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竞技世界杯”中国大学生计算机博弈大赛

暨第十四届中国计算机博弈锦标赛获奖名单

单位 程序中文名 程序英文名 棋种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杯 等级

安徽大学 智能博弈大师

Master of Smart
Game 爱恩斯坦棋 沈恒恒，曾一，潘家鸿 吴蕾，李学俊 二等奖

安徽大学 棋开得胜 speedy success 爱恩斯坦棋 骆轩玉，施雨欣，金晶 罗罹，吴蕾 季军 一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VSWTN VSWTN 爱恩斯坦棋 邓展蛟，雷伟臣，林凯滨 周珂 三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12138 12138 爱恩斯坦棋 艾欣，陈云涛，崔馥洁 班晓娟，周珂 亚军 一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大-丝毫 BISTU-Whatever 爱恩斯坦棋 郝益炜，陈永鹏，蔡典 徐莉，李淑琴 一等奖

亳州学院 爱因斯坦棋 EWN 爱恩斯坦棋 夏宇，蒯怡帆，黄烁 耿涛，张宗标 二等奖

亳州学院 E 想天开 Einstein idea 爱恩斯坦棋 杨鑫蔚，汪梦成，王荣 耿涛，张宗标 三等奖

渤海大学 玄默 God 爱恩斯坦棋 翟悦彤，朱滢滢，高铭泓 赵绪辉，冷强奎 三等奖

沈阳工程学院 宏华爱恩斯坦 Wonderful 爱恩斯坦棋 孙嘉荣，宋英健 侯荣旭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枫知白否 BG 爱恩斯坦棋 杨旭，陆则宇，徐玮璘 王亚杰，王晓岩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命运石之门 Steins Gate 爱恩斯坦棋 岳文豪，林田雨，石越 王晓岩，王亚杰 二等奖

沈阳师范大学 棋语不凡 Chess is extraordinary 爱恩斯坦棋 杨晓雨，史德才，宋冯皓 毕婧、程立英 二等奖

成都理工大学 成理爱恩 2 成理爱恩 2 爱恩斯坦棋 韩彪，李昊洋，邓磊，涂晨鹏 刘祖珉，王忠桃 二等奖

东北大学 爱恩斯坦 aiensitanqi 爱恩斯坦棋 孙卓，李天佑，刘聪 王骄 一等奖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程博弈大师 HEU-Game master 爱恩斯坦棋 李浩，杨昌，梁小莉 赵国冬 二等奖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理工爱恩斯坦棋 HRBUST_AI 爱恩斯坦棋 陈泳吉，李嘉俊，吴茜 梅险 二等奖

辽宁科技大学 天意难违

Providence to
violations 爱恩斯坦棋 尹帅东，林洪洲，何俊 李军丽，王刚 三等奖

辽宁科技大学 笨鸟掷骰子 SBirdPlayDice 爱恩斯坦棋 王庭政，刘一纯，祁建凯 王刚 一等奖

太原科技大学 棋怪 Chess monster 爱恩斯坦棋 张弓，刘今，闫超 蔡江辉，张国晨 三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爱恩斯坦 2队 KnighTeam-AN2 爱恩斯坦棋 陈敏，姜林汗，戴旭尧 刘钦晓，涂飞 冠军 一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爱恩 1队 KnighTeam-AN 爱恩斯坦棋 罗雪夕冉，石津津，刘璐 张小川，董世都 一等奖



单位 程序中文名 程序英文名 棋种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杯 等级

北京科技大学 精简不围棋 SimpleNoGo 不围棋 范子轩，杜晓娜 周珂 三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大-不围棋 2 BISTU-Arknights NoGo2 不围棋 张梓含，高彤彤 徐莉，孟坤 三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大-不围棋 BISTU-Arknights NoGo 不围棋 舒文奥，阴思琪，丁佳慧 徐莉，孟坤 二等奖

