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赛区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安徽赛区 皖西学院 大馒头小分队
自动翻页写字绘画机器
人

荣莉、曹昌勇
舒刘鹏、刘承博、张健
、蒋宇航、吴春龙

安徽赛区 安徽农业大学 473胜利队
圆锥螺旋式茶园开沟施
肥一体机

秦宽、
车贵族、刘权、田亮、
陈杰、吴昊

安徽赛区 宿州学院 绘梦队
以废弃塑料瓶为打印材
料的3D打印机设计与实
现

李强、朱光
汪卓、何子明、詹云龙
、张垒、万冉

安徽赛区 皖西学院 智动化
一种自动发传单与传单
回收装置

程军辉、张刚
李云海、刘天赐、王振
宇

安徽赛区 安徽农业大学 473搬砖队
一种新型竹笋剥皮机械
的设计

秦宽、
刘权、车贵族、张远、
孙颖慧、高卫东

安徽赛区 宿州学院 宿形结合
一种基于微创气流植树
法的沙柳种植车

王庆阳、马志林
万冉、沈前超、汪守功
、田野、詹云龙

安徽赛区 安徽工程大学 碧蓝航线
无人飞行电线巡检机器
人

漆小敏、
姚朋晖、李朝阳、孙俞
泉、杨世杰、徐鑫鑫

安徽赛区 安徽工业大学 奋斗的小鸟 热能小车（S环） 邬宗鹏、 陈得亮、宋涛、陈振昊

安徽赛区 宿州学院 latata@全员
磨料浆体射流装置的设
计与研究

李强、
吴琼、陶盼盼、魏兰兰
、祝幻幻、刘娇阳

安徽赛区 安徽理工大学 STK 迈步式掘锚支协同装备 王爽、
童佳乐、赵东洋、杨豚
、徐诗虎、

安徽赛区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混分巨兽队 滤清器气密性检测装置 丁正龙、马学刚
花志健、赵杰、许凯、
沈先卫、周雨

安徽赛区 安徽农业大学 初日 可原地转向的拖拉机 杨洋、
张锦程、白天一、康毅
、岳璇、

安徽赛区 铜陵学院
铜陵学院32小
组

家用自动高压喷雾冲刷
洗碗机

殷建、
李赵铭、尹南、张杰东
、谢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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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赛区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启程团队 家用叠衣收纳装置 王清清、
王镇鹏、乔晓宇、冉东
方、吴玲娟、王梦梦

安徽赛区 安徽工程大学 辰移
高效节能环保型烧烤油
烟处理工艺和关键设备

徐曼曼、 程虎、陈思琦

安徽赛区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我们的团队 方形盒盖模具设计 俞蓓、王微 毕向伟、滕腾

安徽赛区 铜陵学院 铜陵f5 多功能花生脱壳粉碎机 陈守东、李赞松
孙海军、褚嘉庆、魏帅
、孟程丽、王彬

安徽赛区 海军士官学校 劈浪 船体喷涂机器人 卢亚萍、赵垚
许铭澄、彭耀德、林艺
飚

北京赛区 中国农业大学 1234冲冲冲
玉米联合收割机脱粒装
置与外观设计及工作原
理演示动画

崔涛、董向前
杨舒涵、李腾飞、吴永
昊

北京赛区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光子氢灵 绿氢先驱 王吉、
乔新宇、杨元春、李行
雨、叶太平、杜虎云

北京赛区 北京工业大学 实业兴邦
基于线束缚网络包络机
构的新型旋紧式柔性手

李富平、
董子全、李鹤扬、徐文
迪

北京赛区 北京工业大学 魔仙堡分堡 管道疏通机器人 李富平、 甘天玥、张艺馨、窦筝

北京赛区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ANAN队
触控投影仪造型及交互
界面设计

齐兵、 安宇峥、安宇峥

福建赛区 福建工程学院 智能优化队
自动伺服走膜四边包装
机

罗敏峰、
黄日勇、孙浩斌、林岳
铭、陈鸿龙、宋明杰

福建赛区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咚次哒次 自动叠衣机 董其缘、
王露伟、项圆圆、庄丽
蓉、严子泷、蔡育恒

