫
河海大学 肉蛋葱鸡3 朱云 1人队 栾昊霖
河海大学 上班是为了下班 朱云 1人队 颜小涵
河海大学 汐音社 朱云 1人队 司雨佳
河海大学 做一题想一年 朱云 1人队 许正正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dgxdn 陈慧萍 1人队 徐尚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无情铁首 陈慧萍 1人队 俞天骋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菜 万金梁 3人队 杨宇航 李攀科 张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蓝桥杯五分能出线吗？ 万金梁 3人队 李东昊 王卓涵 郭陈茜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题目看不懂咋整？ 万金梁 3人队 王闯闯 张雪晨 王超凡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队名叫啥 张小红 3人队 吕林昊 黄志博 王世创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就是玩 张小红 3人队 李祖卫 秦卓 王梦贤
河南城建学院 国宝特工队 杜小杰 3人队 苏煜航 林豪 刘西平
河南大学 1234 王震 3人队 孟德彬
河南大学 ingingin 王震 3人队 邢丙鑫
河南大学 wa自动机 王震 3人队 陈经安
河南大学 XingSong 王震 3人队 孙文晗
河南大学 第十三号永动机 王震 3人队 叶力源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二队 王建林 3人队 李金刚 毛子豪 程崇正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六队 王建林 3人队 崔博 申培君 王文涛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七队 王建林 3人队 晁婧雯 陈玉 韩旭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三队 王建林 3人队 李振 常旺 王太铭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四队 王建林 3人队 李阳 杜开浩 陈润新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五队 王建林 3人队 蒋浩天 李健 王翊名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一队 王建林 3人队 刘邦龙 闫沛霖 蔡俊宇
河南大学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王震 3人队 霍志杰
河南大学 签到一小时 王震 3人队 党韩昱
河南大学 糖糖好好吃呀 王震 3人队 张宇
河南工业大学 工大打铁男团 李磊 3人队 张宇豪 陈开祥 李远博
河南工业大学 工大铁匠铺 李磊 3人队 李恒 袁永康 王露桐
河南工业大学 君问归期未有期 程立 3人队 许金龙 李晨龙 张承树
河南工业大学 靓仔大队 李磊 3人队 郭家明 李庆宇 易光炳
河南工业大学 能工巧匠 程立 3人队 张雍藓 杨哲 苏锦鹏
河南工业大学 提瓦特锄大地旅游男团 李磊 3人队 陈河瑞 王冲宇 华聃
河南工业大学 玩具玩具遥控车 李磊 3人队 孙铭硕 周居轩 何建建
河南工业大学 勇敢灵灵，不怕困难 李磊 3人队 李玉灵
河南科技大学 01 李连民 1人队 米云瑞
河南科技大学 B站关注嘉然今天吃什么 李连民 1人队 李灿
河南科技大学 Haust 允谦 李连民 1人队 王嘉强
河南科技大学 hun 李连民 1人队 段冉
河南科技大学 LatteLuLu 李连民 1人队 朱雨航
河南科技大学 player 李连民 1人队 蒋成冉
河南科技大学 R 李连民 1人队 李响
河南科技大学 Right path 李连民 1人队 刘鸿方
河南科技大学 String 李连民 1人队 宋永旗
河南科技大学 suact 李连民 1人队 刘梦雨
河南科技大学 WinTime 李连民 1人队 闵湛鑫
河南科技大学 菜鸟队 李连民 1人队 马嘉辰
河南科技大学 冲就完了 李连民 1人队 胡阳
河南科技大学 初见 李连民 1人队 贾相益
河南科技大学 鼎中鱼 李昌清 1人队 丁忠宇
河南科技大学 翻斗大街翻斗花园二号楼1001室李连民 1人队 贾旭
河南科技大学 好好好你说的都对 李连民 1人队 刘威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柯基大学 李练民 1人队 郑策
河南科技大学 获奖，不可能的 李连民 1人队 王祈宁
河南科技大学 角角小绵羊 李连民 1人队 王家辉
河南科技大学 卢良玉儿 李连民 1人队 卢良玉
河南科技大学 没有名称 李连民 1人队 朱启方
河南科技大学 摸鱼 李连民 1人队 王宁
河南科技大学 你猜我猜你猜不猜 李连民 1人队 徐常惠
河南科技大学 啥都不会的小白 李连民 1人队 辛冠杰
河南科技大学 失敬失敬 李连民 1人队 张瀚淞
河南科技大学 说的都队 李连民 1人队 赵亚楠
河南科技大学 宋雨川yyds 李连民 1人队 宋雨川
河南科技大学 我什么都不会 李连民 1人队 王佳豪
河南科技大学 武当 李连民 1人队 盛洋
河南科技大学 西瓜队 李连民 1人队 赵魁元
河南科技大学 汐 李连民 1人队 姚国聪
河南科技大学 希望能签到 李连民 1人队 胡康
河南科技大学 下次一定 李连民 1人队 朱奎源
河南科技大学 小白不白 李连民 1人队 赵浩龙
河南科技大学 小牛排队 李连民 1人队 陈润生
河南科技大学 勇敢向前冲 李连民 1人队 郑珂行
河南科技大学 有一个人前来买瓜 李连民 1人队 许家威
河南科技大学 长安某 李连民 1人队 彭雨恒
河南科技大学 政委好 李连民 1人队 郑伟豪
河南科技大学 重在参与 李连民 1人队 张博睿
河南科技学院 dejavu 李学勇 1人队 荣治杰
河南科技学院 样例过了就是过了 李学勇 1人队 刘宇超
河南科技学院 样例过了就是过了 李学勇 1人队 黄怀龙
河南理工大学 NullNamespace 王建芳 3人队 张腾 孙超强 要霖清
河南理工大学 格兰芬多对 王建芳 3人队 梁可可 王田田 郭慧
河南理工大学 河里烹鱼雁 王建芳 3人队 孟怡菲 陈建骅 马高岩
河南理工大学 焦煤生产大队 王建芳 3人队 潘平野 郭光林 牛付壮
河南理工大学 蒟蒻 王建芳 3人队 任程前 岳世凯 孙飞



河南理工大学 你这签到题保签吗 王建芳 3人队 贾亚硕 沈聪 杨兴斌
河南理工大学 三个猛男 王建芳 3人队 赵亚飞 张定一 朱胜豪
河南理工大学 这也不太河狸 王建芳 3人队 汪子涵 石申 胡马超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iam_answer 杨娜 1人队 王辛荣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WAWA的BABY 杨娜 1人队 张天祥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蚌埠住了 杨娜 1人队 张博雯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别过火 杨娜 1人队 刘帅博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德威队 杨娜 1人队 张晰晰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今晚月色真美 杨娜 1人队 连超杰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汪汪队 杨娜 1人队 吴梦媛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闲鱼要吃饭 杨娜 1人队 孙己淼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写出一题就算成功 杨娜 1人队 刘浩天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夜行侠 杨娜 1人队 赵尚豪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在线emo队 杨娜 1人队 姚文星
河南农业大学 队长十年单身换个牌儿 尚俊平 3人队 宋乾瑞 来锋 李运超
河南农业大学 挑灯夜读 尚俊平 3人队 熊梦轩 李治毅 张建材
河南农业大学 我命由天不由我 尚俊平 3人队 王焕章 李凯杰 郑博
河南师范大学 0x3f 李文凤 1人队 杨增昊
河南师范大学 htuhtuhtu 李功丽 1人队 武轩仪
河南师范大学 m 范海菊 1人队 马佳音
河南师范大学 单打独斗 李文凤 1人队 罗一森
河南师范大学 咖不哩咔步里卡布立 王士斌 1人队 陈卓
河南师范大学 一不小心就第一 王士斌 1人队 张一恒
河南师范大学 这题保对 李功丽 1人队 高新想
黑龙江大学 0123456 徐辉 3人队 伍宝骅 李冠洋 徐振寓
黑龙江大学 996是福报 徐辉 3人队 林祉昕 黄汉文 韩博文
黑龙江大学 到点了一起网抑云 徐辉 3人队 王子旭 杨启欣 刘炯鑫
黑龙江大学 面向AC程序设计 徐辉 3人队 陈宗朋 付文军 刘卓芸
黑龙江大学 拭暗晨曦 徐辉 3人队 宋福海 邓基霄 丁浩康
黑龙江大学 土土土突突突突 徐辉 3人队 林宏亮 郭韦垚 杨阳
黑龙江大学 再不出题教练都AC了 徐辉 3人队 邱胜立 安明齐 张曦月
衡水学院 bug修改器 马倩 3人队 王欣雨 李宏博 朱晓智



衡水学院 冲出预选赛 马倩 3人队 景浩 裴一飞 张豪杰
衡水学院 划太平洋 马倩 3人队 王欣雨 李宏博 朱晓智
衡水学院 逆十字 马倩 3人队 崔恩雨 张伟 郭佳磊
衡阳师范学院 CCPC EC攻坚队 刘新宇 3人队 杨东楠 邹茗宇 罗洪康
衡阳师范学院 WTL 刘新宇 3人队 唐浚洲 李锦霞 李锦霞
衡阳师范学院 彬彬爱吃巧乐兹 刘新宇 3人队 吕乐 丁丽彬 凌巧
衡阳师范学院 超爱吃香菜 刘新宇 3人队 杨欢 王强飞 廖雨璇
衡阳师范学院 蒟蒻打铁队 刘新宇 3人队 刘婧雨 王晨曦 侯惠康
衡阳师范学院 满眼皆星河 刘新宇 3人队 刘睿康 潘彦卓 曾汉威
衡阳师范学院 社会主义青年 林诗佳 3人队 林诗佳 王征 刘美华
衡阳师范学院 线段树只出现一次 刘新宇 3人队 邵董涛 刘延福 廖泓嘉
衡阳师范学院 学姐的贴身高手 刘新宇 3人队 李善炜 邓涌 孔令坚
衡阳师范学院 雁去无留意 刘新宇 3人队 王方涵 陶相如 郭衡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The Dawn 王海军 3人队 张友 陈路迪 柯志超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摸鱼小队 王海军 3人队 刘承浩 李梦圆 张博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前程似金 王海军 3人队 杜春阳 屈贵川 王振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取个队名 王海军 3人队 邵冲 宋丁沣 李靓
湖北工业大学 Random(name) 徐承志 3人队 陈廷益 柳俊 郭双奕
湖北工业大学 wa哈哈哈 徐承志 3人队 吕芳莹 平影 屈艺
湖北工业大学 读题五秒开始wa 徐承志 3人队 徐億祥 贺鑫宇 颜潇冉
湖北工业大学 能混餐票就好 徐承志 3人队 洪锦辉 孙嘉豪 陈翔
湖北工业大学 特别激动小分队 徐承志 3人队 李睿欣 李佩伦 周鑫
湖北工业大学 汪汪队 徐承志 3人队 顾正强 姚飞雨 王兆琳
湖北工业大学 为了和平 徐承志 3人队 兰武洋 聂天洋 荣晨
湖北工业大学 一架飞机天上飞，两架飞机地上追徐承志 3人队 张宇帆 国泽家 余腾飞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徐承志 3人队 童世俊 陈瑞武 王家豪
湖北经济学院 极限二带一 周刚 3人队 张凌菲 王思甜 袁浩
湖北经济学院 千里快哉风 周刚 3人队 黄志涛 鲍涛 纪文桃
湖北经济学院 亦凡不姓吴 周刚 3人队 杨梓诚 易成智 余兆松
湖北理工学院 程帅 蒋平 3人队 程帅
湖北理工学院 我恰个冰棒 蒋平 3人队 汪德阳 刘昆鹏 刘明明
湖北民族大学 HBMZU_ICPC 谭明佳 3人队 王小龙 陈晓虎 付中旗



湖北中医药大学 红鼻子鼹鼠只想赚摩尔豆 肖瑞 3人队 杨晓东 李嘉颖 万宇恒
湖北中医药大学 人均身高180 肖瑞 3人队 涂诺辛格 熊黎 吴徵靖
湖南大学 极限二带一 吴昊 3人队 陈叹 张龙韬 薛宇超
湖南大学 空白 吴昊 3人队 范则鸣 苏杰 张聪懿
湖南大学 困难户 吴昊 3人队 陈增一 韦放 黄家旺
湖南大学 两面包夹芝士 吴昊 3人队 张晨曦 宋苏宇 徐煌育
湖南大学 只要不停下脚步，道路就会不断延伸臧子健 3人队 臧子健 唐臻辰 刘其
湖南工学院 报名一分钟取名二十四小时 叶一帆 3人队 吉驰
湖南工学院 感觉不太 叶一帆 3人队 周沛熙
湖南工学院 静谧之夜 叶一帆 3人队 刘金林 陈文超 蒋泽玉
湖南工学院 就是玩儿(⊙o⊙)… 唐宏光 3人队 唐宏光 何杰 刘立
湖南工学院 拿了吃的就弃赛 叶一帆 3人队 胡梦泽 贺朝辉 刘坤
湖南工学院 签了到就满足了 叶一帆 3人队 周顺 旷鹏 何松伟
湖南工学院 小鲤鱼历险记 叶一帆 3人队 郑源析 贺俊洁 阳雪峰
湖南工业大学 步步高AC机 邓晓军 3人队 刘成富 尹文 王湘博
湖南工业大学 队友呢救一下啊 邓晓军 3人队 唐子俊 龚浩为 蒋恩亮
湖南工业大学 发量惊人队 邓晓军 3人队 邓武亮 朱莹涛 王帆
湖南工业大学 梨果栗 邓晓军 3人队 郭嘉鑫 李永开 李思璇
湖南工业大学 取出名字就算成功 徐鹏 3人队 徐鹏 徐鹏 刘平涛
湖南工业大学 体验一下 邓晓军 3人队 陈绍泉 王献阳 王恒
湖南工业大学 远东魔术AC部 邓晓军 3人队 谷梦龙 刘婷琪 刘盛
湖南警察学院 湖南警察学院1队 周建华 3人队 谢琪名 左国祥 周讲
湖南警察学院 警院4队 赵磊 3人队 龙俊宇 何政全 陈思远
湖南警察学院 湘警院 赵磊 3人队 唐琦 洪鸿铭 肖静雯
湖南警察学院 湘警院2队 赵磊 3人队 谭晓洋 王海 成宇洁
湖南警察学院 湘警院5队 薛定 3人队 薛定东 李佳徽 刘怀仁
湖南警察学院 湘警院6队 周建华 3人队 郭远师 蒋怀玺 周欢
湖南警察学院 湘警院7队 赵磊 3人队 何喜 蒋磊 唐宇群
湖南科技大学 楚门的金色世界 向德生 3人队 阳彦君 谭画 陈介东
湖南科技大学 代码奔腾 向德生 3人队 秦豪远 周子盛 陈思源
湖南科技大学 喵喵队一起干坏事 陈燕晖 3人队 周林锋 李映飞 朱宏烨
湖南科技大学 泥头车司机 陈燕晖 3人队 关鑫 傅嘉 侯润龙



湖南理工学院 WA,你很有希望! 李文彬 3人队 向杰 李维逸 李居航
湖南理工学院 冲鱼 李文彬 3人队 李佳伟 王斯威 饶嘉庆
湖南农业大学 wlw 刁洪祥 3人队 王溪超 刘李 吴欣怡
湖南农业大学 别再套娃 乔波 3人队 胡忠祥 徐凌翔 谭淖文
湖南农业大学 两蒂蒂夹面包 刁洪祥 3人队 严圣培 肖潇 张令轩
湖南农业大学 摸金校尉 刁洪祥 3人队 邓飞朋 刘嘉诚 焦文垚
湖南农业大学 四级没过考试挂科 刁洪祥 3人队 曾钰倬 陈鑫 骆维靖
湖南农业大学 铁铜二相性 王奕 3人队 魏思勉 李承宇 肖文龙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此星远弦 刁洪祥 3人队 徐涛 李伟 丁宪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这代码保过吗 刁洪祥 3人队 欧阳升 杜源 李晟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AC自动机不能自动AC 邹竞 3人队 罗新新 黄再浥 周千翔
湖南师范大学 hainengzhengshaminga 罗迅 3人队 郜博奕 张椿瑞 叶书成
湖南师范大学 lay me down 罗迅 3人队 贺禧 李隆德 黄沛遥
湖南师范大学 wawawawa 罗迅 3人队 胡昀霏 姜远仁 陈代康
湖南师范大学 编译与魔法 罗迅 3人队 涂定凡 王辰宇 石艺鑫
湖南师范大学 罚坐写签到题 罗迅 3人队 欧阳龙 章智恒 徐杨
湖南师范大学 人菜瘾大 罗迅 3人队 郭熊 吴昊 龙骋骞
湖南师范大学 随便比比 罗迅 3人队 王万福 胡缘 何嘉骏
湖南文理学院 常数太大被关了起来 屠添翼 3人队 杨新纪 曾铁龙 贺伦尊
湖南文理学院 今天刷抖音了吗 屠添翼 3人队 李嘉红 周宇轩 刘威
湖南文理学院 序列不动稽 屠添翼 3人队 吴立强 钱隆 肖千龙
湖南中医药大学 触底反弹 刘伟 3人队 廖世兴 魏微 欧阳亨杰
湖南中医药大学 没啥想法 张蕾 3人队 彭欢 王淳 熊佳伟
湖南中医药大学 名字不重要 张蕾 3人队 曹韦华 吕浩 郭星鑫
湖南中医药大学 汪汪TLE队 刘伟 3人队 李思齐 尹锟朋 胡寒阳
湖州师范学院 zjhu_clt 计培良 3人队 陈文骏 李嫣然 谭中正
湖州师范学院 zjhu_llf 计培良 3人队 刘瑞强 李敏华 方金华
湖州师范学院 zjhu_mwy 计培良 3人队 缪岱烨 王修宁 於志豪
湖州师范学院 zjhu_qwj 计培良 3人队 钱越敏 王子维 江雨宸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见见世面 刘军 3人队 冷欣霖 覃琨雄 孙兆曦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天天向上队 刘军 3人队 曹贺杨 文彦舒 高齐泽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一队 李可 3人队 贺子龙 吴皖春 姜相骏



华北科技学院 不想起名 夏庆新 3人队 董奥琪 胡新宇 朱仝
华北科技学院 程序媛 徐玲 3人队 刘双依 王淑苗 苏凯
华北科技学院 臭鱼烂虾 张玮 3人队 樊奥影 姜建 王硕
华北科技学院 还可以抢救一下 曹德胜 3人队 侯梦菲 王广慧 白一凡
华北科技学院 华科少女 任宏德 3人队 胡佳丽 纪明鑫 周钰婷
华北科技学院 签到题都做不队 胡英 3人队 张智斌 张泽臣 杨若岩
华北科技学院 已经在创建文件夹了 夏庆新 3人队 蔚明航 汤铠与 楼权
华北理工大学  交的都队 阎红灿 3人队 李天成    柳舒 陈宏伟
华北理工大学 不要乱wa 阎红灿 3人队 王涵悦 张威源 黄睿超
华北理工大学 曹妃甸里抓蒟蒻 阎红灿 3人队 牛嘉洋 张恒旭 王宇龙
华北理工大学 来自银河的火箭队 阎红灿 3人队 尹尚龙 陈震 姬云洁
华北理工大学 我要过(ncre)四级？ 阎红灿 3人队 张振斌 陈太龙 张少康
华北理工大学 再A一题就下班 阎红灿 3人队 杨涔 程嘉庆 陈康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混搭工作室 布辉 3人队 李学孟 张怿 李子乾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叙利亚暑假工 布辉 3人队 黄越飞 程向阳 黄瑞霖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用爆零给大家带来笑容 布辉 3人队 赵朝森 崔永盛 牛汇明
华东交通大学 花椒醋溜鸡 周娟 3人队 张明辉 刘俊威 彭延隆
华东交通大学 三个海王 谌勇 3人队 胡昕 刘金海 刘驰
华东交通大学 愿世界没有wa 周娟 3人队 徐远航 元昱鹏 乐嘉伟
华东交通大学 这次不鸽 周娟 3人队 常远帆 黄宇廷 罗子涵
华东交通大学 自由之翼 周娟 3人队 杨宇轩 赵志豪 郭翔华
华东理工大学 ecust1 罗勇军 3人队 田昊文 赵鑫 吴易顺
华东理工大学 ecust2 罗勇军 3人队 王效涛 姜中为 逯天毅
华东理工大学 ecust3 罗勇军 3人队 郑力嘉 谢弘宇 黄志豪
华东理工大学 ecust4 罗勇军 3人队 倪文迪 周硕 华勇杰
华东理工大学 ecust5 罗勇军 3人队 杭业晟 曾剑涛 韩祎
华东理工大学 ecust6 罗勇军 3人队 刘浩然 刘天华 马骏
华东理工大学 ecust7 罗勇军 3人队 高宇轩 黄赟 诸建飞
华东理工大学 ecust8 罗勇军 3人队 张嘉元 叶腾阳 何畅雨
华东理工大学 ecust9 罗勇军 3人队 夏雨奇 柳家铖 刘文轩
华东师范大学 丽娃河 肖春芸 3人队 王子涵 王鼎 李云帆
华东师范大学 签到题破防 肖春芸 3人队 谈笑枫 祝润天 熊高越



