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届中国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
成绩公示

序号 项目 院校 组别 运动员 名次
1 FIFA OL4 黑龙江工商学院 个人赛 朴日鑫（男） 1
2 FIFA OL4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个人赛 杨毅飞（男） 2
3 FIFA OL4 哈尔滨金融学院 个人赛 杨永泽（男） 3
4 FIFA OL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个人赛 许书豪（男） 4
5 FIFA OL4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个人赛 唐浚钦（男） 5
6 FIFA OL4 黄山学院 个人赛 徐麒（男） 6
7 FIFA OL4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个人赛 边潇鹏（男） 7
8 FIFA OL4 青海大学 个人赛 李鸱宏（男） 8

9 和平精英 上海财经大学 团队赛
蒋小龙（男）  邝理庭（男）  杜生发（男）           

杜生财（男） 李华（男）
1

10 和平精英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都柯文（男）  王政达（男）  贾定召（男）           
元炀（男）   张子豪（男）   刘泰彬（男）

2

11 和平精英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向李杰（男）  陈朋（男） 窦卢毅（男）              

张栩豪（男）
3

12 和平精英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团队赛
刘炳辉（男） 贺启旸（男） 菅董鑫（男）             

许津瑞（男）
4

13 和平精英 黄山学院 团队赛
宋志林（男） 陈强（男） 陶思宇（男）               

张剑（男）
5

14 和平精英 西安欧亚学院 团队赛
马浩诚（男） 谢嘉睿（男） 王涵（男）               

姜宇泽（男）
6

15 和平精英 临沂大学 团队赛
王帅蒙（男） 王志强（男） 田卫（男）               

李祥毓（男）
7

16 和平精英 青海大学 团队赛
马欣德（男） 柴辰春（男） 吕幸亮（男）             

何润祖（男）
8

17 王者荣耀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团队赛
吴建阳（男） 周永康（男） 雷意宝（男）             

饶涛（男） 刘志华（男）
1

18 王者荣耀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唐青毅（男） 胡欢（男） 赵成浩（男）               

廖宇（男） 余宏（男） 杨骦（女）
2



19 王者荣耀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闫力庚（男）布仁特古斯（男）崔家旭（男）           

张永超（男）何默（男）李恬翔（男）徐宪冰（女） 
3

20 王者荣耀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戴来汛（男） 谷俊鹏（男） 贾宇航（男） 胡傲然（男） 

陈凯宇（男） 胡送军（男）
4

21 王者荣耀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团队赛
王刚（男） 程涵（男） 李坤琳（男） 李瑷鲈（男）    

蔡有阳（男） 王重翔（男）
5

22 王者荣耀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仇传恒（男） 黄振豪（男） 孙昊宇（男） 李则宇（男） 

龙茂华（男） 杨燊（男） 刘建东 （男）
6

23 王者荣耀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杨雄凯（男） 单成付（男） 王成杰（男） 应浩（男）  

张威威（男） 林怡舟（男）
7

24 王者荣耀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理文博（男） 杨世豪（男） 任之帆（男） 李俊鹏（男） 

刘帅兵（男） 瞿正顺（男） 杨智皓（男）
8

25 英雄联盟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陈佳辉（男） 孙一凡（男） 杨旭（男） 靳晓东（男）   

师仕林（男）
1

26 英雄联盟 齐鲁工业大学 团队赛
陈博（男） 薛国壮（男） 张德文（男） 贾成晨（男）  

齐文昊（男） 徐文轩（男） 王韦博（男）
2

27 英雄联盟 浙江万里学院 团队赛
蒋弘平（男）汪健乐（男）蔡邦正（男）吴森奇（男）      
杨深鑫（男）吴威（男）侯博文（男）沈思隆（男） 

3

28 英雄联盟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团队赛
沈备豫（男） 姚正午（男） 方弘毅（男） 胡志恒（男） 

刘劲男（男） 林琦伟（男） 李欣龙（男）
4

29 英雄联盟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靳浩田（男） 杨笑文（男） 黄凯信（男） 陈俊豪（男） 

蔡蒙节（男） 方桢杰（男）
5

30 英雄联盟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黄宗灯（男） 陈海斌（男） 王杭（男） 陈天枫（男）  

薛嘉伟（男） 陈杰（男） 许国威（男）
6

31 英雄联盟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团队赛
运泓来（男） 曾国彬（男） 吴俊霖（男） 俞文艺 （男）

张培丰（男） 林旭坤（男） 梁家希（男）
7

32 英雄联盟 重庆移通学院 团队赛
杨远航（男） 伍智毅（男） 王烽任（男） 杜佚杰（男） 

赵伟吉（男）刘蔚楠（男）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