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有关高校竞赛负责人： 

    根据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通知，8月19日赛

区组委会将组织开展综合测评工作。现在公布赛区一等奖暨

推荐参评国家奖名单，请及时通知学生准备参加综合测评。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报到时间和地点: 

    8月18日下午14:30，地点：合肥学院38栋电子信息与电

气工程系测试期间休息室； 

    2.综合测评场地 

    合肥学院38栋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系二楼实验室。 

    3.时间安排 

    8月18日14:30点报到。 

    8月18日15:00召开预备会，并开放测试场地供大家熟悉

仪器设备。 

    8月19日6:30入场，7:00发放测试元器件和线路板，7:30

停止入场。8:00-15:00开展综合测评，15:00-18:00开展测试。 

     4.参加人员 

    推荐参加全国奖评审的44支参赛队各三名队员，名单附

后。  



     5.注意事项： 

    1）严格按规定时间入场，严格按分配的座位就坐。  

    2）必须同时携带学生证和身份证，并放在实验桌上，

以备查验。  

    3）可携带文具、无上网功能的计算器、阻容原件、焊

接工具、五金工具和纸质资料，但必须用透明塑料袋装好，

以便于检查。 

    4）禁止携带：手机、有上网功能的任何电子设备、工

具箱、万用表和仪器设备。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安徽赛区组织委员会 

                                二O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2019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赛区推荐优秀队汇总表 

序

号 
组别 题号 赛区编号 参赛队学校 

学生 

姓名 

学生 

姓名 

学生 

姓名 

1 本科 B 20190002 安徽财经大学 周俊成 朱海瑞 翟栓 

2 本科 D 20190043 安徽大学 杜云露 万众鑫 陈张青 

3 本科 G 20190046 安徽大学 吴楚睿 陈宇静 马江 

4 本科 F 20190076 安徽工程大学 张昕昊 付士利 胡祥磊 

5 本科 F 20190077 安徽工程大学 李虎 夏震宇 欧阳嘉泰 

6 本科 F 20190079 安徽工程大学 毛泽权 赵金山 李立群 

7 本科 H 20190081 安徽工程大学 代路遥 宋德志 徐政 

8 本科 F 20190413 安徽工程大学(芜湖职院) 庾虔 窦亚云 王刚 

9 本科 F 20190105 安徽工业大学 潘磊 张玉亮 杨子强 

10 本科 H 20190123 安徽建筑大学 姚文龙 袁壮 贾宗婷 

11 本科 A 20190130 安徽科技学院 刘成成 项敢亮 李成宇 

12 本科 D 20190135 安徽理工大学 潘陶涛 闵志林 成星 

13 本科 D 20190145 安徽农业大学 宋兴涛 杨帅 陈国旺 

14 本科 D 20190148 安徽农业大学 陈绪城 孙善朋 孙传亮 

15 本科 H 20190172 安徽三联学院 刘想 张震 黄成滢 

16 本科 H 20190208 安徽新华学院 黄帆 李博 管俊汉 

17 本科 D 20190223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方军 陈建湟 邓声远 

18 本科 C 20190227 安徽医科大学 冯非凡 范志博 刘晨阳 

19 本科 C 20190229 安徽医科大学 邵婧媛 张梦茹 汤辰龙 

20 本科 H 20190262 巢湖学院 张韦 戴礼宾 臧恒 

21 本科 H 20190281 滁州学院 刘凯 米帅 彭纪玉 

22 本科 G 20190290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夏毓萍 陈鸣 张倩倩 

23 本科 F 20190292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逯畅 张帆 刘治廷 

24 本科 A 20190303 合肥工业大学 罗理东 汪堃石 李厚生 

25 本科 F 20190316 合肥工业大学 谢法 宋俊伟 刘鹤玲 

26 本科 H 20190317 合肥工业大学 王瑞坤 龚亚雷 王贵云 

27 本科 H 20190319 合肥工业大学 王茂森 杨耀荣 刘莹莹 

28 本科 A 20190324 合肥工业大学 吴家奇 查伟 吴夏韵 

29 本科 F 20190328 合肥工业大学 范成毅 王瑞 管旭旭 

30 本科 H 20190331 合肥工业大学 杨俊杰 寇启航 张倩倩 

31 本科 D 20190341 合肥学院 黄絮晖 江厚凡 汪文茜 

32 本科 H 20190347 合肥学院 陈晨 任青虎 杨光宇 

33 本科 H 20190349 合肥学院 刘和来 王浩鑫 汪琳琳 

34 本科 A 20190352 合肥学院 孙世浩 李康 吴星仪 

35 本科 D 20190356 淮北师范大学 支语睿 孙紫薇 朱少杰 

36 本科 F 20190362 淮北师范大学 张可 谢天鹏 姚志 

37 本科 B 20190402 皖西学院 乔梦强 许可 袁永辉 



38 本科 B 20190444 宿州学院 葛正亚 王明 孟康 

39 本科 F 2019045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陈沛东 韩昊东 刘家宇 

40 高职高专 I 20190013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王志文 张兴源 朱程诚 

41 高职高专 K 20190234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盛宇航 张毅 王少阳 

42 高职高专 J 20190430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张强强 张忠佳 唐旭 

43 高职高专 K 20190431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汪雨生 王刚 范益虎 

44 高职高专 I 20190435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李九七 翟鹏 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