华东师范大学 骰子随便扔个名字队 肖春芸 3人队 吴镇宇 杨贇 陈元庆
华东师范大学 修来的福报就这么没了 肖春芸 3人队 朱睿诚 毛博超 杨弘
华东师范大学 一小时写题，四小时自闭 杜育根 3人队 章兆萌 王晨恺 安育东
华东师范大学 饮茶先啦 杜育根 3人队 刘天瑞 王磊 高祖阳
华南理工大学 3可赛艇 陈俊颖 3人队 何承哲 陈涵 曹云舒
华南理工大学 81岁_你学会了int_mian 黄翰 3人队 陈则宇 张佳烨 陈俊勤
华南理工大学 Any 向毅 3人队 赵宇 关锦权 李昊声
华南理工大学 auto WA machine 杜卿 3人队 白佳业 刘彦佐 郭子尧
华南理工大学 cf想有四题队 池品优 3人队 杨博 王建伟 钟宇超
华南理工大学 CSP-J入门组 冼楚华 3人队 洪鹏培 张亮 丁琪
华南理工大学 hahahah 杨磊 3人队 李蕴麒 周天阳 范天予
华南理工大学 lld 黄瀚 3人队 李文轩 刘鸿飞 邓景良
华南理工大学 O(1/N) 刘捷 3人队 刘泽森 王宸玺 唐古拉
华南理工大学 oneACSucceed 陈德宇 3人队 陈德宇 张荣浩 莫迅
华南理工大学 彩彻区明 陈俊颖 3人队 姚焜茗 陈俊铭 张天乐
华南理工大学 都市弃少 冼楚华 3人队 谢文拯 陈漫璟 余梓灏
华南理工大学 队名瞎起 杨磊 3人队 肖毅帆 朱逸凡 徐晖炫
华南理工大学 队友贸易协会 刘捷 3人队 张洋 王叶伟 荣思齐
华南理工大学 橘猫也要打比赛 杨磊 3人队 丘玉刚 吴伟松 柳智烨
华南理工大学 橘猫终末旅行 陈俊颖 3人队 张以恒 陈卓文 熊腾浩
华南理工大学 你做的都 黄翰 3人队 朱子睿 毕文轩 钟晋
华南理工大学 胖头鱼头胖 冼楚华 3人队 钱晨炼 李珲 冼昊明
华南理工大学 群聊 (3) 冼楚华 3人队 文宇飞 翁浩瀚 钟思哲
华南理工大学 热带风味 冼楚华 3人队 李浩锋 李亨 萧嘉健
华南理工大学 我现在只想躺平了 杜卿 3人队 赵冬青 梁耀威 陈国昊
华南理工大学 写不出了，饮茶先 冼楚华 3人队 许一多 林靖沅 马家俊
华南理工大学 鱼塘争霸 杜卿 3人队 任浩然 郑子涛 谭逸杨
华南理工大学 早起吃肠粉 杜卿 3人队 张明达 卢沂康 邱一凡
华南农业大学 _casually 陈湘骥 3人队 李泰立 陈乾 林志程
华南农业大学 ACM就是要啸着打 陈湘骥 3人队 赖兴 林俊杨 黄俊鸿
华南农业大学 Delete 陈湘骥 3人队 蓝承玮 何梓健 屈胜宇
华南农业大学 SCAU_daisuki 陈湘骥 3人队 唐朝 郑晓楊 吴肇淇



华南农业大学 SCAU_YYY 陈湘骥 3人队 蓝咏芯 何芍彦 王怡晨
华南农业大学 阿巴阿巴阿巴_ 陈湘骥 3人队 谢兆扬 王岸鑫 李晓鸿
华南农业大学 被虐中慢慢成佛 陈湘骥 3人队 漆永康 吴思宇 陈宇鹏
华南农业大学 绘夏之色 陈湘骥 3人队 罗泽华 林汇 徐奕标
华南农业大学 热恋期的尧尧 陈湘骥 3人队 许智友 周俊尧 庄鑫耿
华南农业大学 三咩蘸群熊 陈湘骥 3人队 刘付杰威 伍海鹏 邓焕成
华南农业大学 十二 陈湘骥 3人队 何梓信 刘创嘉 刘创嘉
华南农业大学 沃玛降临到瓦塔西身边 陈湘骥 3人队 林逸杰 张珈棋 李相廷
华南农业大学 重伤倒地 陈湘骥 3人队 吴振峰 余嘉祺 张君豪
华南师范大学 该问题为必填 梁军 3人队 覃梓鑫 吴清源 黄一肯
华南师范大学 光芒的消逝 陈寅 3人队 关竣佑 李志锋 梁翰津
华南师范大学 母鸡救咩 陈寅 3人队 黄子桓 胡丹睿 苏培哲
华南师范大学 挖娃瓦袜 陈寅 3人队 陈泽楷 钟沛 李可忆
华南师范大学 想去旅游队 陈寅 3人队 马晖凯 刘文恒 朱家明
华农农业大学 dove_hand 陈湘骥 3人队 卓泽钦 陈浩鹏 何广生
华侨大学 HQU-RisingSun 罗伟 3人队 赵雨扬 徐聪 郑量
华侨大学 HQUteam3 罗伟 3人队 苏明强 危露平 程森茂
华中科技大学 Bingbing,my bingbing 何琨 3人队 贺孜卓 付景洋 黄钢祺
华中科技大学 Maho ACMer Madoka Magika何琨 3人队 何佳林 范彦廷 王尊玉
华中科技大学 open your little brain 何琨 3人队 贺继尧 俞仲遥 沈奥成
华中科技大学 大括号前禁止换行 何琨 3人队 余泽坤 叶佳 郑欣
华中师范大学 经典经典经典 叶俊民 3人队 陈首翱 姜宇琦 张天翼
华中师范大学 未来战士 叶俊民 3人队 胡婧 刘政 刘一泓
华中师范大学 永远喜欢麻衣学姐 叶俊民 3人队 谭雪莲 钟鸣 熊吉祥
黄冈师范学院 我们的重制ACM人生 肖飞 3人队 聂庆 金家耀 王梦瑶
黄河科技学院 爱上瑾 李冰 1人队 郭昊嘉
黄淮学院 第八团九死无悔 田丽芳 1人队 李帅旗
惠州学院 巴啦啦能量-沙罗沙罗-小魔仙-全身变赵义霞 3人队 赵煜潘 李国豪 林贤涛
惠州学院 代码只有一行丶 张丹 3人队 何宗鑫 刘俊龙 林渝晓
惠州学院 溜溜溜 赵义霞 3人队 张仁浩
惠州学院 六一儿童节 赵义霞 3人队 郑海城
惠州学院 奈何三兄弟 李卫华 3人队 林锐涛 郑凯毓 温培绚



惠州学院 永远的难题 刘利 3人队 张恒 吴观华 刘柯炜
惠州学院 绽华之刻 赵义霞 3人队 符智基 张仲轩 陈欣然
吉林大学 nan上加nan 刘淼 3人队 徐小权 李祯浩 方涵斌
吉林大学 还没跑路呢 刘淼 3人队 李唯聪 蒋佳轩 郑修远
吉林大学 口头AC机 刘淼 3人队 张浩天 史镇宁 侯德亮
吉林大学 蜡笔萌新 刘淼 3人队 夏纪源 禚景明 孙铭睿
吉林大学 乐狗 刘淼 3人队 郑佳策 黄哲霖 蒋致欧
吉林大学 世末鸽者 刘淼 3人队 过思齐 陈泽祺 王品欢
吉林大学 宇宙的尽头是东北 刘淼 3人队 陈铭豪 黄昌盛 李光赫
吉林大学 执子之手抓饼，与子偕老干妈刘淼 3人队 薛坷佳 程子恒 杨骥遥
吉林建筑大学 ABC_team 张沛露 3人队 陈立昕 韩冰 马洪霞
吉林建筑大学 梦之队 张沛露 3人队 洪晨展 杜存 李烨星
吉林建筑大学 三福星 张沛露 3人队 张福旭 徐龙润 孙赫
吉林建筑大学 三人行 张沛露 3人队 朱耀东 贾光乐 谢志语
吉首大学 堆对怼兑队 石俊萍 3人队 彭宇凡 陈鹏 李旭胜
吉首大学 队名怎么这么难取 黄伟 3人队 吴钿俊 易松杰 吴显荣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三队 石俊萍 3人队 石振锐 李昂锦 黄卓君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四队 石俊萍 3人队 石逸可 鲁承源 冯志勇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五队 石俊萍 3人队 舒高洋 吕忠宸 盘轩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一队 石俊萍 3人队 贺俊智 朱培宇 刘卉
吉首大学 雁过留声机 黄伟 3人队 李秉庚 李秉庚 彭润泽
集美大学 JMU_2 林阳斌 3人队 林贝宁 蔡万杰 张弛
集美大学 我们不会修电脑 林阳斌 3人队 江小举 黄勋 何皆庆
济南大学 骨钉小师 蒋彦 3人队 刘延松 闫洪宇 刘垚
济南大学 魂系打铁人 蒋彦 3人队 刘耕赫 徐世豪 刘志航
济南大学 击剑男团 蒋彦 3人队 王阳 王鸿宇 刘一霖
济南大学 想拔河的菜鸽 蒋彦 3人队 卢玉德 张益铭 范若筠
济南大学 想队名太难了 蒋彦 3人队 袁钰皓 龚奕天 于世铖
暨南大学 acm水很深 王传胜 3人队 严晗 林泽生 江泽凯
暨南大学 AnonymousXXX 王传胜 3人队 党禧琳 樊旋 周旭林
暨南大学 码的都不队 王传胜 3人队 余欣妍 周卓能 许文豪
暨南大学 正十字 王传胜 3人队 阮炜霖 柯瑞凯 陈沛恩



暨南大学 追光者 王传胜 3人队 麦骏 文荫华 温键伟
嘉应学院 暴力美学 陈广明 3人队 蔡思圳 李睿 曾丁庆南
嘉应学院 吃饭不张口 陈广明 3人队 范淮宝 陈雪武 杨琇婷
嘉应学院 蒻鸡萌新 陈广明 3人队 颜朝杰 蔡创昇 袁锐涛
江南大学 25时,于夜之代码 蒋敏 1人队 何云康
江南大学 404player 蒋敏 1人队 刘文捷
江南大学 8177 蒋敏 1人队 汪垒
江南大学 auto WA 蒋敏 1人队 陈云豪
江南大学 WA!大佬！ 蒋敏 1人队 凌苏湘
江南大学 WA,我又来看你了 蒋敏 1人队 魏晨宇
江南大学 别指望我ac队 蒋敏 1人队 李欣宇
江南大学 羸蒻想抱大腿却被告知单人赛 张逍遥 1人队 张逍遥
江南大学 摸鱼使我快乐 蒋敏 1人队 林腾
江南大学 你这题保wa吗 蒋敏 1人队 丁海峰
江南大学 球王武磊7 蒋敏 1人队 魏宇非
江南大学 是谁在榜单上飞行？WA！ 蒋敏 1人队 杨涵
江南大学 睡过头了 蒋敏 1人队 卜乐天
江南大学 休息一下吧，去打个题好不好 蒋敏 1人队 朱文涛
江南大学 一WA无前 蒋敏 1人队 李浚楷
江南大学 一叶 蒋敏 1人队 熊林宏
江南大学 有一个人来wa。。。 蒋敏 1人队 杨文龙
江南大学 这题到底对不队 蒋敏 1人队 马力
江南大学 真神朱文涛 蒋敏 1人队 朱渝
江苏科技大学 AC47 景国良 3人队 黄符佳 殷苏海 王淳虞
江苏科技大学 Good Coding 景国良 3人队 林点 郑舒洋 马肖岩
江苏科技大学 One More AC 景国良 3人队 罗志康 刘兴源 周瑞
江西财经大学 789 陈爱国 3人队 杨庆鹏 吴佳豪 彭翔
江西财经大学 L'enthousiasme 陈爱国 3人队 熊书豪 宋嘉荟 黄家齐
江西财经大学 SGA 尹爱华 3人队 王子超 操祉豪 吴卓成
江西财经大学 拔个热水壶 尹爱华 3人队 唐文卓 艾荣贵 邓祖鹏
江西财经大学 混水摸鱼队 陈爱国 3人队 王少彬 王少彬 邱子昕
江西财经大学 喵喵划水队 陈爱国 3人队 秦晖洋 陈富乐 施小雨



江西财经大学 拿来吧你 李季 3人队 蔡建怿 丁铭豪 骆子晗
江西财经大学 破茧 尹爱华 3人队 潘祉岳 邹佳成 无
江西财经大学 天国之扉 李季 3人队 罗文浩 李梦豪 倪超骏
江西财经大学 未定义 李季 3人队 龚俊杰 陈航 彭佳俊
江西财经大学 真的来摸摸鱼 尹爱华 3人队 饶木平 李小龙 邓荣斌
江西科技学院 失去“博弈”AC梦想的小SG函数蔡爱平 3人队 桑柳剑 曹盛民 蓝瀚鑫
江西理工大学 1敲2想3端茶 管希东 3人队 赖清林 罗颖博 李鑫涛
江西理工大学 A完这题就下机 管希东 3人队 何嘉诚 汪一林 何旭铖
江西理工大学 不会起名 管希东 3人队 邓英豪 刘洋 谢章郁
江西理工大学 名字随便取的 管希东 3人队 郑周 徐一凡 樊哲航
江西理工大学 你们代码都不队 管希东 3人队 朱金康 郑恒庆 吴佳龙
江西理工大学 我们只会阿巴阿巴 管希东 3人队 曾昀瑞 蒋洪运 王若旭
江西理工大学 樱花吹雪 管希东 3人队 曾彪杰 程禹力 张国良
江西理工大学 早睡早起不秃头 管希东 3人队 张晶 李俊 龙观辉
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 江理南昌四队 陈木生 3人队 周波廷 贺志飞 万鹏辉
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 江理南昌五队 周波廷 3人队 尚志豪 汪加鑫 邵首纯
江西师范大学 call of accept 蒋长根 3人队 邹怡鹏 万文清 戴宇坤
江西师范大学 small plane 蒋长根 3人队 罗逸飞 刘勇 谢咏基
江西师范大学 暴力美学 蒋长根 3人队 刘晟 钟涛 杨小亮
江西师范大学 干饭小队 蒋长根 3人队 秦嘉鹏 陈斌飞 欧阳隆盛
江西师范大学 红鲤鱼绿鲤鱼与驴 曾雪强 3人队 胡磊 刘凯 姜慧云
江西师范大学 胡乱AC 蒋长根 3人队 肖子安 杨文冠 江新宇
江西师范大学 划个水就走 曾雪强 3人队 李智文 李小龙 曾智超
江西师范大学 蒙的都队 蒋长根 3人队 陈卓 王秋明 熊涛
江西师范大学 你百度一下 曾雪强 3人队 杜恒国 程心奕 郑顶文
江西师范大学 强氏快速嘉心糖变换 曾雪强 3人队 颜玮琦 张天福 陈哲
江西师范大学 去北京泡脚 曾雪强 3人队 陈康 邱熠 陈力
江西师范大学 三个职业铁匠 曾雪强 3人队 何开星 黄兴 罗雨晨
江西师范大学 三幻神 曾雪强 3人队 陈华 吴尚 刘仕鑫
江西师范大学 我的二叉树被淹了 曾雪强 3人队 胡文豪 田震雄 宋佑祺
江西师范大学 我们太弱小了 曾雪强 3人队 张颖 张正健 何嘉俊
江西师范大学 下次一定 曾雪强 3人队 庄芷滢 李钟缘 谭宇轩



江西师范大学 一点也不会 曾雪强 3人队 肖林 陈文添 方耀辉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签到失败队 梅旭时 3人队 许永桢 奚昭阳 刘宝庆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挖挖挖 梅旭时 3人队 毛鑫德 沈沛泽 徐俊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是签到失败的队伍 梅旭时 3人队 兰强强 褚茂誉 林宇浩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在九峰教育被九峰教育 梅旭时 3人队 陶璐 邵江涛 胡明涛
金陵科技学院 az 吕艳琳 1人队 帅蕴哲
金陵科技学院 keaixiaoma 吕艳琳 1人队 殷俊杰
金陵科技学院 sxt 吕艳琳 1人队 盛夏滔
金陵科技学院 zyb 吕艳琳 1人队 周煜斌
金陵科技学院 zybnb 吕艳琳 1人队 商颖雷
金陵科技学院 多极管 吕艳琳 1人队 万卓越
金陵科技学院 关于我转生变成青春猪头少年这档事吕艳琳 1人队 张峰
金陵科技学院 〇一〇 吕艳琳 1人队 李蕴杰
金陵科技学院 雾雨魔理沙 吕艳琳 1人队 范林赟
昆明理工大学 码德充沛 张晓丽 3人队 周林翰 谢程昊 尹鹏
兰州大学 ag超玩会 马俊 3人队 王子豪 胡臻初 李卓奥
兰州大学 Meincraft 马俊 3人队 王研 吴芃 袁雨辰
兰州大学 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马俊 3人队 邢怀鹏 刘阳 王若譞
兰州大学 SuperCowBoys 马俊 3人队 谢皓泽 柳天昊 孟文韬
兰州大学 换个队名冲金牌 马俊 3人队 孙英杰 刘星硕 刘远楸
兰州大学 猎户座Orion 马俊 3人队 姚霁恒 钟景烨 张佳雯
兰州大学 真没睡 马俊 3人队 李文凯 孟思宇 水源
兰州大学 重伤倒地 Blood Hunter 马俊 3人队 狄农雨 王徐笙 孟戴浓达
兰州交通大学 Miraitowa 黎扬 3人队 王恒博 陈自东 刘一丁
兰州交通大学 兰交铁匠 黎扬 3人队 韩鹏飞 高庶宏 周启森
兰州理工大学 破防队 姚亚兵 3人队 沈宇昊 叶相湾 顾稼泽
乐山师范学院 ac之旅，永不停歇 杨骏 3人队 唐杨 苏海东 谭迪
乐山师范学院 wa楼上，wa楼下 杨骏 3人队 周猛 李汶涛 吕孟霖
乐山师范学院 白门楼上的卫星 杨骏 3人队 崔伟浩 姜涛 覃彦
乐山师范学院 不拿牌子不是人 杨骏 3人队 游印辉 尹磊 杨国庆
乐山师范学院 划水小分队 杨骏 3人队 周介华 孙锐 陈思燃
乐山师范学院 来看大佬秀肌肉 杨骏 3人队 王浪 吴志杰 刘姝琳



乐山师范学院 五花肉 杨骏 3人队 何世春 姚广 孙骞
乐山师范学院 猪猪恶霸的表哥 杨骏 3人队 顾芮 吴树恒 李晨瑞
乐山师范学院 猪猪恶霸的哥哥 杨骏 3人队 熊四莘 钟闻杰 赵泽柱
辽宁大学 阿斯顿大法师 曲大鹏 3人队 洪梓炜 彭施霖 吴泱
辽宁大学 宵待雨月 曲大鹏 3人队 殷勇杰 雷震宇 阎坷凡
聊城大学 ACM白给小分队 赵传申 3人队 徐海洋 韩禄伟 曹胜国
聊城大学 WA的很多忍一下 赵传申 3人队 刘伊尚 于广辉 刘洪泉
临沂大学 木子 丁林花 3人队 李善杰 李晶 李文静
临沂大学 三位一体 丁林花 3人队 纪慧莹 刘会智 任学伟
临沂大学 三足金乌 丁林花 3人队 高天 张稳 王恒
临沂大学 争做新青年 丁林花 3人队 张克嘉 董欣悦 范朝辉
临沂大学 自由王国 丁林花 3人队 张传国 栾琳琳 丁梦娇
卢雅轩 十亿少男的梦 刘新宇 3人队 卢雅轩 吴雨诗 张琳娜
鲁东大学 #include<acm> 张小峰 3人队 张欢 孙启康 任景松
鲁东大学 20之光 张小峰 3人队 郭骁 张鑫达 邓永恒
鲁东大学 chupapi munanyo 张小峰 3人队 俞童 徐祥宇 侯祥文
鲁东大学 Endan of Joker K 张小峰 3人队 王天赐 禚建硕 高义凯
鲁东大学 JMD 张小峰 3人队 经梦圆 马业森 董安琦
鲁东大学 Mashiqianxiangxing 张小峰 3人队 张昔霖 郑攀 刘豪杰
鲁东大学 Miracle 张小峰 3人队 孙劲 刘华硕 马广武
鲁东大学 The Mobius Strip 张小峰 3人队 沈文渊 吴衍涛 周明跃
鲁东大学 Unstoppable 张小峰 3人队 王敬仪 丁文龙 张睿哲
鲁东大学 WYL 张小峰 3人队 王淑晴 李士濮 尹黄河
鲁东大学 汪汪大队蹲大lao 张小峰 3人队 马庆典 李磊 余海旭
鲁东大学 星星之火 张小峰 3人队 靳加乐 王铭宇 张丰浩
鲁东大学 这我能A 张小峰 3人队 张嘉伟 伊希伟 袁蕾
洛阳师范学院 No.99999 李德光 1人队 白永朋
洛阳师范学院 one more try 李德光 1人队 张倩茹
洛阳师范学院 不怕困难 李德光 1人队 张若欣
洛阳师范学院 单人偷塔队 李德光 1人队 张艺凡
洛阳师范学院 德光德光带我飞 李德光 1人队 赵中乾
洛阳师范学院 儿茶奶酚 李德光 1人队 仙俊红