福建赛区 三明学院 AkaAviator 智能配送无人机 陈刚、
林彬炜、黄彬、邱志杰
、李万成、郭凯俊

福建赛区 福建工程学院 智能优化队
智能快递包装分拣系统
设计

罗敏峰、
宋明杰、梁忠磊、卢羽
婷、王振杰、张拓



福建赛区 闽南理工学院 ZDH阿狗 智能博弈象棋机 林宗德、林新英
陆泳广、陈梓达、何煌
林、陈宇扬、邓小媚

福建赛区 闽江学院 HWO 源·锁 林晨霞、 韩孟珂、吴琰泓、欧格

福建赛区 宁德师范学院 六级大狂风 一种新型物流机器人 唐耀红、余亚飞
龚东胜、林永基、吴凌
炜、李文伟、

福建赛区 三明学院
一种多功能消
防机器人

一种小型化消防机器人 卢隆辉、艾子健
吕博、陈可欣、林鑫茂
、陈璐祺、刘明华

福建赛区 三明学院 克劳修斯 一种高精度足球发射机 王春荣、夏尔冬
刘金磊、张龙龙、薛江
华、李文龙、肖宗瀚

福建赛区 宁德师范学院 九级大狂风 一种多功能消毒机器人 肖顺根、宋晓妍
林永基、林豪、林俊哲
、林义康、

福建赛区 宁德师范学院 一世芜忧
一体化工业混凝土搅拌
机

缪海滔、宋晓妍 姜维建、吴文婷

福建赛区 闽南理工学院 问题不大 新能源动力辅助无人机 林新英、王仰江
刘江、黄林福、许家来
、徐上爵、

福建赛区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飞鸟集 榫卯式笔筒 甘世溪、许琼琦
杨东豪、陆昱祥、刘彦
成、陈苏杭、陈潇鸿

福建赛区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WWZ小分队 水下垃圾打捞机器人 李实懿、冀洋锋
章师仪、王佳慧、王煜
航、尤志颖、

福建赛区 莆田学院 青少年先疯队 水面垃圾智能清理船 林昌、
晋伦伟、林炜、曾鹏晖
、林颖、

福建赛区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supersonic 水面垃圾收集装置 李实懿、李红 陈永前、杨胜、李宏纯

福建赛区 福建农林大学 吃饺子不吃皮
食用菌培养料备料机械
设备

董楸煌、
陈志伟、缪树峰、刘诗
洋、陈慧、严玮琦

福建赛区 闽南理工学院 闽理苟分小队 新型自动螺栓组装机 蔡凡、朱同波
苏国甫、肖立、曾春燕
、柯舒祺、



福建赛区 厦门理工学院
厦门理工超智
队

蠕动式管道内干冰清洗
机器人

袁和平、袁景阳
谢嘉豪、陈承淦、曾金
日、吴泽勇、谢亿瀚

福建赛区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716yyds 揉捻机组 叶衔真、
漆昊彬、林源琳、饶昌
彪、李大龙、

福建赛区 集美大学 诚毅30121 全路面芒果清理智能车 肖国红、
闫景东、李天宇、林锦
洪、郑晓东、滕治

福建赛区 厦门大学 Bubble 泡沫分离耦合发酵装置 邵文尧、彭雅娟 林滢、张姗姗

福建赛区 莆田学院 四节电池队
农用小型幼苗自动种植
机的结构设计

林昌、
赖俊作、吕雯琦、郑芷
怡、吴茹娟、

福建赛区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南安五
经济型数控薄壁圆管相
贯线切割原理验证机

罗玉元、
杨宇锋、耿梓敬、刘铸
、李元琦、王盛昊

福建赛区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大爱无疆队 VR汽车虚拟仿真工坊 陈昇、
袁茂鸿、杨晓晖、詹儒
灿、陈闽华、郭衍哲

福建赛区 闽南理工学院 一只小招财
基于arduino控制的消
防机器人

林宗德、 刘磊、陈延墙、何煌林

福建赛区 集美大学 新海军本部 高适应自动料理机 周梅、
余劲帆、龚天伦、孙小
宝、郝士超、张宸龙

福建赛区 福建农林大学 释青春
茶园开沟施肥覆土—体
机

任金波、郑书河
张海鹏、陈文虎、连纪
龙、刘世龙、邬志炜

福建赛区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重铸机械荣光
队

VR机械实验平台 魏碧霞、 袁茂鸿、洪汎

福建赛区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3D打印一组 FDM龙门式3D打印机 许琼琦、 邓诗婷、伍佳、欧阳琳