渤海大学 博大深学 BODASHENXUE 不围棋 马富杰，朱乙鑫，支柯心 赵绪辉，王晓轩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顺其自然 nature 不围棋 冯前源，何家仪，黄文涛 孙玉霞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江流儿 Mr.Jiang 不围棋 芦颖，王佳俊，汪乾睿 孙玉霞 季军 一等奖

东北大学 麒麟不围棋二队 DeepKylin_NoGo2 不围棋 李皓月 王骄，代茵 一等奖

东北大学 麒麟不围棋一队 DeepKylin_NoGo1 不围棋 高亦凡，郭铭涵，吴乐舟 王骄，代茵 亚军 一等奖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锋利 Sharp 不围棋 李文浩，李英东 张利群，曹杨 三等奖

韶关学院 不不围棋 不不围棋 不围棋 李健文，肖纯，陈畅 戴经国，于江明 二等奖

韶关学院 说给不围棋 Say2NoGo 不围棋 朱博艺，郑勇胜，黄寿业 蒋昌金，谢垂益 二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不围棋 2 队 KnighTeam-NG2 不围棋 刁志东，周冰鑫，陈龙 王勇，王森 一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不围棋 1 队 KnighTeam-NG 不围棋 陈龙，张雨洁，张雨洁 张小川，涂飞 冠军 一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技穷 Exhausted 藏棋久棋 徐锡炀，吴焜，高小尧 周珂 二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大-久棋 BISTU-Jiu 藏棋久棋 沈强望，杜文涛，赵文龙 丁濛，李淑琴 季军 一等奖

渤海大学 和而不同 HEBT 藏棋久棋 辛民栋，黄泓毓，牛勇 邢星，赵绪辉 三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探久奕 Explore Cangjiu Chess Game 藏棋久棋 王文韬，王志强，高南 徐晗、刘成 二等奖

火焰棋 AI 实验室 AlphaNo.3 藏棋久棋 袁步庭，李佳钢 刘强，袁德俊 优胜奖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清华附中高研实验室

久棋机器博弈程序

THSCSLab-JiuqiBot
藏棋久棋 敬博浩，张瀚宸，尹熙 白鑫鑫 二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久棋 1队 KnighTeam-TJ1 藏棋久棋 蒋璐，陈龙，李明豪 张小川，刘洁 冠军 一等奖

重庆三峡学院 伯懿久棋 flush 藏棋久棋 严胜，马驰崴，裴俊宇 余红宴 亚军 一等奖



单位 程序中文名 程序英文名 棋种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杯 等级

安徽大学 点格棋 Dots and Boxes 点格棋 王惟欣，黄雨琪，徐雪健 吴蕾，李学俊 冠军 一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巴赫 Bach 点格棋 薛俊峰，黄荣恺 左国玉，刘旭东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对对队 Bingogo 点格棋 王瑄，李彬，叶一彬 李擎，周珂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点点队 point 点格棋 王浩，刘鑫润，任帅 李擎，周珂 三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 买菜 vegetable 点格棋 宋仁豪，刘震宇，王江雨 黄鸿，林知微 一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入学者 Tyro 点格棋 张蕴瀚，卢妍洁，巩一凡 孟坤，李淑琴 亚军 一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大-点线面 BISTU-PointLinePlane 点格棋 曹瑞波，陶羽佳 孟坤，高铭 二等奖

渤海大学 点格棋子 PointChess 点格棋 杜晶晶，邹岩，布楠 赵绪辉，赵震 三等奖

渤海大学 点线连格 dots and box 点格棋 陈澳宇，周俊杰 张丽娟，赵震 一等奖

沈阳工程学院 乐享点格棋

Enjoyment Diange
chess 点格棋 吴霞，宋英健，马明慧，高铭泽 赵阳 二等奖

沈阳工业大学 格格不入 GGBR 点格棋 刘祉彤，高晓彤 赵雪梅 三等奖

沈阳工业大学 一格都不剩 None_left 点格棋 朱良双，王鸿菲 王静文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七夜 Matilda 点格棋 孙志好，郑天一，罗浚赫 蒋宁，郭娜 季军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点格斑斓 Dot Box Killer 点格棋 陈校楠，隋智如，陈博林 郭娜，蒋宁 二等奖