洛阳师范学院 挂机看你们AK 李德光 1人队 翟龙飞
洛阳师范学院 花开富贵 李德光 1人队 赵世林
洛阳师范学院 李思程 李德光 1人队 李男杰
洛阳师范学院 洛小谦 李德光 1人队 詹子航
洛阳师范学院 求大佬轻虐 李德光 1人队 刘艺星
洛阳师范学院 跳跃间断点 李德光 1人队 王翔宇
洛阳师范学院 头铁代码人 李德光 1人队 史一帆
洛阳师范学院 一二三四 李德光 1人队 彭明涛
洛阳师范学院 这西瓜保熟吗 李德光 1人队 孙杰
洛阳师范学院 专业坑队友 李德光 1人队 姚梁
闽江学院 Ctrl_c_v 余兆钗 3人队 郭泽钰 马亨杰 柯晨祺
闽江学院 人类高质量男性队 余兆钗 3人队 曹洪海 陈灿宇 林毅
闽南科技学院 陈年韩国老谭酸菜 郑丽丽 3人队 陈龙 韩艺松 谭利洁
闽南师范大学 二仙桥三勇士 童先群 3人队 梁国栋 叶继俊 林家宝
闽南师范大学 过来签个到 童先群 3人队 郑博文 冯继昌 唐歆儿
闽南师范大学 海底小纵队 童先群 3人队 沈汉强 张钊 杨凯
闽南师范大学 平衡栈 童先群 3人队 傅俊斌 郑咏津 林燊
闽南师范大学 三人两足 童先群 3人队 吴汉松 林志强 龚泽民
闽南师范大学 赏金猎人 童先群 3人队 唐鑫程 林俊逸 刘晨薇
牡丹江师范学院 取队名真的难取 罗美淑 3人队 张大壮 欧佳伟 陈晓
南昌大学 dancemonkey 于海雯 3人队 徐铚濠 何泽旭 曹禹
南昌大学 Garfeild 刘伯承 3人队 万钧 蔡定中 惠鹏程
南昌大学 int mian 于海雯 3人队 樊能 彭延飞 李长乐
南昌大学 冲冲冲冲冲 刘伯成 3人队 钟雨初 李京庭 张高榕
南昌大学 大佬带我 于海雯 3人队 毛晓峰 曾庆杰 占建澎
南昌大学 没有文化不会起名 于海雯 3人队 赖澄宇 黄晨曦 王福源
南昌大学 南中附大放铳队 刘伯成 3人队 张吉乾 刘君豪 杨海珺
南昌大学 三只小爬虫 刘伯成 3人队 肖昱松 干王杰 肖海波
南昌大学 圣嘉然 于海雯 3人队 陈智勇 杨文远 白浩宇
南昌大学 文公子带飞~芜湖 刘伯成 3人队 文晨 卢轶霖 刘翔宇
南昌大学 向着星辰 于海雯 3人队 刘浩然 欧阳真真 蔡易霖
南昌大学 油炸皮卡丘 于海雯 3人队 张宏宇 袁佳钰 吴江华



南昌航空大学 #undefined 杨词慧 3人队 肖安毅 吕毅翔 金磊
南昌航空大学 Explorer 杨词慧 3人队 熊逸夫 熊博 邱子涵
南昌航空大学 Rush AC 陈英 3人队 程艺彬 傅凌辉 范英杰
南昌航空大学 别管了别管了直接交 陈英 3人队 邹璟辰 曹跃群 刘畅
南昌航空大学 裁雨留虹 杨词慧 3人队 肖豫崇 周鹏豹 郭梦嘉
南昌航空大学 菜鸟求放过 杨词慧 3人队 江太兴 徐华明 黄思
南昌航空大学 大佬说的都对队 杨词慧 3人队 王振光 彭骏秋 魏晨熙
南昌航空大学 到底叫啥 陈英 3人队 吕锴伦 彭杰 吴博雄
南昌航空大学 划水小分队 陈英 3人队 胡奕谦 谢豪杰 杜少杰
南昌航空大学 今日吴签 陈英 3人队 蔡威 张豪 王剑潮
南昌航空大学 雀食蟀小队 陈英 3人队 谢梦涛 李浩然 刘声同安
南昌航空大学 三个臭皮匠 杨词慧 3人队 钱芳贵 涂尔轩 邹锦法
南昌航空大学 我好像又行了 陈英 3人队 吴潇龙 曾凯浩 王巧
南昌航空大学 又菜又爱玩 杨词慧 3人队 钱江华 王宇浩 钟浩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WA 江官星 3人队 刘淇 吴宇薇 欧阳斌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能跑就队 江官星 3人队 徐本原 王辰雨 张光盛
南昌理工学院 啾咪 谢杰伟 3人队 刘谦 李菁 莫浩东
南昌理工学院 三只嵩鼠 谢杰伟 3人队 吴文涛 吕家鹏 叶标俊
南昌理工学院 善擦 谢杰伟 3人队 吴鑫 马平原 王伟东
南昌理工学院 我们来看题 谢杰伟 3人队 孙祥赟 郭志坤 沈雨洁
南昌理工学院 无情铁手 谢杰伟 3人队 潘华成 徐文祥 凌成寿
南昌理工学院 想不出 谢杰伟 3人队 金子荣 张杰 李运祥
南昌理工学院 小强不怕铁 谢杰伟 3人队 姚俞坚 刘涵 杨海波
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奥维多 唐博 3人队 颜奕舟 陈璐瑶 李浩宇
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巴塞罗那 唐博 3人队 陈天乐 范磊龙 邹逸凡
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加泰罗尼亚 唐博 3人队 陈川 黄少霖 邓清文
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马德里 唐博 3人队 董廷臻 陈浩然 周珈伊
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塞维利亚 唐博 3人队 彭书博 黄弋骞 邓淞航
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托莱多 唐博 3人队 周轶凡 曹哲振 田若载
南华大学 陪可莉一起去打ACM吗~ 贺正 3人队 蔡宇辰 莫翔宇 彭昊
南华大学 青春猪头ACMer不会梦到兔女郎教练刘杰 3人队 周楷傑 余伟豪 王思进
南华大学 样例过了还会WA 刘杰 3人队 贺正 孙瑶 肖正皇



南华大学 昨天刚学C语言 刘杰 3人队 许昕 王圣宇 杨仕昌
南京大学 NJU_MG20330014 马骏 1人队 董佳臣
南京大学 NJU191220060 马骏 1人队 林荣恩
南京大学 NJU191250215 马骏 1人队 周子杰
南京大学 NJU191300002 马骏 1人队 曹逸中
南京大学 NJU191850128 马骏 1人队 陆青阳
南京大学 NJU201220032 马骏 1人队 陈政弛
南京大学 NJU201250101 马骏 1人队 王锦朋
南京大学 NJU201250172 马骏 1人队 熊丘桓
南京大学 NJU201830059 马骏 1人队 陈思睿
南京大学 NJU201830122 马骏 1人队 邹忠奇
南京大学 NJU201840056 马骏 1人队 刘响
南京大学 NJU201840084 马骏 1人队 陈佳庚
南京大学 NJU201840294 马骏 1人队 陈晓
南京大学 NJU201850101 马骏 1人队 杜星语
南京大学 NJU201870048 马骏 1人队 张乃仁
南京大学 NJU201870070 马骏 1人队 王宇峣
南京大学 NJU201870261 马骏 1人队 王恺予
南京大学 NJU211240088 马骏 1人队 徐沐杰
南京大学 先进反冰镐 马骏 1人队 张浩宇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诶队友呢队友呢队友呢 张志伟 3人队 张鸿飞 龚培昊 渠宇
南京工业大学 打铁小分队 刘斌 3人队 李园章 何海嘉 赵凯
南京工业大学 代码都 刘斌 3人队 张喆 卫麓飞 张逸飞
南京工业大学 发际线总在和我作队 刘斌 3人队 曹乾 廖志翔 周恩慧
南京工业大学 给评测姬倒一杯卡布奇诺 刘斌 3人队 顾喜龙 宣伟康 杨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邹春然 1人队 袁尔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crotonyl 邹春然 1人队 丁希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reshkigal 邹春然 1人队 岑嘉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hzzzzz 邹春然 1人队 刘昊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dq不要wa 邹春然 1人队 孔得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nope 邹春然 1人队 杜佳睿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peacesheep 邹春然 1人队 李亚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QWQ 邹春然 1人队 吕俊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REVIII 邹春然 1人队 刘胡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WAWA大哭 邹春然 1人队 刘屹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xinfox 邹春然 1人队 张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嗷 邹春然 1人队 张馨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打代码会生发 邹春然 1人队 周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代码打不 邹春然 1人队 潘佳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翻江倒海 邹春然 1人队 孙海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呼啦啦啦圈 邹春然 1人队 袁瑜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考研队 邹春然 1人队 张兆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没有队友的我就是个菜鸡 邹春然 1人队 徐岩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摸鱼选手 邹春然 1人队 郑嘉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奶油蛋糕 邹春然 1人队 沈凌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漂泊者 邹春然 1人队 汪剑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什么都不会 邹春然 1人队 姚有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随便 邹春然 1人队 亓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旺旺 邹春然 1人队 蓝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我就A一下下 邹春然 1人队 钱增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我们一共五百斤 邹春然 1人队 刘屹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写的都队 邹春然 1人队 李嘉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屑之魔女伊雷娜 邹春然 1人队 钱品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匈牙利牛肉焗饭 邹春然 1人队 陆晓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原地退役 邹春然 1人队 赵泽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做梦梦见杨淼小可爱 邹春然 1人队 周傅毅楠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1 余立功 1人队 尹浩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2 余立功 1人队 季若曦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Alpro 余立功 1人队 吴杭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church 余立功 1人队 潘玉栋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emmm123 余立功 1人队 谢东娜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Fading lights 余立功 1人队 邓谢喆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Lovaer 余立功 1人队 陆宗泽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rainstar 余立功 1人队 赵震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xiuguodong 余立功 1人队 修国栋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变成光守护嘉然小姐 余立功 1人队 肖冉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橙子鸽 余立功 1人队 代领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流泪猫猫头 余立功 1人队 徐杨世杰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为一只像孤独熊一样孤独的熊呢余立功 1人队 陈一涵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叶雯养的doge 余立功 1人队 钟涵文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_一人一个队 余立功 1人队 李嘉珣
南京林业大学 彳亍 刘晓峰 1人队 马维龙
南京林业大学 单挑荒野我是埃德 刘晓峰 1人队 刘宗政
南京林业大学 龙蟠路混子一号 刘晓峰 1人队 邢超宇
南京林业大学 龙蟠路躺平人 刘晓峰 1人队 张刘杰
南京林业大学 求求你让我ac两题对不对队 刘晓峰 1人队 刘昭均
南京林业大学 体验生活 刘晓峰 1人队 刘婕
南京林业大学 希儿世界第一可爱 刘晓峰 1人队 郑镐予
南京林业大学 真啥也不会 刘晓峰 1人队 刘海林
南京林业大学 最后的星尘 刘晓峰 1人队 周怿翔
南京晓庄学院 njxzxyteam1 谢宁竞 1人队 洪湘雪
南京晓庄学院 njxzxyteam2 谢宁竞 1人队 孙星宇
南京晓庄学院 njxzxyteam3 谢宁竞 1人队 王瑞豪
南京晓庄学院 四级396 谢宁竞 1人队 姜涵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utoResident 郑关胜 3人队 邹佳云 金舒文 马钟蕙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菜鸟转转转 宋彪 3人队 陈星宇 方任斌 邓翔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查无此队 潘锦基 3人队 许豪 朱瑞恺 张轩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从零开始的ACM生活 郑关胜 3人队 管润达 王梓宇 张昱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硅基生物 郑关胜 3人队 王逸飞 孟昊宸 张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极限WA改TLE 李含光 3人队 张逸凡 吴昊 鲁哲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仅仅复制 潘锦基 3人队 董兆琦 刘明扬 洪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璃月之夜 李含光 3人队 马良 张兴洋 吴昊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小小甜心 宋彪 3人队 王营祺 周恒康 杨盛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专业防爆零 潘锦基 3人队 陈泳琦 杨可 陈超然
南京邮电大学 Citrus 陈志 3人队 何乐晗 陈以信 赵一舟
南京邮电大学 giveinwhite 陈志 3人队 宋辰龙 卢雨田 蒋锐



南京邮电大学 jy 陈志 3人队 沈曈
南京邮电大学 Rosario1 陈志 3人队 刘汪 田玉坤 冯悦
南京邮电大学 TBD 陈志 3人队 金益凡 蔡振川 刘子钧
南京邮电大学 宝键锋从磨砺出 陈志 3人队 李清远 王一权 王奕乾
南京邮电大学 爆零自动机 陈志 3人队 胡余熙 谭永峰 王浩龙
南京邮电大学 菜鸟驿站 陈志 3人队 陶美妍 杨晓菲 盛韵
南京邮电大学 鸽Prime 陈志 3人队 崔泽昂 郑舜禹 金诚
南京邮电大学 蜜雪去冰城 陈志 3人队 郁青陟 肖鸿 陆晓琦
南京邮电大学 事末鸽者 陈志 3人队 张帅青 刁煜凡 柏广凡
南京邮电大学 专业打铁队 陈志 3人队 徐文 汪宇翔 蒋凌峰
南开大学 Nku Ak Victory ICPC 刘晓光 3人队 王超星 黄苏童 覃楚杰
南开大学 打牌先啦 刘晓光 3人队 陈静怡 翟江天 侯黄博林
南开大学 南方开心大学 刘晓光 3人队 郭耘赫 周键钹 罗天辰
南开大学 你的名字 刘晓光 3人队 程子奇 丁彦添 李雨熹
南开大学 热带风味的冰红茶 刘晓光 3人队 魏冰青 廉宏进 陈雪涛
南开大学 万事不干屋 刘晓光 3人队 卢麒萱 宋秭睿 杜岱玮
南开大学 我没意见 刘晓光 3人队 黄子懿 苑华莹 郑原
南开大学 在hdu虽5但u 刘晓光 3人队 徐百朋 崔家贺 薛湛童
南通大学 NTU1 陈翔 1人队 叶盛
南通大学 NTU2 陈翔 1人队 季炎
南通大学 NTU3 陈翔 1人队 苏展
南通大学 NTU4 陈翔 1人队 李佳帆
南阳理工学院 AC明灭或可睹 靳冰 3人队 杨光 叶明 张梓航
南阳理工学院 I don't know,,whatever 靳冰 3人队 杨智翔 董雲龙 陈昊
南阳理工学院 此乃天道！ 陈可 3人队 万锟 魏一豪 王启宇
南阳理工学院 队名不能为空 靳冰 3人队 杨普 段振威 万博
南阳理工学院 枯木逢春 陈可 3人队 陈潇森 徐斌磊 刘启亮
南阳理工学院 酪做 陈可 3人队 夏海洋 宋俊梁 靳矗
南阳师范学院 皮卡皮卡 郭金良 3人队 周静饧 胡宏宇 曹高磊
南阳师范学院 水煮喷火龙 郭金良 3人队 沈妍琪 刘秉汉 庄维洁
南阳师范学院 天天开wa掘机 郭金良 3人队 刘家辉 袁合康 赵基豫
内蒙古大学 表哥在这队 崔波 3人队 王鹏 刘旭 姜宇轩



内蒙古大学 成功打卡队 崔波 3人队 叶东欣 马高源 王雅铎
内蒙古大学 内大首席队 崔波 3人队 陈俊宇 刘月茹 王晓涵
内蒙古大学 桥洞小被队 贾冰 3人队 杨熙瑞 张帅 王利
内蒙古大学 曲背之李四吃饭 崔波 3人队 周健 张若辉 李纪元
内蒙古大学 群聊3 崔波 3人队 张莺莺 全弘扬 倪安祥
内蒙古大学 晚安 贾冰 3人队 李子轩 张嘉龙 陈昊阳
内蒙古大学 未来可期队 贾冰 3人队 刘勇袺 孔佑东 孙文奎
内蒙古大学 咸鱼队 崔波 3人队 李宇飞 王宇飞 王敖伟
内蒙古大学 一 崔波 3人队 赵霖 蔡淑香 樊蕾靓
内蒙古大学 追梦 崔波 3人队 张智浩 刘瑞祥 周世辰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蒟蒻爆零 杨忠杰 3人队 安浦聖 窦志宇 贺晨
内蒙古师范大学 Au Copper Medal 孟繁军 3人队 张泽兴 王京航 潘雨嘉
内蒙古师范大学 imnuzzx 孟繁军 3人队 薛振宇 张晓颖 张汉庭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丨丨丨 孟繁军 3人队 付超正 付超正 裴浩楠
内蒙古师范大学 我们就是来签个道 孟繁军 3人队 梁琛宙 马鸿飞 高其棋
内蒙古师范大学 卧龙组合 孟繁军 3人队 韩步青 邢鹏飞 白勇全
内蒙古师范大学 阳光之枪 孟繁军 3人队 于宏悦 王磊 乔铃淳
内蒙古师范大学 这次稳了 孟繁军 3人队 赵文浩 鲁俞宏 谢晓莹
宁波大学 Blue Guys 陈叶芳 3人队 赵文泽 陈挺扬 陈宇杰
宁波大学 Super BUG Creator 陈叶芳 3人队 徐浩楠 徐玮嘉 李浩
宁波大学 人人都爱俞智超 曾佳敏 3人队 曾佳敏 俞智超 余嘉瑜
宁波工程学院 sorrymaker 宣江华 3人队 胡浩楠 倪泉乐 郑云跃
宁波工程学院 魔怔刷题人 宣江华 3人队 陈琦烨 阜紫涵 邵程远
宁波诺丁汉大学 kernel_panic 朱俊松 3人队 王子洋 李泽恺 李成奥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拉拉队 陈磊 3人队 唐云枫 许江涛 潘益权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炮灰队 陈磊 3人队 叶浩 沈金芳 汪搏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淘金大队 陈磊 3人队 李勇驰 池文豪 杨佳豪杰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震动队 陈磊 3人队 赵博渊 陈宇浩 胡一彬
平顶山学院 HLS 李永明 3人队 胡庆博 沈阳 李扬帆
平顶山学院 WAing 李永明 3人队 李硕硕 张晨璞 孟思婕
平顶山学院 zzz 李永明 3人队 朱梦飞 朱琳钰 张一凡
平顶山学院 平院一队 李永明 3人队 周宁 刘力宾 马中会