福建赛区 福建工程学院 天选之子 “天宫”电子望远镜 王辉、叶盛
黄敏、冷朝欢、黄瑞雅
、戴心语、万志伟

甘肃赛区 兰州工业学院 万有勾引力 自走式洋葱联合收获机 杨嘉悦、史志成
何岩明、王亚东、王家
欢、冯继德、贺凯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油罐清洗探伤
机器人队

油罐清洗探伤机器人 冯辉霞、
秦鸣飞、朱慧典、李睿
初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科恒队
一种流体自动关闭超高
压阀门设计

李海燕、赵俊天
唐婷婷、苗文超、刘小
玉、孟令淇、杨云

甘肃赛区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
学院

梦幻麒麟 我知盘中餐 王霞琴、张伟华
李金星、魏娟、秦龙、
何相龙、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Am 微型制氧机设计 张书涛、
杨志强、张凡、王世杰
、刘杨、

甘肃赛区 兰州交通大学 Justice 玩转中继阀 岳鹏、吴丹
常皓天、王志旭、欧阳
泽

甘肃赛区 兰州工业学院 奋斗小青年 全自动洗头按摩洗脚机 郭小汝、张俊喜
徐子峣、李瑞文、韩彦
兵、荔海玲、李晶

甘肃赛区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梦幻队 汽车车模装配生产线 刘文静、
刘哲利、郭盼虎、张成
、王瑞瑞、柳芳珍

甘肃赛区 兰州交通大学 IT精英
基于Kinect智能交互
控制的轨道交通实训系
统

雍玖、
卢相圳、邓开泽、郭凯
、陈文浩、

甘肃赛区 兰州工业学院 流星赶月 机械侦察犬 郭小汝、张俊喜 潘娜、徐子峣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兰理行歌
“货必达“一种新型快
递配送机器人

杨东亚、
赵宏昌、王文轩、何会
鹏、庞朝磊、李江伟

甘肃赛区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宇恒 果实采摘爪 赵勇成、胡羽
马祎龙、邓海军、石向
东

甘肃赛区 兰州工业学院 长河落日
高速公路事故现场隔离
路锥布设车

罗文翠、史志成
王亚东、何岩明、黄彦
平、汪燕燕、房梦瑶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棒棒
多功能中央空调管道清
洁消毒智能机器人

郑敏、
肖博达、李晓康、郭佳
飞、肖捷升、陈武飞

甘肃赛区 天水师范学院 梦想家
3D打印个性化上肢关节
康复训练护具的研制

马浩浩、
郭泰聪、王子尧、姬智
新、郑晓东、唐伟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兰理创客
"沐浴关爱"——基于
ESP8266的智能家居安
全防护机器人

张淑珍、
王文轩、何会鹏、陈武
飞、郭佳飞、彭江吉

广东赛区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我爱sw 自动化果蔬处理机 张广潮、刘大维
谭万龙、黄志萍、张程
如、林国成、林娴婷

广东赛区 珠海科技学院
建模很爽对不
队

新型低摩擦力有刷电机 邓宝清、
梁定楷、谢有鑫、李安
艳、张恩民、张谕淇

广东赛区 华南农业大学 煲仔队
模块化多功能消防无人
机

高锐涛、
李岚潇、闫华超、樊港
奥、杜文迪、杨靖恺

广东赛区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

启蒙设计
可拆分折叠式老年电动
车

郭武、胡玉玲
陈俊浩、李东亮、陈炼
境、陈鸿圳、刘炜贤

广东赛区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失落与再生 旧语新檐 周峻岭、
许傲卿、吴浩然、晏子
俊