东北大学 银河上的星星 Star in the silvery river 点格棋 魏德兴，张桂龙，吴玉麒 宫俊 二等奖

哈尔滨工程大学 点嗝儿 Diangeer 点格棋 章依，郑心仪，刘顺鹏 赵国冬，高迪 一等奖

哈尔滨工程大学 HEU 点格棋 HEU_diangeqi 点格棋 刘明烁，黄伟贺 赵国冬，高迪 一等奖

韶关学院 托斯三号 TosThree 点格棋 何明辉，李思乐，郑镇流 龙腾芳，何志庆 三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点格棋 KnighTeam-DB 点格棋 黄睿，蒋璐，兰学槿 涂飞，刘洁 三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深石 DeepStone 围棋(19路) 张梦隆，杨思思，王鸣展，冀俊忠 张梦隆 优胜奖

北京理工大学 天元 TianYuan 围棋(19路) 胡森康，徐铮 任雪梅，林知微 冠军 一等奖

哈尔滨工程大学 22222 11111 围棋(19路) 李洪洋，黄涛，赵思源 赵国冬，王勇 亚军 二等奖



单位 程序中文名 程序英文名 棋种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杯 等级

北京科技大学 哔哔小子 Beep 德州扑克 黄泷，赵雨佳，邱月 班晓娟，周珂 二等奖

沈阳大学 沈大德州扑克 syu_strong 德州扑克 陶日旭，张明阳，钟林 高强 三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德扑仔仔 THPZZ 德州扑克 丁傲冬，张云博，祁冰枝 王亚杰，吴燕燕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日月神教 Moon and religion 德州扑克 唐家杰，汪成桥，刘雪晴 王晓岩，王亚杰 季军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莹莹赢 yyy 德州扑克 黄冰，芦莹莹，王尊 王亚杰，王晓岩 三等奖

成都理工大学 德州采集 Texas Poker Picker 德州扑克 肖圣，裴文丽，苟若萱 桑强，李红军 二等奖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积注成山

A mountain of accumulation
and annotation 德州扑克 金张根，李政霖 曹杨，张利群 三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德州扑克 2队 KnighTeam-TP2 德州扑克 褚浩然，伍帆，杜松 王森，黄同愿 冠军 一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德州扑克 1队 KnighTeam-TP1 德州扑克 王赟颢，赵海璐，刘贺 王森，董世都 二等奖

重庆三峡学院 伯懿三峡德扑 BOYI-CTGU_THP 德州扑克 张凯鑫，陈静，龙廷雨 吴愚 亚军 一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贝壳二打一 TeamA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黄载裕，李雪琪，周睿慜 李擎，周珂 二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农民包围地主夺取

土地 Bitzh_DoudizhuNO2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黄子玮，林永龙，王征 彭文亮 二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大-斗地主 BISTU-DDZAI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黄文杰，郑雅君 李淑琴，孟坤 一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LFSY LFSY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曹恒阳，高世静，黄文杰 李淑琴，丁濛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永无止境 limitless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陈佳雨，孙小凡，孙文彬 郭建新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木桶斗地主 luckly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戴鹏，李瑞闯，刘启哲 刘成 三等奖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理工斗地主 HRBUST_DOU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张奥阳，周霖，陈姝含 梅险 三等奖

青岛理工大学 张明鹏 zmp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张明鹏 张明鹏 二等奖

滕士泉 智障大师 250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滕士泉 滕士泉 亚军 一等奖

徐少卿 简壹斗地主 Jian Yi DDZ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徐少卿，朱治樽，陈果 徐少卿 一等奖