齐鲁工业大学 C嘉嘉 鹿文鹏 3人队 王聪 陈延忠 秦浩源
齐鲁工业大学 滴滴嘟嘟 鹿文鹏 3人队 任满意 王文正 赵文涛
齐鲁工业大学 都队 鹿文鹏 3人队 葛云霄 刘恺良 王梦涛
齐鲁工业大学 队里没有嘉心糖 鹿文鹏 3人队 王俊越 李振宇 杨华展
齐鲁工业大学 毫厘 鹿文鹏 3人队 张宇豪 李坤朋 张丽丽
齐鲁工业大学 开局笑嘻嘻 鹿文鹏 3人队 刘易凡 李德旺 董国梁
齐鲁工业大学 男子三人划水冠军 鹿文鹏 3人队 王哲 潘鑫 张席畅
齐鲁工业大学 生死时速 鹿文鹏 3人队 杨熠辰 王励翔 刘鑫龙
齐鲁工业大学 刷题打铁队 鹿文鹏 3人队 高晓飞 陶勇胜 杨鑫
齐鲁工业大学 我们还可以抢救一下 鹿文鹏 3人队 钟志强 褚华帅 杨光耀
齐鲁工业大学 戏言:关于月光下的魔法师wa循环这件事鹿文鹏 3人队 李伟杰 张子涵 王博文
齐齐哈尔大学 AC很少，你忍一下 王硕 3人队 焦易凡 许博强 黄冠捷
齐齐哈尔大学 wa很多，你忍一下 王硕 3人队 伍梓亮 王宇帆 陈荣聪
青岛大学 666 张志梅 3人队 林梦森 刘乐鹏 郭聚辉
青岛大学 AC是一定会AC的 李建波 3人队 张晓阳 孙晓宇 李天宇
青岛大学 LOL自动机 张志梅 3人队 单良 张李鹤 韩明睿
青岛大学 Tomato_Nanoda 杜祥军 3人队 李国良 李坤熹 董洋
青岛大学 打铁自动机 周强 3人队 马一铭 王启璇 葛昶
青岛大学 宫廷玉液酒 杜祥军 3人队 孙丕海 张德平 侯文强
青岛大学 好想有个学上 张志梅 3人队 马明皓 狐文强 李予良
青岛大学 均衡教派 张志梅 3人队 杨博淋 于洪森 姜恒玉
青岛大学 蓝色空间 李建波 3人队 王宪泉 张锦峰 武彬
青岛大学 立直自摸清一色 周强 3人队 段崇晖 郑志坚 李令宇
青岛大学 麻辣香锅 杜祥军 3人队 何振峰 王亚蒙 刘相东
青岛大学 起名字太难了 张志梅 3人队 翟书豪 马荣剀 刘兆国
青岛大学 青大突击队 杜祥军 3人队 孙浩宇 李国聪 布文东
青岛大学 全对是不可能全对 杜祥军 3人队 司唯佳 段倩倩 张欣瑶
青岛大学 三相之力 杜祥军 3人队 毛聿麒 鞠传宇 董亚洲
青岛大学 三元上升子序列 杜祥军 3人队 杨晓达 谷永禾 段嘉奇
青岛大学 随便打打都 杜祥军 3人队 李然 孙运泽 王天宇
青岛大学 我们想要气球 张志梅 3人队 刘成 张卫正 徐易
青岛大学 喧嚣的风 张志梅 3人队 张泽纬 陈贺 祝骏奕



青岛大学 扎不多德勒 张志梅 3人队 赵洋 段衡 高鹿星
青岛大学 做的都队 杜祥军 3人队 谭音龙 李宏祥 王宏伟
青岛科技大学 142857的鬼辩组合 张瑞全 3人队 王昊 车宇庚 薛克程
青岛科技大学 G 张瑞全 3人队 赵世文 张亚 张宝文
青岛科技大学 Syrup 张瑞全 3人队 马英杰 李泉志 温智凯
青岛科技大学 WA到TLE 张瑞全 3人队 王兴宇 崔喆 高圣哲
青岛科技大学 奥卡姆剃刀 张瑞全 3人队 武伯龙 陈鸿博 姚善智
青岛科技大学 带妹子上分 张瑞全 3人队 曹钰涵 苏涵 杨立祁
青岛科技大学 洛杉矶湖人小分队 张瑞全 3人队 陈才坤 张维文 吕营浩
青岛科技大学 人类高质量WA 张瑞全 3人队 陈德山 晋学锐 林海
青岛科技大学 三仙过海 张瑞全 3人队 袁震 牟翔宇 靳知见
青岛科技大学 扫黄大队 张瑞全 3人队 朱文杰 高英翔 丁宁栋
青岛科技大学 勇敢妙蛙种子 张瑞全 3人队 初清平 马淑华 曾庆帅
青岛理工大学 不会起名 吴万春 3人队 张良浩 韩子润 张振威
青岛理工大学 队友呢队友呢救一下啊 吴万春 3人队 姜博越 王一童 王鹏飞
青岛理工大学 海神三叉戟 吴万春 3人队 杨晓岐 郑振松 耿家浩
青岛理工大学 啥也做不 吴万春 3人队 张忆恒 赵赦 崔子豪
青岛理工大学 这瓜保熟 吴万春 3人队 赵家伟 邢家玮 颜义
青岛农业大学 拉拉拉队 王静 3人队 刘发展 王昊 康洪森
青岛农业大学 人上人耗子 王静 3人队 李沛恒 蒋炎光 赵凌超
青岛农业大学 周公祝我 王静 3人队 付官正 熊一鸣 邵炫迪
青海大学 农村小伙 谢永 3人队 王帅斌 段伟圣 柳铭财
清华大学 [动画表情][动画表情][动画表情]邬晓钧 3人队 袁无为 曹天佑 魏精
清华大学 Best Pizza 邬晓钧 3人队 周禹 肖士程 苏畅
清华大学 the third power of dogs 邬晓钧 3人队 陈江伦 蒋颸 李思婷
清华大学 UB本当上手 邬晓钧 3人队 于剑 杨耀良 张艺缤
清华大学 安全车 邬晓钧 3人队 程泽瑞 曲殊同 王本宇
清华大学 窗边明月 邬晓钧 3人队 陈孙立 杨骏昭 徐翊轩
清华大学 错的不是我是队友 邬晓钧 3人队 邓晗 林凯风 卢一鸣
清华大学 队友跑了 邬晓钧 3人队 徐哲安 陈立言 丁杭亮
清华大学 方形责任 邬晓钧 3人队 杨乾澜 杨懋龙 张一钊
清华大学 盖世汤圆 邬晓钧 3人队 方汤骐 张哲宇 毛嘉怡



清华大学 光辉 邬晓钧 3人队 蒋昊迪 邢竞择 陈桐飞
清华大学 嘿嘿 邬晓钧 3人队 黄子宽 彭思进 李白天
清华大学 混学分 邬晓钧 3人队 孙诺舟 魏辰轩 李泽清
清华大学 焦哥爱喝喜茶 邬晓钧 3人队 王建楠 焦景辉 彭贻豪
清华大学 狼的废弃 邬晓钧 3人队 曾晓龙 何志辉 徐奥淳
清华大学 老年菜鸡瞎比比队 邬晓钧 3人队 叶昊星
清华大学 纳豆拌饭 邬晓钧 3人队 刘昀 杨卓毅 宋泽宇
清华大学 三杯两盏咸酒 邬晓钧 3人队 夏天睿 郎思轲 姜迅驰
清华大学 三个顶俩 邬晓钧 3人队 朱震霆 闫书弈 王修涵
清华大学 小万邦 邬晓钧 3人队 王思齐 袁方舟 房励行
清华大学 雪见 邬晓钧 3人队 杜伟桦 李骥 陆明琪
清华大学 一更人 邬晓钧 3人队 周欣 叶卓睿 虞皓翔
清华大学 应急食品 邬晓钧 3人队 谌星宇 黄骙 邓一轩
清华大学 粤粤欲试 邬晓均 3人队 高嘉煊 颜杰龙 王之栋
曲阜师范大学 NEWbie 耿仕达 3人队 耿仕达
曲阜师范大学 菜鸡互啄队 闫超 3人队 孙思源 孙中远 刘洪哲
曲阜师范大学 绞尽脑汁的坚果小分队 闫超 3人队 姚莹莹 刘欣月 于凤池
曲阜师范大学 喵喵喵 闫超 3人队 茅学凯 杨旭 马晓伟
曲阜师范大学 摸鱼队 闫超 3人队 刘启航
曲阜师范大学 哇！绿色AC！ 闫超 3人队 李政德 孙涛 李树臻
曲阜师范大学 一人两狗勇闯天涯 赵世浩 3人队 魏子栋 张雨露 王昊
曲阜师范大学 引领者 公冶小燕 3人队 续文静 王一凡 于涛
泉州师范学院 ac再爱我亿次 高大利 3人队 陈佳乐 张自力 施维康
泉州师范学院 积极健康向上的队伍 曾台盛 3人队 施伟祥 林涛 周尚泰
三峡大学 闹挺大 徐义春 3人队 戴子韬 熊庭 颜立
三峡大学 逆流而上的O(1/n) 徐义春 3人队 郑依鸣 张怡 应承刚
三峡大学 赵王李 徐义春 3人队 赵冰雪 王婷 李思思
厦门大学 点分治分点 林文水 3人队 周正 徐铭逸 高言峰
厦门大学 键键变秃 林文水 3人队 张俊杰 上官玄 周和
厦门大学 悠米出动！ 林文水 3人队 王河山 颜集源 方明俊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罗少别听猫中毒了 吴新宇 3人队 范徐伟 罗意凡 喻越
厦门理工学院 划水大队 谢彦麒 3人队 蔡煜 陈弘明 曾振宇



厦门理工学院 小小驱虫工 谢彦麒 3人队 方云浩 赖传炬 李艺豪
厦门理工学院 做对一题就划水 谢彦麒 3人队 黄宇鹏 黄飞阳 黄滨
山东财经大学 ak47 李恒武 3人队 李佳宁 谢坤宏 黄天佑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财经幼儿园 李恒武 3人队 康佳政 徐立毅 翟杰城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WAWA大哭（WAWA CRY） 李恒武 3人队 陈海鑫 水翔 郭加诺
山东大学 no_RE 鹿旭东 3人队 王皓琪 张晨龙 陈逸康
山东大学 The Contingency 鹿旭东 3人队 郭玉伟
山东大学 uUu 汪云海 3人队 郑凯饶 王爽 管进程
山东大学 VVL 汪云海 3人队 张振 陈正 梁竞文
山东大学 蹦蹦炸弹 孙浩哲 3人队 孙浩哲 曾祥宇 柳涵
山东大学 从即刻起节能减排数学建模电子设计鹿旭东 3人队 卢子辰 周何   王在烜
山东大学 嘉然明天喝什么 鹿旭东 3人队 周子涵 陈雨濛 禚安垣
山东大学 禁止内存超限 汪云海 3人队 李博韬 刘向斌 朱靖哲
山东大学 梦天使 汪云海 3人队 褚瑞凡 耿浩天 张昊雨
山东大学 明天再想吧 鹿旭东 3人队 颜毓 高梦彤 孙正宇
山东大学 山城乌霜 鹿旭东 3人队 俞程
山东大学 山区老年活动中心 鹿旭东 3人队 田晓涛 王浩龙 孙康晖
山东大学 说好不秃 鹿旭东 3人队 门建彤 张丁祎 吴羲勇
山东大学 送拿铁的外卖小鸽 汪云海 3人队 战绪丰 庞天祥 邵宇辰
山东大学 爻 鹿旭东 3人队 陈舜与 郭子健 韩雨辰
山东大学(威海) An invalid response 袁灏 3人队 郭天宸 朱浩天 孙普华
山东大学（威海） 八个题给我摆齐刷的 袁灝 3人队 杨昊霖 张皓 杨思铭
山东大学（威海） 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 袁灏 3人队 施钧瀚 黄施捷 黄泽浩
山东大学（威海） 你这AC挺能藏啊 袁灏 3人队 陈龙泽 庄昊霖 孙天琦
山东大学（威海） 牛哇妞哇 袁灏 3人队 吴黎明 柳洋 柳洋
山东大学(威海） 铁华团 袁灏 3人队 毛骏奇 陈其轩 王启帆
山东大学（威海） 无敌暴龙冰河可爱爆了 袁灏 3人队 祁盛文 汤子锋 宁涛
山东大学（威海） 做啥啥不会 袁灏 3人队 谭福华 王偲谕 朱益言
山东大学威海 先占个位子 袁灏 3人队 周润杰 陈格 尚书尧
山东大学威海 杨杨杨我爱喜之郎队 袁灏 3人队 杨沛霖 汪彦东 贺昱斌
山东工商学院 ACZERO 肖进杰 3人队 王卓 王新航 董哲
山东工商学院 STL 肖进杰 3人队 刘一铮 仝令辉 宋宗芮



山东工商学院 wcl 肖进杰 3人队 李霄鹏 王丁 崔文贺
山东工商学院 必必发抖 肖进杰 3人队 纪一帆 李彦辉 姜山
山东工商学院 茶话会 肖进杰 3人队 李亚然 王在媛 鲁庆
山东工商学院 凤凰山幼儿园 肖进杰 3人队 鲍庆浩 刘加乐 安钊
山东工商学院 所向皆破 肖进杰 3人队 茹博轩 孟孜文 田始坤
山东工商学院 无尽星空 肖进杰 3人队 卫宇飞
山东工商学院 一定要起个萌的名字喵 肖进杰 3人队 刘骋羽 廖银 王自酉
山东工商学院 这橘子真酸 肖进杰 3人队 陈传旺 刘继源 黄博
山东科技大学 Acmer的重启人生 林晓霞 3人队 夏宇 王席 郑立杰
山东科技大学 Berlin 吴振寰 3人队 唐相杰 刘传进 王芮鑫
山东科技大学 Endeavour 吴振寰 3人队 高云鹏 高宇 李泓霖
山东科技大学 NCC_42285 李婕 3人队 李婕 宋纪元 赵美祥
山东科技大学 NCC_53847_A Pegasus 吴振寰 3人队 陈杨 崔勇 张良奎
山东科技大学 NCC10521 Ambassador 吴振寰 3人队 苟丛林 何方呈 许守义
山东科技大学 NCC1371 Republic 吴振寰 3人队 吴岳松 王向东 李盼
山东科技大学 NCC14934 Tecumseh 吴振寰 3人队 欧熙 李增 李健
山东科技大学 NCC1718 Excelsior 吴振寰 3人队 马湛东 杨昊 曹一鸣
山东科技大学 NCC20000 Valiant 吴振寰 3人队 王琪超 王子龙 孙元林
山东科技大学 NCC21166 Brattain 吴振寰 3人队 王鑫 李来利 侯祥晨
山东科技大学 NCC26136 Zhukov 吴振寰 3人队 崔晨灏 李佳鑫 刘柏成
山东科技大学 NCC32591 Sitak 吴振寰 3人队 陈杰 15060426804 苏天宇 张林
山东科技大学 NCC62497 Akira 吴振寰 3人队 郭晓晨 徐一杭 田智萌
山东科技大学 NCC73515 Nova 吴振寰 3人队 蔡玮霖 郭清鋆 闫庆康
山东科技大学 三个混子 赵美祥 3人队 赵美祥 杨桂淙 张书彬
山东理工大学 Excalibur 张先伟 3人队 赵凯 王震 孔祥宇
山东理工大学 PiKaWa 张先伟 3人队 马润东 张广祺 徐董鑫
山东理工大学 Turnsole 张先伟 3人队 李晋 张振 张晓硕
山东理工大学 Wa哈哈 张先伟 3人队 马健文 宋宪浩 蔡忠禹
山东理工大学 从零开始的ACM生活 张先伟 3人队 郭昱辰 金杰 丁正阳
山东理工大学 大哥开party 张先伟 3人队 逄明宝 孟策 周陈静
山东理工大学 队名叫啥 张先伟 3人队 费心怡 王珂 李昌辉
山东理工大学 高质量男团 张先伟 3人队 李威翰 苌锦煦 张元帅



山东理工大学 今天拿铁半价 张先伟 3人队 赵兴锐 方恺鹏 穆俊霖
山东理工大学 来颗二营长意大利炮 张先伟 3人队 吴旭华 王展 王志伟
山东理工大学 三轮车 张先伟 3人队 师小龙 程继康 李连志
山东理工大学 小蛋糕 张先伟 3人队 董鑫 张航 王硕
山东理工大学 再交一发吧 张先伟 3人队 唐铭桓 蓝泽如 李彦彬
山东理工大学 正大光明 张先伟 3人队 徐富光 王文正 杜广优
山东理工大学 枝江后卫 张先伟 3人队 夏远 张子昊 王海旭
山东理工大学 注意效率 张先伟 3人队 宋天一 杨帆 王昊燃
山东理工大学 淄博市幼儿圆 张先伟 3人队 隋宇航 孙黎明 马晓蕾
山东农业大学 传奇永不熄 费玉奎 3人队 卢博枫 朱善省 李京宸
山东农业大学 低调 费玉奎 3人队 王润成 杨家骏 孙宏
山东农业大学 玛卡巴卡 费玉奎 3人队 唐冰清 李萌 许文静
山东农业大学 逆流而上 费玉奎 3人队 蔡东晓 李文卓 李春雨
山东农业大学 柠檬 费玉奎 3人队 李文星 苏凯 蒋泽远
山东农业大学 牛牛队 费玉奎 3人队 殷汝枭 张富超 王治川
山东农业大学 永不言弃 费玉奎 3人队 祝新源 马学府 翟柯嘉
山东师范大学 ★吃饱喝饱一路走好 李圣涛 3人队 李荣奥 张立坤 杨煜琦
山东师范大学 hrggの粉丝头子 李圣涛 3人队 张启昌 刘璐瑶 张瑞君
山东师范大学 快攻猛男 李圣涛 3人队 王欣 蓝宗慰 李浩然
山东师范大学 没有队名 李圣涛 3人队 王玉莹 王祥男 姬彬荃
山东师范大学 蒙古上单 李圣涛 3人队 代江坤 李永杰 于健
山东师范大学 逆风 李圣涛 3人队 纪毅 王位毅 卢蔚
山东师范大学 取个什么队名 李圣涛 3人队 孙青鼎 孙鸿轩 高梦媛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AC机器人 崔健 3人队 陈治霖 庄保豪 凌超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冰雪聪明 崔健 3人队 牛正臣 王冰 王园园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天命 崔健 3人队 张杰 李泽龙 张云竹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相逢是缘 崔健 3人队 宋文龙 王洋洋 徐帅航
陕西科技大学 阿巴阿巴 吕舒 3人队 马闻捷 仝梓阳 姜何飞飞
陕西科技大学 此赛结束就ac 齐勇 3人队 李振宇 左健雄 安泽涛
陕西科技大学 多组样例换行和空格 齐勇 3人队 姜海廷 周长安 沈逸彬
陕西科技大学 三个外省人打省赛 齐勇 3人队 方玟萱 张席 张恩哲
陕西科技大学 线段树的自我救赎 齐勇 3人队 姜海廷



陕西科技大学 一嘤嘤嘤就ac 齐勇 3人队 杨湧耿 张耀辉 李畅
陕西师范大学 YEC 王涛 3人队 於芸仲 陈锦怡 王梓月
汕头大学 汕大签到队 杨晓毅 3人队 黄哲凯 张健 潘锦华
汕头大学 汕大签到队- 杨晓毅 3人队 潘啟华 李宗艺 莫泽豪
上海大学 Abracadabra 沈俊 3人队 张致远 谢奕 陶钧
上海大学 Acing 沈俊 3人队 张瑞之 蒋珂 吴震东
上海大学 RuntimeError 沈俊 3人队 李奕帆 张雨奇 邓馨

上海大学 白洞 沈俊 3人队 徐京伟 阮健乘 刘伊阳

上海大学 凑热闹队 沈俊 3人队 陈柳莹 刘诗蓓 奚仲璞
上海大学 呆头鹅 沈俊 3人队 诸捷 董镇源 刘西朋
上海大学 对对对你说的都队 沈俊 3人队 方学基 阮逸航 周而学
上海大学 还是你懂的多啊 沈俊 3人队 王启隆 丁东 吴逸磊
上海大学 行星 沈俊 3人队 郑清锋 周天澜 金之谦
上海大学 荒原 沈俊 3人队 李凯麟 徐正阳 易兰萱
上海大学 极地 沈俊 3人队 徐一凡 徐一凡 徐一凡
上海大学 蒙的全队 沈俊 3人队 曹中阳 高轩 高思妍
上海大学 纳什米尔 沈俊 3人队 程天豪 李想 程天豪
上海大学 你在赣神魔 沈俊 3人队 金铖 吕定巍 周济宸
上海大学 签到题我重拳出击 沈俊 3人队 刘元皓 顾景天 刘亦凡
上海大学 听取WA声一片 沈俊 3人队 徐晨凡 康高熙 王静颐
上海大学 听取wa声一片 沈俊 3人队 邵启承 陈世锦 李子浩
上海大学 一编就队 沈俊 3人队 刘思聪 孙瀚扬 罗晨轩
上海大学 幼小可怜又无助 沈俊 3人队 金霆峰 李梓航 黄浩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Untitled.flp 蒋文蓉 3人队 陈万鹏 王明轩 周张珉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菜鸟报到 蒋文蓉 3人队 李清湘 贾宗泰 钟勇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还没想好 蒋文蓉 3人队 鲍美灵 朱娜娜 戴紫涵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你把握不住 蒋文蓉 3人队 周伟 贶骏尧 祝一杨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清梦星河 蒋文蓉 3人队 占淼 陈旭东 刘仲家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三个挂件挂着气球起飞啦 蒋文蓉 3人队 葛周麒 陈泽平 余骏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我不会数数 蒋文蓉 3人队 陈骏蔚 胡垚 郭忠凯
上海电机学院 105度的烤山药 吉顺如 3人队 方鹏鹏 何艺麒 赵晨