中央民族大学 永恒之幻 Eternal Fantasy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王考斌，钟宏鸣，陈哲 李霞丽，徐晓娜 一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斗地主 KnighTeam-FL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黄睿，甘春晏，伍帆 王森，刘洁 季军 一等奖

重庆三峡学院 伯懿斗地主 boyidoudizhu 二打一扑克牌(斗地主) 吴志豪，曾海燕，张才兵 吴愚 冠军 一等奖



单位 程序中文名 程序英文名 棋种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杯 等级

北京理工大学 对面好厉害鸭 powerduck 国际跳棋(100格) 刘震宇，宋仁豪，靳鹏飞 吴桐，黄鸿 亚军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国跳仔仔 ZAIZAI 国际跳棋(100格) 祁冰枝，张云博，丁傲冬 王亚杰，吴燕燕 三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跳二跳 Re-CROSS-CUTTING 国际跳棋(100格) 于望，陈校楠，原勋 刘学平 二等奖

火焰棋 AI 实验室 少儿才艺百格 AlphaNo.2 国际跳棋(100格) 周可彧，曾子辰，周佳琪 袁强，袁德俊 优胜奖

中央民族大学 跳跳虎 jumpchess100 国际跳棋(100格) 穆璇，张蔚，张子楠 郑睿 季军 二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国跳 100二队 KnighTeam-CK1002 国际跳棋(100格) 严明珠，王赟颢，石津津 刘钦晓，涂飞 一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国跳 100一队 KnighTeam-CK100 国际跳棋(100格) 朱海鹏，张雨洁，周冰鑫 张小川，刘洁 冠军 一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 北理跳跳 BIT Jumping 国际跳棋(64格) 祝冉，张垒基，丁秋雨 史继筠 冠军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跳跳小天才 jumping little genius 国际跳棋(64格) 王梦倩，彭建东，张尹杰 刘学平 季军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64格 sisty-four squares 国际跳棋(64格) 张靖一，葛澄，黄倩 刘学平 三等奖

清华附中机器博弈社

团 多依布 AI AlphaNo.1 国际跳棋(64格) 杨瑞昇，查沂伶 袁德俊，袁强 优胜奖

中央民族大学 高级土豆 SuperPotato 国际跳棋(64格) 张蔚，穆璇，张子楠 郑睿 二等奖

重庆三峡学院 伯懿国际跳棋（64格）

boyi 64 squares of
chechers 国际跳棋(64格) 陈熙静，朱海南，鲁良丹 吴愚 亚军 一等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贝塔猫 BetaCat 海克斯 杨荣斌，李礴钰，梁成林 斯庆巴拉 三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践于行 jianyuxing 海克斯 韩梦蕊，胡宇昂，陈东临 郑榜贵，左国玉 一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棋行者 qixingzhe 海克斯 张骁，王安，杨甜 左国玉，郑榜贵冠军 一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黑客帝国 hexempire 海克斯 黄振雄，王珑凯，刘浩东 周珂 三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海克斯 1 BISTU Hex1 海克斯 陶羽佳，曹瑞波 孟坤，李淑琴 季军 一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大-海克斯 2 BISTU-Hex2 海克斯 郑博宇，刘佳，王雅玲 孟坤，丁濛 二等奖

沈阳工业大学 枯燥的下棋人 A dull chess player 海克斯 张绍军，杨鸿阳，刘政浩 李媛，王静文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黑洞 SAU_Hex 海克斯 李金航，孙瑛鸿，魏梓丞 刘鹤丹、邢一鸣 二等奖

华北电力大学 海克斯棋程序 HexAI 海克斯 陈一鸣，赵鑫，穆泽睿 刘春阳 亚军 一等奖

重庆三峡学院 伯懿 Hex BoYiHex 海克斯 李前进，陈蕾，王鑫 吴愚 二等奖



单位 程序中文名 程序英文名 棋种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杯 等级

北京科技大学 耀变体之光 BlazarGo 幻影围棋 张宝丰，马旭，刘维卓 张晓彤，周珂 冠军 一等奖

成都理工大学 暴雪 Blizzard 幻影围棋 张迎喜，王夏兵，高威 王雪飞，李红军 亚军 一等奖

成都理工大学 幻影 HuanYing 幻影围棋 段枕贞，姚楚名，周铖鑫 桑强，李红军 一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无畏 fearless 幻影围棋 张浩，杜映雪，孟佳琪 郭琛 三等奖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理工幻影围棋 HRBUST_HUAN 幻影围棋 何哲，李弈博，孙宗源 梅险 二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幻影围棋 KnightTeam-PG 幻影围棋 张雨洁，罗雪夕冉，夏佳敏 董世都，黄同愿 季军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神算子 Diviner 军棋 周昱臣，吴平禹，贾浩泽 李擎，周珂 季军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飞龙炸弹 FlyingBomb 军棋 何雨泊，陆帅，李晶 吴杰宏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惊天一剑 Impressive Sword 军棋 佟凯，杨嘉维，张鋆枻 吴杰宏 三等奖

成都理工大学 进击的键盘 KeyboardForEntry 军棋 周毓，尹海龙，李佳文 王雪飞，李红军 二等奖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理工军棋 HRBUST_JUN 军棋 张世奇，董昊，齐博远 梅险 亚军 一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军棋 KnighTeam-KS 军棋 姜林汗，蒋璐，王赟颢 黄同愿，涂飞 二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军旗 KnighTeam-KS2 军棋 王顺，兰学槿，刘贺 黄同愿，涂飞 三等奖

重庆三峡学院 伯懿军棋 marinechess 军棋 陆佳强，钟婷，陈俊宏 张先休 冠军 一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大-麻将 1 BISTU-Mahjong1 麻将 高世静，曹恒阳 李淑琴，孟坤 亚军 一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大-麻将 2 BISTU-Mahjong2 麻将 郑雅君，黄文杰 李淑琴，高铭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下饭麻将 fanfoumahjong 麻将 乔继林，魏志豪，梁凯 王亚杰，郭娜 冠军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航大众麻将 sau mahjong 麻将 康文楷，刘泽宇，金忠真 郭娜 三等奖

微智娱 dzmj-smzy dzmj-smzy 麻将 郑蓝舟 郑蓝舟 季军 一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麻将 1队 KnighTeam-MJ01 麻将 甘春晏，赵海璐，戴旭尧 王勇，王森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贝壳桥牌 Shell Bridge 桥牌 杨帅，田前程，苏胜楠 周珂 季军 三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储物箱 CWX 桥牌 王思齐，信毅军，曹思婷 邱虹坤，王亚杰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万里阳光 Thousand Sunny 桥牌 宋允基，李国新，郑晓东 邱虹坤，王亚杰 亚军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加把劲骑士 Ganbare Knight 桥牌 唐鑫，魏松，宋一凡 邱虹坤，王亚杰 三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桥牌 KnighTeam-B52 桥牌 王赟颢，伍帆，雷秋渝 涂飞，黄同愿 冠军 一等奖

重庆三峡学院 伯懿-桥牌 Contract Bridge 桥牌 周小星，袁文正，徐悦 朱丙丽，唐炜均 二等奖



单位 程序中文名 程序英文名 棋种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杯 等级

安徽大学 六出奇计 Novel Tactics 六子棋 戴新奥，刘斯纯，屈世杰 李学俊，罗罹 二等奖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老铁 666 heyboy sixsixsix 六子棋 丁梓峻，柏蓝米，高晨洋 贾振华 三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莫奈 Monet 六子棋 仝佳媛，刘璐，田志鹏 左国玉，李建更 二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梵高 Vincent 六子棋 曹艺琳，王婧瑶，杨弈 左国玉，黄静 一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对队 bingo 六子棋 李彬，王瑄，段浩轩 李擎，周珂 一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探索者 Explorer 六子棋 吴义豪，苏淼，李潇睿 班晓娟，周珂 亚军 一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 零 Zero 六子棋 祁志洋，张泽康，廖兆和 黄天羽 冠军 一等奖