上海电机学院 枢机返还之光 吉顺如 3人队 许欢 许家辉 王宁
上海海事大学 SMU1 毕坤 3人队 杜逸杰 周金 吴宇轩
上海交通大学 all-in at the river 俞勇 3人队 谭博仁 杨宗翰 杨尚霏
上海交通大学 Eternal Dream 俞勇 3人队 范能 王子奕 冯跃洋
上海交通大学 from wonderland to sjtu 俞勇 3人队 尹良升 张骋楷 杨晋晟
上海交通大学 Imperishable Night 俞勇 3人队 孙司宇 刘尔之 孟良谕
上海交通大学 ReadyPlayerOne 俞勇 3人队 阮航 方俊杰 郭博为
上海交通大学 Wandering with straw sandals俞勇 3人队 陈则佳 江若泓 彭泉泉
上海交通大学 yet to be explored 俞勇 3人队 钟林昊 罗成元 方家昊
上海交通大学 柳(willow) 俞勇 3人队 王照梓 叶瑶琦 姜天乐
上海科技大学 你这题要是简单我肯定做啊 屠可伟 3人队 黄磊 张亦驰 陈艺铭
上海科技大学 山泉水 徐博文 3人队 朱一凡 彭希玥 金鑫辰
上海科技大学 未来道具研究所 屠可伟 3人队 何开 李文超 胡艾博
上海科技大学 我们转数院吧 屠可伟 3人队 曹宇涵 彭程 赵清澄
上海理工大学 code for case 周春樵 3人队 周骁腾 李明懿 韩昱川
上海理工大学 mandate of heaven 周春樵 3人队 崔宗琪 王晨阳 叶骏
上海理工大学 被教练拉来爆0的 周春樵 3人队 刘斌然 符云杰 刘笑辰
上海理工大学 快乐搞算法小队 周春樵 3人队 顾家铭 胡宝月 夏乐乐
上海理工大学 令和三年的上海爱丽丝 周春樵 3人队 潘孝安 王驭洋 胡洁昌
上海理工大学 这题保真吗？ 周春樵 3人队 饶星晨 蔡钦成 张沐龙
上海师范大学 爱思爱趣恩呦挼许儿 潘建国 3人队 林世奕 张驰 沈睿祺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白给 王栋 3人队 朱嘉钧 吴林翰 李志鹏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救命我要社死了 王栋 3人队 周洋 冯予君 尹小敏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人类低质量ac选手队 王栋 3人队 杨余嘉 曹帅涛 赵泽统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我很菜你忍一下 王栋 3人队 余舒龙 许子鑫 王俞力
韶关学院 sgu 饶浩 3人队 郑晓帆 林鸿涛 童浩轩
邵阳学院 菜的一批 陈云 3人队 王硕 黎润九 贺修荣
邵阳学院 模拟退队 陈云 3人队 黄琪航 曾杰 朱振宇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十五队 陈云 3人队 钱云东 吴荣 赵鹏宇
邵阳学院 这都能AC 陈云 3人队 罗沁鑫 严子豪 李龙
绍兴文理学院 编程不如编毛衣 黄龙军 3人队 郑柏成 唐佳柠 丁宇豪
绍兴文理学院 全真模拟训练队 黄龙军 3人队 张乐辉 王钞琼 薛颖颖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WA了，那咋办嘛 董卫萍 3人队 张恩雨 张以诺 杨孔俊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冲动是魔鬼 董卫萍 3人队 陈渲嶒 陈贤培 谢若珍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打工 董卫萍 3人队 张云 王韬略 郑旭辉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1 张小健 3人队 陈欣宇 黄瑾浩 马永赫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10 张小健 3人队 蒋术焜 杨颂贝 陈梓健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2 张小健 3人队 丁潇杰 邓昌俊 连泽锋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3 张小健 3人队 费楚雯 齐宇轩 陈希哲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4 张小健 3人队 林烨堃 丁优龙 梁泽荣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5 张小健 3人队 郭泽森 郑杨 苏梓瀚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6 张小健 3人队 司徒灏 叶瑞华 苏嘉淇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7 张小健 3人队 刘仟华 钟兆雄 陈俊明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9 张小健 3人队 庄子琪 杨熙全 陈敏涵
深圳技术大学 SZTU_random 郭云镝 3人队 徐嘉辉 吴雨恒 施支林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MAGA 李粤平 3人队 王佳丰 黄海源 刘思杰
沈阳工业大学 SUT_ACMER_WA掘机小队 靳鹏 3人队 艾德润 杨二贺 马一民
沈阳工业大学 SUT-ACMer-五龙家 靳鹏 3人队 武子豪 杨晞龙 张家玮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我们导员杜家毅 孙娜 3人队 刘力源 李书航 吴晗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妖精圆桌领域 孙娜 3人队 江克威 赵范佑 张喜瑞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月下三柱男 孙娜 3人队 杨峥 王睿康 解雨洋
沈阳化工大学 4103 王雅娜 3人队 罗熙洋 易朝玺 郭晟成
沈阳化工大学 codejoker 王雅娜 3人队 王鑫 李继鹏 孙伟
沈阳化工大学 把碗刷喽 王雅娜 3人队 韦古峰 厉秉桢 朱宏凯
沈阳化工大学 代码很长你要忍一下 王军 3人队 刘泳壮 张祺 王梓睿
沈阳化工大学 多喝开水 王军 3人队 惠蒲葵 孙皓宸 陈骏东
沈阳化工大学 美少女战士 王军 3人队 周子怡 张舒怡 杨梦瑶
沈阳化工大学 希织歌 王军 3人队 陈如聪 周壮壮 季鹏宇
沈阳化工大学 中华小当家 江朋洁 3人队 江朋洁 马娇 郭增静
石家庄铁道大学 ac的a是asoul的a 沙金 3人队 薛同 张润轩 张宇飞
石家庄铁道大学 卡布奇诺 沙金 3人队 徐池 李思成 胡赞
石家庄铁道大学 签个到就成功 沙金 3人队 宋世鹏 张宗霖 王靖宇
石家庄铁道大学 月光 沙金 3人队 贾宏明 李苏杭 胡会金
四川大学 把握不住 左劼 3人队 王友军 廖健康 孙骏骐



四川大学 给郭哥哥泡一池子大红袍 左劼 3人队 吴咏蔚 郭尧 周雪妍
四川大学 混分巨兽 左劼 3人队 雷应翔 韩子毅 许天赫
四川大学 狂风之力 左劼 3人队 刘却桓 金聿成 张笑庸
四川大学 妈妈说爱思皮思网络赛的名字不能起太长了否则就会像现在这个名字一样在一个伊克赛尔表格里不能完全显示从而导致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左劼 3人队 辛梓杰 李毓 牛佳文
四川大学 魔理沙 左劼 3人队 张新 向宇 朱奕杰
四川大学 平行且相交 左劼 3人队 袁聪 卢佳尧 李若辰
四川大学 雅典学派 左劼 3人队 詹宜瑞 顾曦骏 谭茜匀
四川大学 一拳一个复读机 左劼 3人队 毕之语 郭利民 张中辉
四川大学 有三个人前来买瓜 左劼 3人队 杨雨豪 楚博然 王耀
四川农业大学 MUV 潘勇浩 3人队 符林 张李政 胡开源
四川农业大学 蹦蹦炸弹 潘勇浩 3人队 饶健坤 谢荣彬 黄立
四川农业大学 经此一役 潘勇浩 3人队 何雨航 徐超 李昆鸿
四川农业大学 时雨如泪 潘勇浩 3人队 张栋宸 崔江哲 代吉富
四川轻化工大学 啾啾啾啾啾 梁兴建 3人队 乔虎虎 余欢 严旭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两猛男一弱鸡队 何海涛 3人队 谭淋 王超 何林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三个女生 王二丽 3人队 郑小菁 张艳霞 杨顺利
四川轻化工大学 算法从入门到入土 黎远松 3人队 张恒 黄依涛 闫超
四川师范大学 teach you a lesson 徐勇 3人队 袁红婷 余若虹 颜莹莹
四川师范大学 华强这WA保熟吗 徐勇 3人队 范忠仁 郑聪 范锐
四川师范大学 三条翻不了身的咸鱼 徐勇 3人队 许杰 李思佳 刘闯
四川师范大学 我们今天吃什么 徐勇 3人队 晋云涛 温世民 徐垚
四川师范大学 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 徐勇 3人队 谢承洋 冷杰师 陈志强
四川师范大学 下次还来_3.0 徐勇 3人队 陈诗雅 卢袁芳 车圳琪
四川师范大学 战神回到家中，发现爷爷被九龙抬棺徐勇 3人队 李冬晴 刘家欢 朱月欣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Thunder 张俊晖 3人队 罗文贤 何平 刘睿超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川信雷霆 张俊晖 3人队 曾超 刘安 艾弋乔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打卡就算成功 张俊晖 3人队 赵思鹏 杨波 方敬杰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地狱火焰 张俊晖 3人队 朱锴 管志伟 张炬万
苏州大学 555我的炸鸡 朱晓旭 3人队 林志诚 顾俊辉 陈惟一
苏州大学 咕咕咕咕咕咕 朱晓旭 3人队 丁誉洋 孙孜斌 殷九思
苏州大学 妙蛙种子吃着妙脆角进了米奇妙妙屋朱晓旭 3人队 王雨 王品正 周泓余
苏州大学 气球多多 朱晓旭 3人队 黄学文 许睿阳 唐瑞珑



苏州科技大学 SteinsGate 程成 3人队 孙宇航 黄泱邦 时微淳
苏州科技大学 笨小孩 程成 3人队 蒋城 彭羽 顾迅
苏州科技大学 你这代码包AC吗 程成 3人队 曹鹏 郭瑞阳 沈广浩
台州学院 ACM没有AC只有MAN 陈荣钦 3人队 周文杰 许世豪 孙铭迪
台州学院 沧浪之水 陈荣钦 3人队 林钰琳 孙宇飞 徐浩阳
台州学院 该id已被占用 陈荣钦 3人队 郑纪钢 谢华超 罗志鹏
台州学院 吉祥三宝 陈荣钦 3人队 王利辉 莫绪运 陈东宇
台州学院 将个烂就 陈荣钦 3人队 刘宇翔 许骏楠 徐海迪
台州学院 临海羡鱼队 陈荣钦 3人队 戴加玮 邬自平 梁锦峰
台州学院 攀登者 陈荣钦 3人队 邵宁 许洪 吉庆丰
台州学院 签到队 陈荣钦 3人队 杨丹妮 陈家俊 魏平生
台州学院 挺有意思 陈荣钦 3人队 倪中荷 谢文豪 陈晓燕
台州学院 乌鸦坐飞机 陈荣钦 3人队 张弘强 黄嘉骏 赵正忠
台州学院 一直AC一直爽 陈荣钦 3人队 关海圳 徐安格 尤圣隆
台州学院 有想法 陈荣钦 3人队 应充培 郑楠鑫 姜徐涛
太原理工大学 百闻不如一见队 林福平 3人队 汤奇霖 何奇璋 周扬帅
太原理工大学 鸽们仨 林福平 3人队 周扬帅 李昌荣 李沛霖
太原理工大学 九章算树 林福平 3人队 钱皓晟 王宇轩 赵云霄
太原理工大学 蓝翔WA掘机 林福平 3人队 王文波 王超 郭宇霄
太原理工大学 一起爬山吗 林福平 3人队 贾伟涛 耿文凯 岳文颂
唐山学院 Blazer 王欣 3人队 刘璞
天津大学 180天后改名 喻梅 3人队 王子祺 任俍栋 李俊佳
天津大学 AC包治百病 喻梅 3人队 黄丽丽 吴奕鹏 王俊博
天津大学 不Fe不改名 喻梅 3人队 艾力西尔·安外尔 刘汶铮 陈曦
天津大学 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喻梅 3人队 刘兴祖 陈雨璇 阿布都萨拉木•阿布力米提

天津大学 抗铁敲代码 喻梅 3人队 王衍杰 孙荣钏 李双盛
天津大学 楼上队名真不错 喻梅 3人队 朱睿涵 陈严宽 李镇州
天津大学 三句话演队友十八分钟 喻梅 3人队 许怿芃 陈奕池 樊兴宇 
天津大学 树状数组维护01背包 喻梅 3人队 王文斌 杜鼎勋 何志凌
天津大学 铁匠打甜酱 喻梅 3人队 杜宇轩 朱铭辉 赵蕴凯
天津大学 这是一个队名 喻梅 3人队 马凯 叶泽侬 张博凯
天津工业大学 喵内daisiki 任淑霞 3人队 冯会东 蒋文荣 杨磊



天津工业大学 逆行而上 任淑霞 3人队 潘扬东杰 陈世涛 张应龙
天津工业大学 签完到就算成功 任淑霞 3人队 唐小钰 杨大海 陈卓
天津工业大学 我不是嘉心糖捏🥰🥰🥰 任淑霞 3人队 牛庆翔 陈泓宇 翟大恺
天津工业大学 想不出队名 任淑霞 3人队 孙洋 宋一鸣 姚一鸣
天津工业大学 新·三菜小队 任淑霞 3人队 丁家玮 张凇铭 高云天
天津工业大学 怎么又要起名啊 任淑霞 3人队 王南雄 张璐瑶 王崧
天津理工大学 Heron 王春东 3人队 陈佳博 罗耀宇 向东
天津仁爱学院 Acmer 冉娟 3人队 刘张达 宫运波 尹佳龙
天津仁爱学院 MTA 冉娟 3人队 石子悦 李洋 集浦航
天津仁爱学院 晗雨凡 冉娟 3人队 张雨 王梦晗 凡耀程
天津仁爱学院 好队名 冉娟 3人队 祝蓉光 杨英尧 周旭
天津仁爱学院 蜡笔小心 冉娟 3人队 王耀 王明厦 袁鹏辉
天津仁爱学院 皮卡皮 皮卡啾 冉娟 3人队 董欣怡 于慧 王诗颖
天津仁爱学院 其实说鸽就鸽也是一种不鸽 冉娟 3人队 郑玉柱 王宇灵 徐晨阳
天津仁爱学院 实在不知道叫什么 冉娟 3人队 占世豪 郭晓雨 黄进业
天津仁爱学院 小问号的朋友们 冉娟 3人队 罗昌杰 周圣超 焦玉祥
天津商业大学 签到完就跑 张冰 3人队 张恩辅 秦泽正 赵江
天津商业大学 这题太难交给队友 张冰 3人队 方智晖 苏舜 冯一凡
通化师范学院 Daybreak 刘顺 3人队 刘顺 赵战宇 季欣然
通化师范学院 thnu1 韩家阳 3人队 韩家阳 徐力凯 张继远
通化师范学院 牧码人 刘星辰 3人队 刘星辰 周雨璇 董笑言
通化师范学院 小小小小队 韩家阳 3人队 刘婉仪 史洪祯 王润笛
同济大学 AC Limit Exceeded 叶晨 3人队 钟伊凡 李佳颖 蒋勇
同济大学 asdfghjkl 叶晨 3人队 储德明 王嘉俊 王皓楠
同济大学 RejectedByJudger 叶晨 3人队 杨英颢 李博宇 任柯睿
同济大学 Superidol的笑容 叶晨 3人队 王铭邦 胡锦晖 张晟豪
同济大学 春田花花 叶晨 3人队 汪冰海 朱泽凯 季马泽宇
同济大学 达拉崩吧班德贝迪卜多比鲁翁 叶晨 3人队 孙治弘 刘依扬 张乐天
同济大学 电脑 叶晨 3人队 成笑行 李乐天 王钧涛
同济大学 渡鸦的脚爪 叶晨 3人队 周琳琳 刘沐坤 龚天遥
同济大学 咯咯咯咯咯 叶晨 3人队 方润楠 雒俊为 张家瑞
同济大学 健康人 叶晨 3人队 陆明奇 黎可杰 朱昀玮



同济大学 蒟蒻果冻 叶晨 3人队 李昊哲 张乐天 蔡一锴
同济大学 快乐面具 叶晨 3人队 张迪 庞鹏瞩 高天宸
同济大学 同寄 叶晨 3人队 栾佳浩 朱申哲 任喆轩
同济大学 同舟共稽 叶晨 3人队 何雨浓 王又禾 杨泽华
同济大学 痛苦面具 叶晨 3人队 潘景祥 屈靖恩 姚雨翔
同济大学 五岁来打acm 叶晨 3人队 夏文勇 彭瀚 孙弘毅
同济大学 怎么打表都写不 叶晨 3人队 孙睿  王铁智 姚沛川
潍坊学院 短发天下第一 王磊 3人队 柳慧林 张开元 赵建泉
潍坊学院 积极向上 王磊 3人队 王涵 孙国昌 张恒源
潍坊学院 你所热爱的就是你的生活 王磊 3人队 周俊旭 冀瑞腾 周东超
温州大学 4399逆天邪神 胡明晓 3人队 施天豪 陈晨宇 夏家伟
温州大学 knight 胡明晓 3人队 谢渚光 丁奕中 翁珣知
温州大学 哈喽沃德 胡明晓 3人队 李心如 邹可毓 林子涵
温州大学 三点共面 胡明晓 3人队 谢嘉璇 陈俊豪 张定程
温州大学 史前人类 胡明晓 3人队 王国普 吴圣琪 黄文湖
温州大学 温大十队 胡明晓 3人队 高依石 吴达郅 王冰
温州大学 怎么会这样呢 胡明晓 3人队 陈子凯
温州理工学院 一二三四五 廖雪峰 3人队 朱郡洲 崔栋凯 吴时鹏
武昌理工学院 二叉树 黄薇 3人队 常毅威 吴慧琳 周思豪
武昌首义学院 Wrong answer on test 2 张硕 3人队 李攀云 吕恒熙 高婵
武昌首义学院 手艺一队 张硕 3人队 谭云彰 刘锐 邱恋锋
武汉大学  ExitingVim 董文永 3人队 赵星宇 刘睿尧 陈伟
武汉大学 队友还没醒 董文永 3人队 赵灏宇 张翔宇 郑云涛
武汉大学 柧檪森林 董文永 3人队 文柯力 张城菡 苏睿懿
武汉大学 今天你学习了吗 董文永 3人队 张广杰 覃浩芸 易晋成
武汉大学 你这题保ac吗 董文永 3人队 向雅欣 林蒙 杨之典
武汉大学 疲惫且困倦 董文永 3人队 吴雨欣 郑亮涛 芦帅晔
武汉大学 去月球 董文永 3人队 邱嘉浩 潘宇轩 姚泽林
武汉大学 删点引猹 董文永 3人队 侯哲 冯烨聪 蔡玉聪
武汉大学 团子大家族 董文永 3人队 蔡旭昀 王忠涛 逄博
武汉大学 万一呢 董文永 3人队 姜佳成 王一言 冉楡檑
武汉大学 喂！摸鱼先了！ 董文永 3人队 冷唯诺 王新喆 袁承博



武汉大学 我都可以 董文永 3人队 刘皓杰 韩文韦 吴轲
武汉大学 星空暗流 董文永 3人队 朱少本 谢宇轩 马铭昊
武汉大学 要迟到了 董文永 3人队 王骏峣 杨宇轩 杨宇杰
武汉大学 又睡过了 董文永 3人队 万宇恒 苏禹畅 林锟扬
武汉纺织大学 DreamTeam 张自力 3人队 柳庆亮 张亮 徐震阳
武汉纺织大学 RNM！TQ！ 种佳琪 3人队 种佳琪 孟龙 祝津一
武汉纺织大学 进击的探险活宝 张自力 3人队 屈韵 付畅 宇蕾蕾
武汉纺织大学 蒙古上单说的队 张自力 3人队 周永康 盛曦 焦傲
武汉纺织大学 唔打代码_饮茶先啦 张自力 3人队 张宇轩 杨硕 赵汝阳
武汉工程大学 摸鱼党复健 陈灯 3人队 符轩豪
武汉工程大学 凭键斩破万里云 黎永琪 3人队 黎永琪 廖粤辉 胡俊炜
武汉工程大学 雀氏蟀 陈灯 3人队 刘典 林凯 李文杰
武汉工程大学 三泉映月 陈灯 3人队 罗云祥 李圳 刘超
武汉工程大学 秃燃好想赢 陈灯 3人队 张子雄 王玺开 鞠佳桐
武汉工程大学 仙女队 陈灯 3人队 刘宣萱 杨佳琪 寇文辉
武汉工程大学 选手们心态良好 陈灯 3人队 方金源 方铭 徐泽宇
武汉科技大学 AliCization 李顺新 3人队 聂泽锴 郑天佑 胡步
武汉科技大学 QwQzzZ 李顺新 3人队 钱浩 王士榤 赵亮
武汉科技大学 背着队友WA签到 李顺新 3人队 杜宗霖 贺昊 陈吉堃
武汉科技大学 队友为啥不能ak 李顺新 3人队 夏玉玲 付强 张名伟
武汉科技大学 剪断你的键盘线 李顺新 3人队 刘玄寒 沈明 徐思群
武汉科技大学 今天中午吃啥 李顺新 3人队 张杰 李佳毅 陈一凡
武汉科技大学 迷迭香 李顺新 3人队 何浩 尹传胜 陈克锦
武汉科技大学 呐，你也想要KiraKira吗～？ 李顺新 3人队 王印德 王忠齐 翁锦瑞
武汉科技大学 敲得要快交得要帅 李顺新 3人队 范立鑫 贾金 阮云念
武汉科技大学 唯唯诺诺签到 李顺新 3人队 丁怡特 姬慧彤 曹阳兴
武汉科技大学 咸鱼翻身队 李顺新 3人队 胡可欣 芦智文 何超
武汉科技大学 終幕薔薇 李顺心 3人队 文灿宁 邓成宇 陈彬
武汉理工大学 Arcturus 赵冬冬 3人队 李斌豪 毕学孜 张文骏
武汉理工大学 Misaka Misaka Network 杨志刚 3人队 索键 戚家辉 王超睿
武汉理工大学 Three idiots in a TM(三呆一队)赵冬冬 3人队 张舜杰 李毅文 吴佳伟
武汉理工大学 不会计数怎么办 赵冬冬 3人队 罗越 奚兆阳 徐亚萌