沈阳大学 万无一失队 Nodoubtteam 六子棋 王文杰，胡杨，栾鑫 高强 三等奖

沈阳工学院 一品 the one 六子棋 王舸轩，宋品一 贾婷 三等奖

沈阳工学院 欢乐六子棋 six connect 六子棋 梁彪，蔡梦超，程才 贾婷 三等奖

沈阳工业大学 下一个 XYG 六子棋 王鸿菲，朱良双 王静文 二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六芒星 Victory09 六子棋 姜权，刘成博，郭峻伯 郭发军 二等奖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希望之花 Flower of hope 六子棋 高诗雯，谭磊，张国琦 徐长明 二等奖

哈尔滨工程大学 六子棋 RSA LiuZiQiRSA 六子棋 高素林，李洪洋，王睿源 赵国冬，高迪 季军 一等奖

吉林大学 刚镚小分队 Gang Gang 六子棋 贾林瀚，朱世龙 朱允刚 二等奖

吉林大学 杀手皇后 Killer Queen 六子棋 韩耀郴，孙瑀，郝俊 朱允刚 二等奖

韶关学院 韶院小六 connect_CHY 六子棋 余俊淼，陈健华，侯誉龙 于江明 一等奖

重庆三峡学院 伯懿六子棋 boyi－connet six 六子棋 杨青青，马灵，何春霖 吴愚 三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飞马踏燕 Chiral 中国象棋 湛煜东 周珂 三等奖

哈尔滨工程大学 象了个棋 xianglegeqi 中国象棋 于佳平，刘若尘，薄珏 赵国冬 亚军 一等奖

李昊 圣德传说 SHTOKU LEGEND 中国象棋 李昊 无 冠军 一等奖

韶关学院 为了吾王 ForTheKing 中国象棋 李琪键，陈台兴 何志庆，于江明 季军 二等奖



单位 程序中文名 程序英文名 棋种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杯 等级

北京工业大学 苏拉苏拉苏苏拉 sulala 苏拉卡尔塔棋 高鑫，付彤，洪启安 左国玉，李建更 三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知行执守 zhixingzhishou 苏拉卡尔塔棋 陈东临，刘岳好，王星人 左国玉，郑榜贵 冠军 一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西瓜 watermelon 苏拉卡尔塔棋 陈俊希，贾普阳 郑榜贵，左国玉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贝壳苏拉 VSSurakarta 苏拉卡尔塔棋 魏俊锋，葛启丰，刘雨坤 班晓娟，周珂 一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 苏苏苏拉 sula_SP 苏拉卡尔塔棋 张泽康，祁志洋，袁展译 黄天羽 亚军 一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苏新人 Surakarta666 苏拉卡尔塔棋 陈凌芳，蔡松涛，刘焕鹏 彭文亮 二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北理珠苏拉战士 Bitzh_Surakarta 苏拉卡尔塔棋 杨奇燊，温卓超，闫帅 彭文亮 二等奖

沈阳城市学院 苏拉卡尔 Suratarta 苏拉卡尔塔棋 路永昶，殷系雅，王思淳 崔满，李佳佳 三等奖

沈阳工程学院 苏拉 Star SuLaStar 苏拉卡尔塔棋 宋英健，刘久毅，闫熙华，陈昊 侯荣旭 二等奖

沈阳工程学院 炽阳 Blazing sun 苏拉卡尔塔棋 康航，王恒，王淑仪 侯荣旭，田丰 二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指尖风暴 Fingertip storm 苏拉卡尔塔棋 方晓宇，刘畅 王琳霖 季军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天问 TianWen 苏拉卡尔塔棋 孟凡晨，高宇涵，洪涛 王琳霖 一等奖