武汉理工大学 带花猫猫头 赵冬冬 3人队 王昱豪 杨志刚 赵家荣
武汉理工大学 富贵不能银 赵冬冬 3人队 张明阳 田平安 化子烁
武汉理工大学 力争签到 赵冬冬 3人队 张重驰 李阳 杨子豪
武汉理工大学 三呆一队 赵冬冬 3人队 张舜杰 李毅文 吴佳伟
武汉理工大学 写的代码都队 赵冬冬 3人队 叶润繁 唐岩 王伟生
武汉理工大学 饮茶先嘞 赵冬冬 3人队 岑锦锋 宋宝刚 郑云飞
武汉理工大学 有丶东西队 赵冬冬 3人队 李天航 宋长天 陈庞
武汉理工大学 这次能签到吗 赵冬冬 3人队 王恒 赵启轩 武童庆
武汉商学院 喵喵队摸大鱼 孔华锋 3人队 陈佳威 杨凯 何庆
武汉商学院 听说队名越长越AC 曲成璋 3人队 吕雄建 邓研 马锦琦
武汉商学院 汪汪队睡大觉 周天宏 3人队 余泽铭 刘畅 黄瑞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Symplectic Geometric Rhythm张淑平 3人队 冯畅 湛忠胜 周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take your time 张淑平 3人队 陈德创 冯瑞森 祝君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Triy 张淑平 3人队 丁雅可 陶禹成 万在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八方旅人 张淑平 3人队 王孟晞 潘曲阳 朱霖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暴交cheer不舍 张淑平 3人队 张力云 王言聪 刘工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布鲁特福斯惊呼内行 张淑平 3人队 谭升阳 谢铭松 郭浩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曾青得铁则化为铜 张淑平 3人队 王舒琪 吴海怿 买志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二重虹 张淑平 3人队 花煦 周益全 石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干点正事吧 张淑平 3人队 栾昕亚 孟世元 郭明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积极健康向上的队 张淑平 3人队 孙振元 张贺然 张艺龄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吾好梦中AC 张淑平 3人队 王逸 欧心缘 王志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伯利亚电动小飞船 张淑平 3人队 洪敏峰 陶天乐 刘焕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转眼间又在下雨 张淑平 3人队 张炀杰 蒋叶桢 曾祥翼
西安交通大学 __builtin_clz 陈子谦 3人队 陈子谦 李纳川 仲星焱
西安交通大学 Diamond_Sea 陈业元 3人队 何卓霖 田雨阳 史耀睿
西安交通大学 对对队 徐宏喆 3人队 夏泽 艾继涛 王成昊
西安交通大学 然烧军团 徐宏喆 3人队 郭修屹 栾家骏 刘一可
西安交通大学 我们还行吧？那当然！ 陈子谦 3人队 陈执镇 赵宋文 唐梓航
西安理工大学 XXUUTT 蔡欣华 3人队 徐诚 李雄雄 赵佳俊
西安理工大学 不挂零就是胜利 蔡欣华 3人队 肖君玮 朱均正 牛奔
西安理工大学 萌新什么都做不队 蔡欣华 3人队 晁佳佳 韩旭涛 张一翔



西安理工大学 喵帕斯帕斯 蔡欣华 3人队 徐浩然 赵铭骏 刘达可
西安理工大学 拿牌就找对象 蔡欣华 3人队 吴世杰 李奇 左玉茹
西安理工大学 你这牌保熟吗 蔡欣华 3人队 李正曦 李涵 郭双龙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魔芋小分队 崔岩 3人队 曾振杰 杨晨 吕梓荀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三个臭皮匠 崔岩 3人队 胡晨坤 于宁龙 赵梦阳
西安石油大学 ICPC观光旅游团 丁亦喆 3人队 王正 毛济民 朱英杰
西安邮电大学 silver triangle 孟伟君 3人队 白泽楠 吴宇轩 韩中定
西安邮电大学 坝尧龄鹫琪舞 孟伟君 3人队 王睿笙 李浩宇 苏李涛
西安邮电大学 喵喵喵 孟伟君 3人队 靳江坤 彭浩然 黄卓凡
西安邮电大学 先开B题 周元哲 3人队 邓子玄 刁栋 杨诚诚
西安邮电大学 有一队人前来过题 周元哲 3人队 杨瑞宁 王浩然 张嘉乐
西安邮电大学 遇到困难睡大觉 周元哲 3人队 刘珅池 王嘉男 高浩玉
西北大学 二分二 杨建锋 3人队 何春林 王平 王婷
西北大学 两菜一汤 杨建峰 3人队 王向明 李国航 田朕铭
西北大学 奇怪的bug减少了 冯筠 3人队 施景阳 郑罗承 邓云升
西北大学 闪电队 冯筠 3人队 刘文博 李丰羽 刘锦堃
西北大学 驼鹿行动 杨建锋 3人队 孙乔 吴晨宇 曹成伟
西北大学 正在南非上网 冯筠 3人队 韩晓宇 黄晓颖 贾昕泽
西北工业大学 ACM摸鱼组 刘君瑞 3人队 赵赟麒 朱毅可 袁煜恒
西北工业大学 vegetables 刘君瑞 3人队 黄康宁 张一鸣 姚王梓
西北工业大学 yzk 刘君瑞 3人队 康博意 杨清宇 段杨
西北工业大学 π队 刘君瑞 3人队 高强 高祝天涯 马志翔
西北工业大学 打场比赛换个名字 刘君瑞 3人队 张志翔 白天佑 张明义
西北工业大学 东大村三巫师 刘君瑞 3人队 肖宇涵 陈仕轩 季昕泽
西北工业大学 队名又是个难题 刘君瑞 3人队 管孙笛 汪梁森 陈玟
西北工业大学 法国猫猫 刘君瑞 3人队 许洲宁 吴秋鹏 孟祥瑞
西北工业大学 交的全队 刘君瑞 3人队 范瑞龙 魏辰旭 徐渊博
西北工业大学 卷你码卷 刘君瑞 3人队 王彬宇 范大卫 张景润
西北工业大学 炼金术士 刘君瑞 3人队 李天舒 金煜峰 张帆
西北工业大学 你说的都队 刘君瑞 3人队 刘晨 温家峻 张家骥
西北工业大学 你这code保熟吗 刘君瑞 3人队 杨莫凡 要凌峰 罗权
西北工业大学 伞兵 刘君瑞 3人队 郝军 郑世杰 陈志远



西北工业大学 是个好问题 刘君瑞 3人队 许安杰 汤见林 韩喻泷
西北工业大学 我直接进行一个题的过 刘君瑞 3人队 王岩松 赵一平 李思哲
西北工业大学 这局我觉得你能赢 刘君瑞 3人队 曾豪 李喆元 黄意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hoshiguma 耿耀君 3人队 薛圣涛 尤子越 单豪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代码打不队 耿耀君 3人队 祝涛 林羽泽 王正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没道理啊不应该啊 耿耀君 3人队 徐彦儒 刘宇浩 邵衎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三矜破晓 耿耀君 3人队 郭伟 薛照宇 蔡义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同一个梦想 耿耀君 3人队 李长乐 寻真 孟宪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下次一定换二次元队名 耿耀君 3人队 蔡祺峰 王明栋 龚城圩
西北师范大学 不想起名 魏伟一 3人队 王兴阳 唐珥丹 蒋宇轩
西北师范大学 面向样例的程序设计 魏伟一 3人队 刘力铭 庞子博 高普伦
西北师范大学 四级没过 魏伟一 3人队 丁佳鹏 何晨泽 范千悦
西藏民族大学 秦汉二 张晓煜 3人队 汪书乐 胡宝金 龚卓
西藏民族大学 秦汉一 张晓煜 3人队 冯灵 杜美璇 李行
西华师范大学 拿来吧你 蒲冰 3人队 徐贵黔 蔡文阳 金程烽
西华师范大学 永恒之蓝 蒲斌 3人队 杨子健 严启城 罗川
西华师范大学 永远相信魔法 蒲斌 3人队 徐浩伦 张媛媛 陈龙
西南大学 swnew2 王智 3人队 李一韬 何一 张钰娟
西南大学 打铁三人组 杜治国 3人队 蒋杰 傅佳旭 邓小巧
西南大学 啦啦队 王智 3人队 王宇奇 陈雯丽 刘锴睿
西南大学 摸鱼最快乐 黄梓豪 3人队 黄梓豪 黄梓豪 李喆
西南大学 深紫彗星 王智 3人队 张新科 方承煜 龚珏
西南大学 做的都队 王智 3人队 陆浩然 李欣悦 林润泽
西南交通大学 “打完一定喝酒” 喻琇瑛 3人队 陈越 雷雨豪 徐梓航
西南交通大学 atama waru waru 喻琇瑛 3人队 刘奕萱 胡福平 王翔宇
西南交通大学 Making Money Happily 喻琇瑛 3人队 郑星宇 王浩源 丁一鹏
西南交通大学 onlyone 喻琇瑛 3人队 王凯伦 张未希 李远杰
西南交通大学 Our captain is the best gardener喻琇瑛 3人队 宋昊轩 文旌伍 惠子轩
西南交通大学 Shadowbringers 喻琇瑛 3人队 蒋添爱 王昊 张睿聪
西南交通大学 Yui 喻琇瑛 3人队 柴艺函 龚傲林 徐润泽
西南交通大学 老郫县鸡内卷 喻琇瑛 3人队 丁世诚 吴房浩 赵一冰
西南科技大学 CXQ 谭顺华 3人队 罗颖



西南科技大学 goodluckcome 杨春明 3人队 高源 任萍 单佑婉弘
西南科技大学 qwq 杨春明 3人队 王弦德 吴吉 李佳
西南科技大学 风起烟扬终难静 杨春明 3人队 吴宇宏 张宇含 敖睿
西南科技大学 你这dp方程挺能藏啊 杨春明 3人队 郭智超 黄小诚 杨展鹏
西南科技大学 青山不改旧人还 谭顺华 3人队 白彪 黄志豪 李荣凯
西南科技大学 让我们红橙作伴 陈淼 3人队 向子建 陈同庆 唐毅贵
西南科技大学 神奇妙妙屋 杨春明 3人队 陈炜鹏 冯剑锋 周丽
西南科技大学 呜，苦鲁西 杨春明 3人队 胡梦婷 龚佳乐 纪佳宇
西南科技大学 玄妙之殊巧，推微而知晓 谭顺华 3人队 付柯翰 李一 张家睿
西南科技大学 有一个队前来买瓜 陈淼 3人队 刘阳阳 王永琪 江泽东
西南科技大学 有一个队在卖瓜 谭顺华 3人队 谭鸿 周麟志 邓艾森
西南科技大学 长杰毛 杨春明 3人队 陆承长 潘俊杰 毛宝文
西南科技大学 整个好活 陈淼 3人队 袁博洋 周杨杨 粟永航
西南民族大学 XCPC三人战队 周绪川 3人队 张洋 卿旺 李锐
西南民族大学 孩子也想用樱桃8.0 周绪川 3人队 张珺开 肖振威 汪湘衡
西南民族大学 好的小队等于一发AC等于美好时光周绪川 3人队 刘家乐 李汝博 韩雅琪
西南民族大学 木牛流马 周绪川 3人队 易旸 谢永桦 陈家峻
西南民族大学 三人成行 周绪川 3人队 邓怀涛 黄颖颖 刘源
西南民族大学 渊渟岳峙 周绪川 3人队 韦懂生 李婉榕 代鹏辉
西南石油大学 Heroes never die 刘小玲 3人队 孟繁宇 吕东 王凯
西南石油大学 LWZ队 刘小玲 3人队 栾林燊 曾德力 王星
西南石油大学 Tle了怎么办 谢季峰 3人队 刘龙浩 刘泓俊 陈渝匀
西南石油大学 WA了那咋办嘛 谢季风 3人队 谢顺全 杨宇 任泓润
西南石油大学 冰红茶队 刘小玲 3人队 黄鑫月 谭涛 杨一正
西南石油大学 冲一手学姐 谢季峰 3人队 赵艳 张曼 梅洁
西南石油大学 给阿姨倒杯卡布奇诺 刘小玲 3人队 周伟 杨洁 谢建峰
西南石油大学 维克托 谢季峰 3人队 杨可 钟玲琴 邓皓
西南石油大学 西出阳关无故人 谢季峰 3人队 姜京金 罗潇棋 万旭江
西南石油大学 要是不学习连个队名都取不出来刘小玲 3人队 叶天宇 徐知隆 刘知鑫
香港城市大学 九龙塘妙妙屋 黄一笑 3人队 黄一笑 李嘉乾 戴晨岳
香港城市大学 桃花影落妙妙屋 徐睿 3人队 徐睿 何禹 郑上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ICPC摸鱼小组 宋彦 3人队 金德容 程思浩 陈建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Novices On The Road 宋彦 3人队 徐源 李冬旭 忙秋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可爱天赐摸猫猫 宋彦 3人队 侯天赐 郭青硕 曲恒毅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三只天线宝宝 宋彦 3人队 胡海川 121090233 蒋一歌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想吃汤圆 宋彦 3人队 夏禹扬 赵子逸 陈美琪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一定要有个名字 宋彦 3人队 俞晨阳 潘婕 杨博超
湘潭大学 XTU_daydayup 谢勇 3人队 刘鹏飞 潘晓钰 曹佳康
湘潭大学 XTU_出签到就算成功 谢勇 3人队 蒋文彬 李越 田楚天
湘潭大学 XTU_关于我想做不可名状的单机跑路这件事谢勇 3人队 孙涛 何璠 邝彬
湘潭大学 XTU_烬染不夜 谢勇 3人队 李健龙 赵红博 刘世豪
湘潭大学 XTU_摸金铁三角 谢勇 3人队 王应镪 李博弘 胡梁宇
湘潭大学 XTU_四川武汉指环王 谢勇 3人队 张福 袁泽 唐路军
湘潭大学 XTU_希耶丝塔 谢勇 3人队 王文海 肖志林 费高冰
湘潭大学 XTU_瞎编也不好编 谢勇 3人队 吴勇 梁宇 欧阳鹏飞
湘潭大学 XTU_湘潭大学附属幼儿园一队谢勇 3人队 姜德琛 罗健淳 周熙霖
湘潭大学 XTU_逐鹿星河 谢勇 3人队 谭盾 舒华健 唐鹏
湘潭大学 烬染不夜 谢勇 3人队 李健龙 赵红博 刘世豪
新疆大学 xju_01 古路甫哈阿力·阿不都瓦力3人队 李佳胜 吕昂 陈永园
新疆大学 xju_02 古路甫哈阿力·阿不都瓦力3人队 吴昌坤 孟小芃 徐樱绮
新疆大学 xju_03 古路甫哈阿力·阿不都瓦力3人队 王嘉琪 刘赵杰 姜紫妍
新疆大学 xju_04 古路甫哈阿力·阿不都瓦力3人队 邹炎均 张琪雯 刘彦男
信阳农林学院 复杂度很大，测评姬忍下 骆魁永 3人队 赵普 唐鑫 郭玺
信阳师范学院 计算机学院队 李然 1人队 胡嘉兴
徐州工程学院 *** 鞠训光 1人队 涂洁
徐州工程学院 12581 鞠训光 1人队 张祥
徐州工程学院 AC再爱我一次 鞠训光 1人队 徐二男
徐州工程学院 black_di bless cy 鞠训光 1人队 陈瑜
徐州工程学院 black-di bless gx 鞠训光 1人队 郜鑫
徐州工程学院 llll 鞠训光 1人队 李鑫
徐州工程学院 SinceJuly 鞠训光 1人队 谢子鹏
徐州工程学院 you.come()?rain.stop():I.wait()鞠训光 1人队 徐磊
徐州工程学院 yxy. 鞠训光 1人队 于孝元
徐州工程学院 ZHN 鞠训光 1人队 张恒



徐州工程学院 比赛也孤寡 鞠训光 1人队 温文杰
徐州工程学院 别吃别吃 鞠训光 1人队 朱骏豪
徐州工程学院 多打比赛多刷题 鞠训光 1人队 刘通
徐州工程学院 过了过了 鞠训光 1人队 张锋
徐州工程学院 还不AC？ 鞠训光 1人队 朱家天
徐州工程学院 呼啦呼啦 鞠训光 1人队 陆寒斌
徐州工程学院 美少女张赏赏 鞠训光 1人队 张赏赏
徐州工程学院 南墙 鞠训光 1人队 周子淳
徐州工程学院 求求了 鞠训光 1人队 钟志杰
徐州工程学院 我最会爬了 鞠训光 1人队 林敏
徐州工程学院 一个顶零 鞠训光 1人队 李赛
烟台大学 eyas 卢云宏 3人队 李兆祥 李富康 张自强
烟台大学 大白菜 卢云宏 3人队 李芳正 吴家涛 张庄琪
烟台大学 非常一加二 卢云宏 3人队 吴皓月 王振宁 王凯
烟台大学 风の梦 卢云宏 3人队 伍远毅 容潇军 边明豪
烟台大学 天南星科魔芋 卢云宏 3人队 于梓涵 徐振祥 俞传洲
烟台大学 我和小鸭学走路 卢云宏 3人队 宋旭洁 王令辉 韩君豪
烟台大学 无何有之乡 卢云宏 3人队 徐心雨 田启初 孙星宇
烟台大学 怎么做都不队 卢云宏 3人队 李政 吴凡 郁昌民
烟台大学 终于解封了耶耶耶 卢云宏 3人队 张晓璇 唐睿 王微芳
燕山大学 ACForever 穆运峰 3人队 郭梓浩 鲁家帆 董先声
燕山大学 对对队 穆运峰 3人队 孙振轩 李一阳 赵玉航
燕山大学 鸽子精小队 穆运峰 3人队 李壮壮 马信宏 田健
燕山大学 花园宝宝 穆运峰 3人队 唐聚贤 李夏楠 杨旺
燕山大学 决不放弃 穆运峰 3人队 刘伟康 许泽浩 张峻豪
燕山大学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穆运峰 3人队 李曲铭 陈一铭 牛彦深
燕山大学 雨无雪无梦 穆运峰 3人队 刘雨琛 杨开开 张壮赛
宜春学院 爆零梦之队 雷丽兰 3人队 童宗锐 丁胜 易双方
宜春学院 菜鸟 雷丽兰 3人队 李佳欣 杨春柳 夏嘉裕
宜春学院 达拉崩吧 雷丽兰 3人队 李世杰 雷宵琪 杨维鹏
宜春学院 行和列 雷丽兰 3人队 徐岚鑫 曾焱 朱伟奇
宜春学院 签到即成功 雷丽兰 3人队 蔡锦骁 刘明洲 熊宸武



宜春学院 丘丘人保护协会 雷丽兰 3人队 徐校波 万露 黄佳强
宜春学院 乡村伙夫 雷丽兰 3人队 徐勇毅 王千 苏顺
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GG啵 张驰 3人队 李上鸿 杨良俊 张超阳
云南大学 A的不是很C 刘金卓 3人队 肖壇宁 周桃 缪文昊
云南大学 不讲码德 刘金卓 3人队 王浩宇 卢柏豪 李明康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大人，时代变了 王婧 3人队 林泽昊 刘子扬 李欣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呱呱呱 王婧 3人队 李浚嘉 姜心甜 瞿妍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名字贼难起 王婧 3人队 董海腾 黄啟堃 刘世博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人活着就是为了樱岛麻衣 王婧 3人队 张嘉玮 孙康羽 李睿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人类高质量油物 王婧 3人队 黄钲浩 武翊文 侯建华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听党指挥 王婧 3人队 李志航 陈尚林 杜和儒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信大打铁人 房礼国 3人队 周逸群 李飞扬 余永哲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信大旅游团 王婧 3人队 张子戌 张铭韦 李洋彬
长安大学  这个队名总共十个字 荆树旭 3人队 楼鑫晖 张国辉 王隽雨
长安大学 Roll_Roll_Ball 荆树旭 3人队 胡云皓 王瑄 田宇
长安大学 打完比赛去吃黄焖鸡 荆树旭 3人队 袁铭蔚 王尉桦 朱子怡
长安大学 教练说就叫这个队名 荆树旭 3人队 夏强 谢欢 李家栋
长安大学 钟离电钻 荆树旭 3人队 余锦鹏 陈申奥 孙如祥
长春大学 119+220 朱德新 3人队 赵国威 刘博 项毅展
长春大学 A题都做不了队 朱德新 3人队 范如杨 黄勤浩 王辰翔
长春大学 蛙蛙队 朱德新 3人队 金鑫浩 李子恒 朱子昊
长春工业大学 2e9+7 肖巍 3人队 樊佳腾 董佳怡 郭芷桐
长春工业大学 饱食而遨游 周丽娟 3人队 吴仁杰 王麒景 刘智
长春工业大学 背着队友偷偷WA签到题 肖巍 3人队 吴镇宇 沈明轩 乔志
长春工业大学 不得了了冲冲冲冲冲 肖巍 3人队 张峻豪 蒋卓见 王秋雨
长春工业大学 地上之星 肖巍 3人队 李昊霖 张佳琦 杨哲
长春工业大学 桂哥yyds 周丽娟 3人队 李金肖 余欢欢 刘易达
长春工业大学 花开富贵 周丽娟 3人队 郑婕 高新桂 朱航
长春工业大学 嘉人们今天喝好果汁 肖巍 3人队 徐梦皓 殷嘉楠 朱正
长春工业大学 临江仙 肖巍 3人队 季宏轩 陈阳平 黄金宇
长春工业大学 六棱镜 肖巍 3人队 聂显懿 王雪涵 侯正章
长春工业大学 吴老爷的舰队 肖巍 3人队 何勇杰 吴越哲 李腾跃



长春工业大学 月中折桂 周丽娟 3人队 王闯 郭畅 戴文昌
长春理工大学 AyouOK 王睿 3人队 沈吉行 刘付萍 丁雨时
长春理工大学 bug_maker_generator 王睿 3人队 王大睿 郝良友 段韬
长春理工大学 detected line extractor 王睿 3人队 楼昌焘
长春理工大学 detected line extractor_ll 王睿 3人队 李龙
长春理工大学 detected line extractor_lyq 王睿 3人队 林永琪
长春理工大学 fast_fast_tle 王睿 3人队 张喆坤 竺驰峰 刘桐
长春理工大学 feizaisgod 王睿 3人队 铁博文 周璨 魏龙飞
长春理工大学 llyyds 王睿 3人队 毕翔伟 黄宏进 于越
长春理工大学 WA or AC 王睿 3人队 肖泽霖 任鑫 俞凯元
长春理工大学 winter lamb 王睿 3人队 周泊宇 杜雨轩 邓谯阳
长江师范学院 妙wa种子 陈业纲 3人队 崔鳯鸣 李黎玉 毕明亮
长沙理工大学 霸道uli爱上我 邓广慧 3人队 刘赟贲 鲍家帅 王鼎亿
长沙理工大学 开始摆烂 邓广慧 3人队 刘康为 郑伟 贺达
长沙理工大学 空指针 邓广慧 3人队 杨琰 周倩男 胡洋
长沙理工大学 老年选手 邓广慧 3人队 刘其武 楚英杰 杨凯
长沙理工大学 声声乌long 邓广慧 3人队 陈彬彬 刘帅 杭帆
长沙理工大学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好 邓广慧 3人队 肖芊芊 刘群 姜眉宇
长沙理工大学 重生之uli是我们女友 邓广慧 3人队 熊谦 彭本仁 黄舒怡
长沙理工大学 准备跑路 邓广慧 3人队 李春杰 钱程 邓俊
长沙学院 Caber酱想打acm 黄娟 3人队 谢涛 王勋龙 韩硕
长沙学院 飞天小女警 黄娟 3人队 刘锦湘 冯文 刘警
长沙学院 没有队名就是最好的队名 黄娟 3人队 米海滨 蒋鹏 李湘豪
长沙学院 专业签到团队 黄娟 3人队 齐龙威 吴本龙 高天宇
肇庆学院 北岭二队 钟鏸 3人队 李炫塔 张晓鹏 庄旭东
肇庆学院 北岭三队 钟鏸 3人队 蒋明科 陈浩民 欧阳钿
肇庆学院 北岭四队 钟鏸 3人队 张智煌 李嘉龙 萧淳钊
肇庆学院 北岭五队 钟鏸 3人队 赖泽琳 徐锦祺 谭旭康
肇庆学院 北岭一 钟鏸 3人队 林鉴洲 吴洽 廖鸿鹏
浙大城市学院 Final Fantasy 柯海丰 3人队 庄博伟 苗皓淇 吕博图
浙大城市学院 半次元 柯海丰 3人队 黄宇航 何伟煊 徐浩达
浙大城市学院 不摆烂从取队名开始 柯海丰 3人队 蒋净洋 赵宇阳 余晔博



浙大城市学院 卷不动也得卷 柯海丰 3人队 金方永 李可锴 郑瑞焓
浙大城市学院 快快快快快快 柯海丰 3人队 董斌 陈中元 吴宝俊
浙大城市学院 来杯拿铁 柯海丰 3人队 潘劲帆 章晨榆 钟天宇
浙大城市学院 签到能队 柯海丰 3人队 李时博 纪国强 林子航
浙大城市学院 让我研究一波 柯海丰 3人队 章立晨 邓皓文 田会文
浙大城市学院 一份黄油蟹蟹 柯海丰 3人队 胡俊杰 纪兵则 贾缤
浙大城市学院 在数逆序队 柯海丰 3人队 周思盈 李尚鑫 魏沐涵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阿尾喝奶茶 郭新友 3人队 沈威 谢俊喆 张瀚辰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键光如我，斩尽牛杂 郭新友 3人队 李道鹏 任同庆 陈杰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起队名什么的最麻烦了 郭新友 3人队 蔡禹杰 唐文浩 胡鑫磊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运气王拿外卖 郭新友 3人队 沈佳力 翁茹芸 张昊闻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自动卡拉什尼科夫 郭新友 3人队 胡志文 朱能熠 施舜泽
浙江财经大学 9ls后援会 陈琰宏 3人队 吴祥龙 徐山钧 朱芳菲
浙江财经大学 读题困难户 陈琰宏 3人队 劳佳鸿 徐宇诺 张宏剑
浙江财经大学 对对对对对 陈琰宏 3人队 韩旭 洪超宇 吴名
浙江财经大学 牛啊牛啊！！！ 陈琰宏 3人队 章鑫鹏 赵露 万子豪
浙江财经大学 天天开心 陈琰宏 3人队 王易阳 池润拓 仇博辰
浙江财经大学 秃如其来 张垚垚 3人队 张垚垚 朱新宇 张维康
浙江财经大学 一个诸葛亮 陈琰宏 3人队 叶国钊 肖惟宸 黄泳泉
浙江财经大学 渣男天团 陈琰宏 3人队 周人豪 周人豪 周人豪
浙江大学 cybno2 王灿 3人队 陈彦博 杨沛霖 刘静明
浙江大学 Duckforces 王灿 3人队 张志心 楼沁霈 郭一铭
浙江大学 Heltion & l1ll5 & SSerxhs 王灿 3人队 赵广泽 吕耀维 凌子恒
浙江大学 Inception 王灿 3人队 李奕致 应子帆 张钰成
浙江大学 kswlkswl 王灿 3人队 龙香遇 陈思睿 王熠
浙江大学 Natural Anti-intelligence 王灿 3人队 褚朱钇恒 冯骁 陈科睿
浙江大学 Phantom Ensemble 王灿 3人队 唐嘉辰 黎伟诺 李昌栋
浙江大学 So Cute 王灿 3人队 胡競文 郑恬欣 王伟
浙江大学 Solitary Dream 王灿 3人队 彭博 褚写庭 陈逸
浙江大学 Supersymmetry Quarkus 王灿 3人队 徐琪杰 杨予晟 任庭旭
浙江大学 The Cell Phone Battery Is Dead!!!王灿 3人队 沈哲贝 胡家齐 吴迪
浙江大学 unshown 王灿 3人队 樊睿 陈昊旸 盛晨璐



浙江大学 ZJUI Juniors 叶梓成 3人队 刘京诚 章灵杰 王潇
浙江大学 老师饿饿让让芙兰 王灿 3人队 王海纳 林响烨 叶佳昂
浙江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杭电信工三号种子 李钧 3人队 郭程 许林涛 朱宏辉
浙江工商大学 zyz 胡毓励 3人队 张伊宁 杨晨 张淑婷
浙江工商大学 澳门牌王日入斗金 胡毓励 3人队 陈致远 杨康 吴健林
浙江工商大学 键盘滚脸 孟实 3人队 汤英杰 俞飞洋 何天益
浙江工商大学 锟斤拷之烫 孟实 3人队 冯则涛 杨柳 傅嘉豪
浙江工商大学 玛卡巴卡 胡毓励 3人队 贾旭 王鑫轶 蔡旭峰
浙江工商大学 摸鱼组 胡毓励 3人队 郭宇航 俞庄楠 张殷杰
浙江工商大学 且共从容 胡毓励 3人队 毛旦旦 刘政鑫 韩帅彪
浙江工商大学 青南书 胡毓励 3人队 陈南君 唐贤书 吴威亨
浙江工商大学 糖果超甜 孟实 3人队 王铭阳 许嘉俊 陈侠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Miss your armpit 李浩腾 3人队 俞谢泽 章起帆 黄晔莹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nobody cares 李浩腾 3人队 麻嘉豪 符庚兴 曾歆瑶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Please enter a team name 李浩腾 3人队 潘泽民 柏晨垚 王活跃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tiny team 周志鹏 3人队 周志鹏 林骏琰 卓林学怡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Want to go out to play but too lazy to move李浩腾 3人队 陈婕 董琳燕 丁叶贝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请输入队伍名称 李浩腾 3人队 潘泽民 柏晨垚 王活跃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想你的腋 李浩腾 3人队 俞谢泽 章起帆 黄晔莹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小小小队 周志鹏 3人队 周志鹏 林骏琰 卓林学怡
浙江工业大学 we_changed_ccpc 侯向辉 3人队 王瑞 黄陈兆鋆 吴思民
浙江工业大学 ZJUT11 韩姗姗 3人队 谢洋帆 吴昊天 胡圣烩
浙江工业大学 ZJUT12 韩姗姗 3人队 吴雨薇 余远帆 狄鑫慧
浙江工业大学 ZJUT13 韩姗姗 3人队 李哲成 陈悦 钱晨
浙江工业大学 zjut14 韩姗姗 3人队 周语迪 王凌霄 刘思浩
浙江工业大学 ZJUT4 侯向辉 3人队 沈宁 胡泽涛 包淳嘉
浙江工业大学 ZJUT6 侯向辉 3人队 袁智龙 王逸瑶 袁晨
浙江工业大学 ZJUT7 韩姗姗 3人队 周序 黄圣泽 陈传聪
浙江工业大学 地球猫猫 韩姗姗 3人队 张宇翔 李亚伦 陈洁怡
浙江工业大学 感觉画质不如原神 韩姗姗 3人队 陈尧 王雪龙 吴雨轩
浙江工业大学 明日之盛 韩姗姗 3人队 莫清宇 杨俊尧 董烨
浙江工业大学 铁华团 韩姗姗 3人队 王路 徐浩凯 李汶芝



浙江工业大学 又携书剑鹏北海 侯向辉 3人队 余秋霞 周云飞 王浩名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贩卖队友 石洗凡 3人队 王伟 李博钦 张子昂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叫我彩笔就好了 石洗凡 3人队 高炳辉 吴尚放 蔚欢平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随便吧 石洗凡 3人队 何治强 董文强 王奕浩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学校给个教室吧 石洗凡 3人队 程康涵 胡科瑞 王涛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中秋做题不回家 石洗凡 3人队 李志军 陈彦榕 熊凯文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蜜汁火腿 邹会来 3人队 张启琛 金子涵 虞林洋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hahahahahahaha 邹会来 3人队 孙七七 倪梦佳 陈冠男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kg带我飞 邹会来 3人队 陈彦匡 刘江天 陈佳宇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呼呼呼 邹会来 3人队 钱斌敏 高文豪 赵顺泽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金哥和他的两个翻译 赵郑重 3人队 赵郑重 方培辉 金笛声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漫步红橙且听风吟 邹会来 3人队 张谦 林甲城 吴传杰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摸鱼的鸽子 邹会来 3人队 应程杰 阮湛皓 林祥康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你去拿个杯吧 邹会来 3人队 吴宇豪 马贺杰 叶振宇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三个臭皮匠 邹会来 3人队 叶臻睿 陈志伟 应育辰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小太阳 邹会来 3人队 林宇曈 胡振垟 张嘉豪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不爆零就算赢 黄振业 3人队 吴新雄 施克泳 王浩奇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金融垫底队 黄振业 3人队 张帅威 李志恺 赵政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可持久化颓废 黄振业 3人队 吴俊杰 包以琳 吕哲宇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三盘菜 黄振业 3人队 陈鹏 张会德 邵宏达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时间超出 黄振业 3人队 崔钧宣 谢鑫宇 俞腾峰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糖果超甜 黄振业 3人队 刘画姿 袁佳文 胡建国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一颗赛艇 黄振业 3人队 王晓伟 傅瑞豪 叶晓荣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再过一题就下班 郭磊 3人队 郭磊 赵睿 陆毅
浙江科技学院 代码秃鸡队 林志洁 3人队 蒋银帆 丁好 卢超翼
浙江科技学院 枸杞泡澡 林志洁 3人队 袁佳菲 朱展乐 蒋贤潇
浙江科技学院 好起来了 林志洁 3人队 孙寅 尹栋豪 沈序戎
浙江科技学院 炼银术士 林志浩 3人队 全景涛 余将虎 周一魏
浙江科技学院 遇到困难睡大觉 林志洁 3人队 颜忠祥 姚煜铭 蒋立彦
浙江理工大学 1634605411 叶海荣 3人队 瞿程浩 王鸿宇 楼家豪
浙江理工大学 才十六连wa没关系的 叶海荣 3人队 胡成一 何光赋 金奇
浙江理工大学 海超人大洋游侠和隐形 叶海荣 3人队 宁宇浩 邱天 王显龙



浙江理工大学 魔法少女101 叶海荣 3人队 刘一龙 金宇星 丁溢
浙江理工大学 我先wa一题以示尊重 叶海荣 3人队 刘旺 罗贤宇 周志勇
浙江理工大学 月下客 叶海荣 3人队 汤丰玮 储炳焘 杨陈真
浙江理工大学 逐光 叶海荣 3人队 王建成 余建元 周博文
浙江农林大学 123木头人 童孟军 3人队 陈允魁 陈冉杨 潘佳彬
浙江农林大学 ACplanet999 童孟军 3人队 朱冰艳 龚晓雨 杨悦
浙江农林大学 Aibiyoyo 童孟军 3人队 杨成艺 曾唯策 任松涛
浙江农林大学 Clementine 童孟军 3人队 陈浩 林朝帅 夏周全
浙江农林大学 vegetable_doge 童孟军 3人队 章扬 邵建皓 丁杭亮
浙江农林大学 霸王龙小分队 童孟军 3人队 夏佳斌 林易寒 张久祎
浙江农林大学 不要爆零 童孟军 3人队 王荣峥 沈铖 徐昊
浙江农林大学 陈莲仁不容逸 童孟军 3人队 姜逸辉 叶露仁 姜逸辉
浙江农林大学 春田花花幼儿园ver2019 童孟军 3人队 王子超 陈重喜 陈城
浙江农林大学 大佬带带我 童孟军 3人队 张翕维 金汝城 郑伊磊
浙江农林大学 混吃等ac 童孟君 3人队 章恒磊 郑懿 周星耀
浙江农林大学 隆中队 童孟军 3人队 王润东 黄义章 朱梦帆
浙江农林大学 马赫帅帅帅 童孟军 3人队 xue w 张凌赫 陈志伟
浙江农林大学 蛙蛙自动机 童孟军 3人队 沈晔 徐放 周源
浙江农林大学 我是谁 童孟军 3人队 谢金豪 朱苗浩 王轶能
浙江农林大学 重在参与 童孟军 3人队 朱泽华 盛洪涛 戴振龙
浙江农林大学 最菜女队 童孟军 3人队 葛霞霞 周宇昕 严滢
浙江师范大学 ThreeFarmerJohn 韩建民 3人队 叶文恺 陈骏 孙浩捷
浙江师范大学 还没想好 韩建民 3人队 马嘉斌 王威杰 王乐琦
浙江师范大学 姐姐睬我 韩建民 3人队 邓鹏 方天笑 陈骏鹏
浙江师范大学 乐事只吃原味,做题不只做签到韩建民 3人队 吴铮 吴支飞 张文枫
浙江师范大学 破铜烂铁 韩建民 3人队 王景瑶 杨佳宁 滕佳倩
浙江师范大学 请韩老师喝蜜雪冰城 韩建民 3人队 王千予 谢思怡 陈心韵
浙江师范大学 人生异或只如初见 韩建民 3人队 丁宇洋 陈靖毅 汤浙栋
浙江师范大学 四百四十四点四只狮子 韩建民 3人队 叶佳伟 张燮弛 祖龙飞
浙江师范大学 星际猫 韩建民 3人队 温启涛 倪伟聪 厉文浩
浙江师范大学 妖怪被srk抓走了哭哭 韩建民 3人队 周天辰 余知航 蒋润浩
浙江师范大学 逸一时，误一世 韩建民 3人队 郑顺帆 黄蔡晨 李宇昂



浙江师范大学 正在加载队名 韩建民 3人队 吴胜跃 黄彬成 许宏坚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水院之光！ 林沙 3人队 林沙 杨世纪 郑浩宇
浙江万里学院 CBG_FansClub 柴本成 3人队 周启鸿 郭义杰 陈星伟
浙江万里学院 Wonderful_Answer 柴本成 3人队 蒋义凯 张依琳 张峰豪
浙江万里学院 苗妙妙养了只喵叫喵妙 柴本成 3人队 陈斌格 朱梦涵 刘正永
浙江万里学院 三缺一 柴本成 3人队 陈小语 鲁雨婷 贾男
浙江万里学院 雾里掀舟 柴本成 3人队 李思瑶 易博 软昕煜
浙江万里学院 小秃子乖乖拔萝卜 柴本成 3人队 倪珂 王剑 李妍薇
浙江万里学院 这不是在摸鱼 柴本成 3人队 李洋 王建圣 胡程翔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yyteam3 张驰 3人队 夏炫 何龙勇 姚林辉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菜鸟1队 张驰 3人队 奚源 李成 许惠群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健康小清新 张驰 3人队 谢榕 沈鑫涛 吴立泽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上分嘎嘎猛 张驰 3人队 方婧婧 蒋婉斐 徐倩倩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世界弟一男刀 张驰 3人队 田若禹 方礼栋 陈高远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世界第一男刀 张驰 3人队 钱晨乐 姬梦迪 温正暖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特色 张驰 3人队 吴雅冰 应佳伟 冯吉楠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育英♂团 张驰 3人队 杨帆 夏杰 沈钢杰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真的没有取名能力 张驰 3人队 张翔杰 翁佳棋 吴法远
浙江中医药大学 ZCMU-Little Birds 罗杰 3人队 陈佳文 徐婉婷 胡清霞
浙江中医药大学 ZCMU-yyyds 罗杰 3人队 饶易安 何雁杰 王元
浙江中医药大学 ZCMU-九九归一 罗杰 3人队 李弘辰 朱家伟 赵天骏
浙江中医药大学 ZCMU-快乐三宝 罗杰 3人队 景舒楠 钟晓芸 卢昕怡
浙江中医药大学 ZCMU-咩咩咩咩咩 罗杰 3人队 盛子阳 毛冬冬 姚冠宇
浙江中医药大学 ZCMU-天天向上 罗杰 3人队 牛佳慧 陈翊飞 王少杰
郑州财经学院 代码先锋 潘笑颜 3人队 陈亚文 栗涛 李卓
郑州财经学院 三傻大闹icpc 潘笑颜 3人队 尤靖凯 苏致远 王泉
郑州财经学院 夕阳红 潘晓燕 3人队 赵记库 张旭浩 千禧
郑州大学 01010101 吴云鹏 1人队 王一帆
郑州大学 15斤30元 吴云鹏 1人队 葛厚钰
郑州大学 a7d 吴云鹏 1人队 郝栋
郑州大学 -aurora 吴云鹏 1人队 卢连平
郑州大学 A过签到就算成功 吴云鹏 1人队 刘泽