东北大学 无敌 wudi 苏拉卡尔塔棋 郑童，杨剑阁，张译 王骄 三等奖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工程苏拉卡尔塔 RSAHEURSASurakarta 苏拉卡尔塔棋 王龙飞，王新诚，高德昂 赵国冬 一等奖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工程苏拉卡尔塔棋 1 HEU-Surakarta1 苏拉卡尔塔棋 秦春凯，章依，杨贝宁 赵国冬 三等奖

辽宁科技大学 小苏苏丶 Surakarta_USTL 苏拉卡尔塔棋 魏宇，冯瑞轩，李晨潇 赵骥，王文鹏 二等奖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势不可挡 Overwhelming 苏拉卡尔塔棋 董莹，李松渌，张倩倩 孙娜，曹杨 三等奖

太原科技大学 苏卡塔尔 Suqatar 苏拉卡尔塔棋 柴浩楠，陈智敏 蔡江辉，张国晨 二等奖

中央民族大学 空洞 void 苏拉卡尔塔棋 张仪琳，姜晓玲，钟毓婷 李霞丽，吴立成 一等奖



单位 程序中文名 程序英文名 棋种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杯 等级

北京工业大学 天幕 skyfall 五子棋 杨天霖 左国玉 二等奖

北京交通大学 五子棋系统 FiveChessSystem 五子棋 刘伟畅 杨唐文 三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贝壳五子棋 Fiver 五子棋 鲁旻，王天琦，黄忆铭 班晓娟，周珂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老足力健 nb foot 五子棋 桂浩源，郭山川，李冰冰 班晓娟，周珂 二等奖

沈阳工程学院 五子棋比赛 Connect5Match 五子棋 邱钰滨，王东略 杨学成 三等奖

沈阳工学院 佚名 nameless 五子棋 李慧丰，李浩然，阎国傲 付丽华 二等奖

沈阳工业大学 黑白道 in the edge 五子棋 杨鸿阳，张绍军，吴永峰 王静文，李媛 亚军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4366快乐五子棋 4366_happy_five_in_row 五子棋 罗仕羽，孙小龙，燕卓 杨煦 三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五子散人 Sausan 五子棋 孙公伯，伊磊业，丁政端 杨煦 一等奖

沈阳建筑大学 未来希望 Hope for the future 五子棋 袁浩，吴佳林，章博涵 王守金，许可 二等奖

沈阳建筑大学 五星连珠 Renzhu Gobang 五子棋 张滋烔，李春园，张娇文 王守金 一等奖

沈阳师范大学 出棋制胜 Win The Game 五子棋 汪浩，张帅，苗林格 李瑶，张志美 一等奖

沈阳师范大学 五子同心 Concentric Five 五子棋 王晓伟，李江涛，陈静 李柳，吴丽娟 二等奖

东北大学 麒麟五子棋 DeepKylin_Renju 五子棋 高亦凡，李亚津，代子风 王骄，代茵 冠军 一等奖

东北电力大学 棋开得圣 Chess is a holy game 五子棋 晁越超，刘李东，刘寅蓓 王刚 三等奖

阜阳师范大学 卓越之星 stuggle 五子棋 张基旭，高思源，陈梦，仇成杨，王煜陈秀明，赵佳 三等奖

辽宁大学 五子棋 1 wzq 五子棋 王海威，路颜萍，张皓博 岳承君，张利 一等奖

辽宁大学 瑞德 red 五子棋 邓航飞，黄兆祥，李静 罗浩 一等奖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下不赢的人机 The machine that won't win 五子棋 郭金伟，牛全澳 陈吉，王星 三等奖