郑州大学 ccteam 吴云鹏 1人队 杜金展
郑州大学 Credens 吴云鹏 1人队 温凌海
郑州大学 ctf 吴云鹏 1人队 薛青山
郑州大学 CYH2002 吴云鹏 1人队 崔永恒
郑州大学 esone 吴云鹏 1人队 李沛霖
郑州大学 hoco 吴云鹏 1人队 申重阳
郑州大学 HS 吴云鹏 1人队 黄笑凡
郑州大学 joke 吴云鹏 1人队 冯哲浩
郑州大学 ks 吴云鹏 1人队 贾天文
郑州大学 lce 吴云鹏ybb 1人队 刘世纪
郑州大学 MasterSummer 吴云鹏 1人队 赵一丁
郑州大学 NANA 吴云鹏 1人队 苏同
郑州大学 Press any key to AC 吴云鹏 1人队 毕宇豪
郑州大学 zxy 吴云鹏 1人队 杨子祥
郑州大学 啊哈哈 吴云鹏 1人队 商家栋
郑州大学 菜的一无是处傻的一塌糊涂 吴云鹏 1人队 王亚琪
郑州大学 冲冲冲 吴云鹏 1人队 姚浩楠
郑州大学 冲就完了 吴云鹏 1人队 任学备
郑州大学 打铁趁热 吴云鹏 1人队 孙浩文
郑州大学 大a特a 吴云鹏 1人队 朱凯乐
郑州大学 大王叫我来单挑 吴云鹏 1人队 李浩
郑州大学 代码五分钟，运行两小时 吴云鹏 1人队 周政杰
郑州大学 港派指压 吴云鹏 1人队 李玺
郑州大学 格外的晴 吴云鹏 1人队 郑圆梦
郑州大学 瓜皮 吴云鹏 1人队 熊驰
郑州大学 哈哈哈哈 吴云鹏 1人队 郭孝镇
郑州大学 海边微风起 吴云鹏 1人队 梁志杰
郑州大学 加油 吴云鹏 1人队 石兴元
郑州大学 嘉然今晚吃乃贝 吴云鹏 1人队 王博
郑州大学 贾昊辉 吴云鹏 1人队 贾昊辉
郑州大学 紧抱队友的队友的队友的大腿吴云鹏 1人队 刘博炜
郑州大学 飓风石林 吴云鹏 1人队 邱宇



郑州大学 绝了 吴云鹏 1人队 凌鑫
郑州大学 林漳雲 吴云鹏 1人队 李智宇
郑州大学 路飞 吴云鹏 1人队 程鑫磊
郑州大学 每天练习40小时 吴云鹏 1人队 余清扬
郑州大学 明涵涵 吴云鹏 1人队 蔡明
郑州大学 牛逼666 吴云鹏 1人队 李自攀
郑州大学 努力努力打铁 吴云鹏 1人队 辛一品
郑州大学 起疯了 吴云鹏 1人队 焦盼盼
郑州大学 起个好名字吧 吴云鹏 1人队 范康佳
郑州大学 签到 吴云鹏 1人队 朱培文
郑州大学 签到就好 吴云鹏 1人队 杨忠凡
郑州大学 签个到就罚坐 吴云鹏 1人队 王翔
郑州大学 群青 吴云鹏 1人队 张驰
郑州大学 社会性死亡 吴云鹏 1人队 刘浩斌
郑州大学 圣人惠我老婆 吴云鹏 1人队 何骏扬
郑州大学 万人之下 吴云鹏 1人队 于傲寒
郑州大学 王家明 吴云鹏 1人队 王家明
郑州大学 我失去了天堂 吴云鹏 1人队 赵圣元
郑州大学 小小打铁匠 吴云鹏 1人队 傅逸雯
郑州大学 杏仁路 吴云鹏 1人队 姚建业
郑州大学 幸福的蓝色 吴云鹏 1人队 古晨峰
郑州大学 亚特兰蒂斯 吴云鹏 1人队 张东方
郑州大学 鼹鼠和鱼 吴云鹏 1人队 闫舒妤
郑州大学 一个菜鸡 吴云鹏 1人队 王毅良
郑州大学 一个打铁匠 吴云鹏 1人队 刘相锦
郑州大学 又菜又爱玩 吴云鹏 1人队 韩文博
郑州大学 雨兮雨 吴云鹏 1人队 李彦霖
郑州大学 张四维 吴云鹏 1人队 张四维
郑州大学 整个手刹 吴云鹏 1人队 杨宇航
郑州大学 郑州拿不准大学 吴云鹏 1人队 马少杰
郑州大学 装模作样在瞎掰 吴云鹏 1人队 吴程程
郑州科技学院 牛转乾坤 李志伟 3人队 张震 李赞 牛英杰



郑州轻工业大学 模拟莫对 李晔 3人队 谷帅昊 刘子豪 王家琪
郑州轻工业大学 你好谢谢小笼包再见 李晔 3人队 宋江 张纪龙 张永林
郑州轻工业大学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马军霞 3人队 霍海源 季迎龙 余帅
郑州轻工业大学 碳姬生物 李晔 3人队 魏志文 赵清杨 刘赵东
郑州轻工业大学 碳基生物 李晔 3人队 孙泽国 张一泽 朱埮鑫
郑州商学院 国金 郭峰 3人队 何犇 唐金乐 刘国洋
郑州师范学院 变成光守护芽衣小姐 贾志娟 1人队 雍文龙
郑州师范学院 春日部防卫队 贾志娟 1人队 刘光享
郑州师范学院 一只菜鸟 贾志娟 1人队 吴朋朋
中北大学 awa 潘广贞 3人队 刘建顺 张佳豪 张文涛
中北大学 逆三角 潘广贞 3人队 王少鹏 张舟 张超
中北大学 三tao之队 潘广贞 3人队 冀武韬 柴孟陶 郭锦涛
中北大学 水瓶 潘广贞 3人队 王海深 赵守智 王皓男
中北大学 我们都爱杨超越 潘广贞 3人队 师文帅 平妃帆 梁晓赟
中北大学 祝晴 潘广贞 3人队 张佳鹏 车林奇 张润齐
中国传媒大学 Code At Three 黄玮 3人队 亓泽鲁 张华睿 赵润泽
中国传媒大学 不爆零就算胜利 黄玮 3人队 李美莹 杨宇森 官昕
中国传媒大学 签到题克星 黄玮 3人队 朱俊杰 田艺彬 王睿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Only accept 韩政伦 3人队 韩政伦 张颖 雷焌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悲惨世界 胡世琦 3人队 胡世琦 姚顺玙 赵笑天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更新世界的锋芒 易晨竹 3人队 易晨竹 刘锦程 王文显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计数机 张玉清 3人队 费先进 李桂嘉 余明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太奇怪了，准备交一发暴力 郎文鹏 3人队 郎文鹏 曹胜华 黄恺瑞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做题就要哮着做 张玉清 3人队 许周样 王梓健 吴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CUG-02 张锋 3人队 曹世杰 刘剑峰 秦浩然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CUG-03 张锋 3人队 李子强 魏明杰 林培凤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CUG-04 张锋 3人队 何永鑫 于桐 付欣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CUG-07 张锋 3人队 汪润东 朱轩宇 彭胤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CUG-11 张锋 3人队 郝昕宇 周雨欣 顾子涵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tle自动机 张锋 3人队 张德昊 刘林凯 范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不沉的幸运舰 张锋 3人队 梁文剑 靳峥 王邦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大家猛烈欢迎 张锋 3人队 姚子隆 熊雨晴 李正浩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香水有毒 张锋 3人队 赵霄 战翔宇 朱天泽
中国海洋大学 肥宅快乐水 刘培顺 3人队 钱津津 綦宇轩 范人杰
中国海洋大学 糖果超甜队 刘培顺 3人队 丁杰 徐乐言 陈浩鹏
中国计量大学 车尔尼 闻育 3人队 张霄 王龙欢 梁孜祺
中国计量大学 妙WA种子 闻育 3人队 陈彦辉 刘昕 汪埕浩
中国计量大学 手动wa掘机 闻育 3人队 陆羿勋 田业宏 裴君辉
中国计量大学 沃斯尼蝶 闻育 3人队 庄轲 钱嘉程 金晖
中国计量大学 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 闻育 3人队 曹吉 张迅驰 郭强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我的学校真的绿色 季燎原 3人队 董文韬 周正谊 林仁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x03A2C940 何钰 3人队 徐笑阳 郭一凡 邱慕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oclock 何钰 3人队 叶星辰 王雷 王祥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about:blank 何钰 3人队 周一凡 孙旭磊 赵泽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abbage 何钰 3人队 殷跃然 朱晨曦 王涵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Firezox 何钰 3人队 方驰正 周瓯翔 陈卫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STCers 何钰 3人队 王星河 左桑贝 尹蔚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大风起兮 张佳 3人队 张佳 疏智磊 段永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大小姐的下午茶时光 何钰 3人队 李泽林 周子航 杨嘉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罚时要罚到无穷 何钰 3人队 张天 丁子尧 吕泽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划水队 何钰 3人队 张雨阳 李柯臻 殷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划水摸鱼 何钰 3人队 欧阳博丁 李金彤 职旭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你们加油嘻嘻 何钰 3人队 徐亦昶 阮继萱 吴天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三人就很行 何钰 3人队 陈纳川 钟睿智 龙浩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分要上到九重 何钰 3人队 陈铮铎 王以勒 王子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一轮游队 何钰 3人队 潘廷岳 曹高翔 郑以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科大附属第一小学 何钰 3人队 赵奕 边锋 沈新迪
中国科学院大学 Deliver java to BOSS 孙晓明 3人队 张玉龙 薛泓彦 宋宇轩
中国科学院大学 GKD on the  land 孙晓明 3人队 权泽平 金扬 孙博一
中国科学院大学 Knight and Dragon 孙晓明 3人队 楼持恒 徐亦周 杨泽超
中国科学院大学 UCAS's ACMer Dragon 孙晓明 3人队 李衍君 徐步骥 刘迅
中国科学院大学 学弟带我 孙晓明 3人队 韩鑫阳 陈玄烨 汪铭煜
中国矿业大学 Yoyo 毕方明 1人队 钟建明
中国矿业大学 背着自己偷偷wa 毕方明 1人队 王永康



中国矿业大学 邓昕杰 毕方明 1人队 邓昕杰
中国矿业大学 鸽子今天女装了吗 毕方明 1人队 宋明潇
中国矿业大学 鸽子今天女装了吗 毕方明 1人队 钟泽旭
中国矿业大学 鸽子今天女装了吗 毕方明 1人队 杨斌涵
中国矿业大学 喝什么奶茶 毕方明 1人队 罗纯颖
中国矿业大学 混元形意太极门 毕方明 1人队 温耀林
中国矿业大学 混元形意太极门 毕方明 1人队 尉高耀
中国矿业大学 混元形意太极门 毕方明 1人队 杨忻至
中国矿业大学 来学英语 毕方明 1人队 张园惠
中国矿业大学 雷毅 毕方明 1人队 雷毅
中国矿业大学 你说的都队 毕方明 1人队 张士豪
中国矿业大学 啥都行 毕方明 1人队 李博宇
中国矿业大学 石广彳亍1 毕方明 1人队 王承淳
中国矿业大学 石广彳亍2 毕方明 1人队 柳勋涛
中国矿业大学 石广彳亍3 毕方明 1人队 蔡家桢
中国矿业大学 肖扬航 毕方明 1人队 肖扬航
中国矿业大学 周俊峰 毕方明 1人队 周俊峰
中国矿业大学 竺 毕方明 1人队 竺丰洵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WuHu！ Faguo Zhou 3人队 Zehao Zhang Yishan Zou He Chen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Upstar 刘昆 3人队 潘子涵 韦童杰 崔鑫伟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宝宝巴士 刘昆 3人队 赵涵铮 吴余杭 陈禹润
中国民航大学 红色理想 张智 3人队 曹宇 谷烜鹏 夏渝彧
中国民航大学 嘉然小姐的狗 张智 3人队 杨镇
中国民航大学 文明牛魔王想下班 张智 3人队 饶恒 王泽 王浩博
中国民航大学 张贵庄三剑客 张智 3人队 王阳 霍冬浩 危佳豪
中国人民大学 RUC_CZB 朱青 3人队 陈路晰 字阳 白骏杰
中国人民大学 RUC_LWC 朱青 3人队 刘书玮 罗碚 陈志朋
中国人民大学 RUC_TZH 朱青 3人队 唐熙霖 曾乐天 黄星童
中国人民大学 蒙古上单 朱青 3人队 周楷竣 涂奕腾 王家梁
中国人民大学 桥接失败 朱青 3人队 于倬浩 汪元森 张世骐
中国人民大学 吾等戮力同心，定能回天转日！朱青 3人队 向尔格 李泽北 何东楠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玉钰豫 王婧 3人队 马文玉 胡婉豫 付炫钰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dyd不知wbb 李志 3人队 戴煜东 张霁阳 李泽卉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警大专业版 李志 3人队 郑皓文 张开昕 邓晨昊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天天鉴宝 李志 3人队 兰洁 李艳琳 王金龙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李志 3人队 李科宏 乔嘉鹏 施约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你说呢 张学辉 3人队 白鹏冉 郭紫璇 唐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cin爱好者 张学辉 3人队 王岩 陈冠融 刘德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α 张学辉 3人队 陈恺毅 张森 王春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采草 张学辉 3人队 王川 谷泽丰 徐锦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恭迎龙王回去ac 张学辉 3人队 滕孟辰 程龙恺 张晓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键圣的赎罪 张学辉 3人队 尚博文 鲁家豪 罗道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交流电 张学辉 3人队 葛卿辰 郭雨翼 徐凯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没有人比我更懂AC 张学辉 3人队 李学鹏 刘俊男 张宇昊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破晓 张学辉 3人队 王涛 于金龙 胡自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三个ACMer走上岸 张学辉 3人队 沈昊君 肖逸凡 张永乐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我确信已找到了一个极佳的证明，但书的空白太窄，写不下张学辉 3人队 崔琦鹏 范文波 章震豪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五行不缺水木火土 张学辉 3人队 王钊文 付文昊 汪子霄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这把必拿下 张学辉 3人队 张恩杰 曹双 张航
中南大学 被学弟们吊打 陈再良 3人队 沈方建 温程科 陈晓
中南大学 关于名字未定这件事 陈再良 3人队 唐煜勋 徐国琛 李玄靖
中南大学 摸鱼自动机 陈再良 3人队 黄道煜 张皓然 周霄羽
中南大学 逆序队 陈再良 3人队 钟宏林 李松佑 谭宇豪
中南大学 普通却自信 陈再良 3人队 吴止境 赵伯阳 郭浩博
中南大学 人类高质量ACMer 陈再良 3人队 黄乐天 王佶 潘新俞
中南大学 如果我是DJ你会爱我吗 陈再良 3人队 何晨 叶则杨 祖淩铠
中南大学 新生代农民工 陈再良 3人队 卢秋阳 周扬 李浩宇
中南大学 一日游 陈再良 3人队 易松 金子璇 李润发
中南大学 只能靠签到维生这样子 陈再良 3人队 郭欣澜 包晗 周硕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A得 邝祝芳 3人队 朱楚恒 谈双旗 王诏坤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队长打酱油 邝祝芳 3人队 周海勇 舒莳英 雷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普及组 邝祝芳 3人队 梁晋瑜 曾宇扬 林靖洋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啥也不会都能 邝祝芳 3人队 胡炬 杨旨庆 刘超
中南民族大学 204高质量男性 李雪松 3人队 李雪松 闪陆易 胡创



中南民族大学 cudeforces 刘卫平 3人队 连雨豪 李继鹤 万祚全
中南民族大学 WA的头都秃了 刘卫平 3人队 肖扬 黎桢 刘晨旭
中南民族大学 不吃香菜 刘卫平 3人队 陆尹凯 郑秋雨 程家威
中南民族大学 不能暴力就摆烂 刘卫平 3人队 王翔 罗巧如 苏显然
中南民族大学 回响 刘卫平 3人队 王创锐 陈珍 谢瀚萱
中南民族大学 看题看五个小时 刘卫平 3人队 吴诗怡 陈阳 王艳
中南民族大学 彷徨之刃 刘卫平 3人队 张子涵 罗顺伟 添文浩
中南民族大学 三个臭皮匠 刘卫平 3人队 易新程 谭宗晖 张超
中南民族大学 随机生成队名 刘卫平 3人队 方可 汪福连 陈宇豪
中山大学 Freshman 张子臻 3人队 李景楠 游少濠 张温楷
中山大学 版本答案 张子臻 3人队 陈星辉 方展鸿 陈银超
中山大学 卡布奇诺 张子臻 3人队 吴景图 梁励 曾比
中山大学 藕粉团子 张子臻 3人队 刘元昊 魏久壹 邓熙
中山大学 晴栀 张子臻 3人队 刘思然 谢泽熙 王子睿
中山大学 深圳校区没肠粉 张子臻 3人队 邱煜炜 谢泽辉 张彦博
中山大学 天作之合 张子臻 3人队 刘彦莹 杨天行 罗以彬
中山大学 未完待续 张子臻 3人队 叶汇亘 牛彦栋 谢岳良
中山大学 无人之境 张子臻 3人队 谢立辉 邓明昱 邝启鹏
中山大学 无效响应 张子臻 3人队 张涛麟 陈宇浩 谢文龙
中山大学 雪风酱会守护大家的 张子臻 3人队 邓钰山 陈冠一 田佳渝
中山大学 银河的光子 张子臻 3人队 黄瀚 冯嘉乐 刘卓逸
中山大学 最后的午餐 张子臻 3人队 欧梓洋 黄途亮 梁梓豪
中原工学院 wa了，但没有完全wa 崔岩 3人队 叶宇恒 赵孜硕 徐伟明
中原工学院 欢迎报考中原工学院 刘安战 3人队 侯昊然 程子函 赵明杰
中原工学院 这是什么 崔岩 3人队 蔡敬斌 孙春豪 王强强
重庆大学 CQU_2=1 兰鑫 3人队 余康 蒋云豪 无
重庆大学 交了，WA了，下班了 兰鑫 3人队 田明瑄 陶虹霖 毕宝龙
重庆大学 狂风之力 兰鑫 3人队 黄锐 黄思源 王冀鲁
重庆工程学院 敢死队 陈彬 3人队 欧荣维 魏渝辉 况俊杰
重庆工程学院 高质量炮灰 陈彬 3人队 何连勇 杨根渝 王全彬
重庆工程学院 嘉伟带我飞 彭娟 3人队 余春宏 刘澳淋 蹇嘉伟
重庆工程学院 刘关张 彭娟 3人队 黎宁 刘鸿松 邱茂



重庆工程学院 签到就能 陈彬 3人队 田长鑫 胡洪华 冷洲
重庆工程学院 三缺一 陈彬 3人队 张燚鑫 任予菲 陈虹洁
重庆工程学院 汪汪队睡大觉 陈彬 3人队 谢旺 李定一 王康
重庆科技学院 cqust001 焦晓军 3人队 智旭东 涂禄林 陈麒霖
重庆理工大学 AQuestionMark 卢玲 3人队 何若轻 余萍 董诗雨
重庆理工大学 和尚队 卢玲 3人队 苏棋锋 朱泾渭 赵文轩
重庆理工大学 昕朋哥哥狂粉队 卢玲 3人队 唐茂文 舒磊 李昕朋
重庆邮电大学 ICPC茶水间 甘玲 3人队 苏新宇 郭延西 曹大宇
重庆邮电大学 JK47 甘玲 3人队 王广辉 卢玮杰 张靖昆
重庆邮电大学 阿尔托莉雅 甘玲 3人队 刘雨鹏 朱浩宇 罗予恒
重庆邮电大学 嘉 15923263152 3人队 辜飞云 崔子龙 封昊杰
重庆邮电大学 我要睡了，晚安 甘玲 3人队 黄晨峰 娄奚文炀 荀泽梁
周口师范学院 .̂ .̂ . 刘辛 1人队 董宇航
周口师范学院 IceTeapoy 刘辛 1人队 贾文婷
周口师范学院 刹那与未来 刘辛 1人队 许宇恒
周口师范学院 凸鸡 刘辛 1人队 高天宇
周口师范学院 秃鸡队 刘辛 1人队 李剑华
周口师范学院 妖TRES 刘辛 1人队 邹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