辽宁科技大学 四纷五落 scattered separately 五子棋 罗季福，尹帅东，陈序蓬 孙良旭 二等奖

辽宁科技大学 智能五子棋 FiveAi 五子棋 时威振，张岩，谢靖萱 李林林 一等奖

韶关学院 神机妙算的五子棋 The magic game of gobang 五子棋 钟远珍，邓晓军，张培炎 蒋昌金，余胜 二等奖

太原工业学院 欢乐五子棋 Happy Backgammom 五子棋 和昱旻，陈树彬，张艺杰 原菊梅 三等奖

太原科技大学 无穷 Infinite 五子棋 李先淼，李晓霞，王德洋，牛鑫 张国晨，孙超利 二等奖

中央民族大学 muc五子棋 muc_gobang 五子棋 张钦 李霞丽 一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 骑士五子棋 KnighTeam-C5 五子棋 兰学槿，陈龙，钟小龙 张俊安，黄同愿 季军 一等奖

重庆三峡学院 伯懿五子棋 GoBang 五子棋 邓余香，史晓月，张倩闻 宋小令 二等奖



单位 程序中文名 程序英文名 棋种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杯 等级

安徽大学 赛文博弈大师 Game Master 7 亚马逊棋 赵文博，赵哲，刘浩 李学俊，吴蕾 三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阿伟亚马逊 AW Amazon 亚马逊棋 王艺霖，宋昆，马骐骥 周珂 一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夏洛克的博弈犬 SherlockGo 亚马逊棋 曾顶，闵高晨，胡馨芯 李擎，周珂 亚军 一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 0v0 0v0 亚马逊棋 廖兆和，王晗，祁志洋 吴桐 季军 一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北理珠_亚马逊棋 ETO 亚马逊棋 李苗，王永杰，赖灿德 彭文亮 二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北理珠亚马逊 Amazons_bitzh 亚马逊棋 闫帅，温卓超，杨奇燊 彭文亮 二等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信科大-创造 101 BISTU-Creation 101 亚马逊棋 张洮灿，苏易肖，王天成 李淑琴，丁濛 二等奖

渤海大学 少年棋行 youngchess 亚马逊棋 孙义来，邹岩，陈诺 赵绪辉，赵震 三等奖

沈阳工程学院 棋士 ChessKnight 亚马逊棋 刘旭，宋英健 侯荣旭 二等奖

沈阳工程学院 VOHO 阿玛粽 VOHO_amazon 亚马逊棋 陈昊，李世玉，晁越超 任娜，侯荣旭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星罗棋布 scatter here and there 亚马逊棋 阮永锋，周俊平，王富龙 邱虹坤，王亚杰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热带雨林 rainforest 亚马逊棋 孙琦，邱纪元，罗励然 王亚杰，邱虹坤 一等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重生 Reborn 亚马逊棋 王富帅，鞠菁缘，王浩宇 邱虹坤，王亚杰 冠军 一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亚马逊棋博弈系统 Amazon chess game system 亚马逊棋 吴易嘉，张东，边英迪 李红，郭发军 二等奖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四颗棋能秒我？ ZSC-Gamblers 亚马逊棋 戴宇飞，甘铧 马慧 二等奖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亚马逊棋 RSA AmazonRSA 亚马逊棋 郑心仪，高威，程俊杰 赵国冬，冯光升 三等奖

辽宁科技大学 冲冲冲亚马逊棋 yamaxunqi 亚马逊棋 李晨潇，张哲豪，魏宇 赵骥，王文鹏 三等奖

韶关学院 空 null 亚马逊棋 乡国伟，谢钿槟，覃宗鹏 龙腾芳，吴浪 一等奖

太原科技大学 圆周率 PI ratio 亚马逊棋 张亚革，李国荣 张国晨，孙超利 二等奖

太原科技大学 你好_计算机博弈 hello_CG 亚马逊棋 王宇，白广平 孙超利，张国晨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