广东赛区 珠海科技学院 珠科•AllBlue
基于视觉传达的新能源
水上垃圾清理船

张恩光、
谢广辉、刘泽荣、肜誉
、刘家添、吕仲明

广东赛区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
学院

野兽仙贝
基于惯性导航的智能抓
取搬运机器人

程伟、肖金
谢广源、黄锐、陆浩贤
、李澄洋、黄雨熙

广东赛区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

GCU 光伏清洁机器人 郭建、梁文峻
唐广、吴玉广、翁育武
、吴美玲、王树兵

广东赛区 珠海科技学院 千禧科技
共享助力车停车场——
空间智能领航者

张恩光、赵子丰
吴晓昌、刘珂彤、欧阳
振辉、唐璇、王子杰

广东赛区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聪明勇敢有力
气队

仿生智能应急救援虾 刘大维、余得贤
曾泽鹏、林雨芳、刁雪
玲、练思其、王浩纯

广东赛区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

步步高升升 便携式老年代步车 郭武、张鉴隆
黄少鑫、罗逸杭、刘佳
豪、王舒婷、罗宏生

广东赛区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

太一队
“陪伴”可伸缩老人代
步轮椅车

郭武、张鉴隆
谢炯文、罗逸杭、周恒
英、陈杰奇、吴浩博

广西赛区 广西大学 Z2.
整杆式甘蔗夹持捆绑装
置

官倩宁、 左慧婷、黄雅静



广西赛区 广西科技大学 螺蛳粉不要粉
一种小型紧急救援车的
设计与仿真

黄雄健、周铭
陈赫扬、庞瑞栋、李珂
、刘昶辰、胡洪振

广西赛区 北部湾大学 一顿三个馍
幸运号仓储式移动起重
机

张千锋、
党景超、石艳琪、邓志
宁、李雨亮、罗彩新

广西赛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525
新一代全自动“脱”莲
一体机

李玉寒、
付书媛、胡雨婷、何相
玲、苏庚辰、梁晓梅

广西赛区 北部湾大学 探险者联盟 新型多功能救援小车 赵成龙、刘科明
覃创、杨翠敏、曲弘毅
、赵梓岑、宋青豫

广西赛区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
学院

从广西砍到北
京

新型2200HP型三缸泥
浆泵

韦林、
陆俊儒、周凤兰、龚志
煌、黎炅、朱仰涛

广西赛区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星河浩瀚 探测月球车-巡天号 熊中刚、刘忠
罗子强、李先顺、陈溪
华、覃乃涛、肖慧娇

广西赛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NTR工作室 水面清洁处理器 何玉林、
蒙忠乾、庞嘉裕、欧良
亮

广西赛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正经比比 全自动化旱地插秧机 陈小勇、
伍星、伍鹏飞、谢青峰
、张军华、徐泽华

广西赛区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三院人从不熬
夜

气动压销机构 张栋梁、
何兆祥、卜尔森、李建
基、张盼、李先顺

广西赛区 北部湾大学 天罡龙棋将 农用地膜打孔机 韦建军、张晓培
苏建铵、李加耿、蓝曼
宁、樊亮亮、梁永燚

广西赛区 桂林理工大学 小小梦想
基于旋转工作台的双面
陶瓷片抛光机设计

严天祥、
张林、肖泉生、赵维蔚
、覃树灌、

广西赛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大萤火虫 谷物晒收一体机 李新凯、
袁正浩、韦民生、王奕
帆、吴仁兴、王宇航

广西赛区 广西科技大学 幻想世纪 共享型适老服务机器人 王秦、
黄健、刘予菲、李炎森
、黄良富、

广西赛区 贺州学院 认真笃定团队 甘蔗榨汁碎渣机 胡正西、
苏桂、钟艳华、陈慧娴
、岑诗霞、朱剑



广西赛区 桂林理工大学 创造无限队 冰箱风道逆向工程建模 李迎春、刘志宏
乔婷慧、陈妙霏、梁瑶
、黄炯棋、张馨月

广西赛区 桂林理工大学 theteams 便携式四轴铣床 李先瑄、杨贵禄
杨洁、胡金胜、黎栩滔
、覃维才、周秀彩

广西赛区 北部湾大学 乘风破浪大队 变轮式多功能轮椅 刘树胜、刘科明
农裕丽、李毅、夏文卓
、黄新甜、黄东

广西赛区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千阳 “千阳”两栖运动飞机 王艺霖、李天明
孙雅、庄涛瑞、陈欢、
杨文彬、高嘉友

海南赛区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Wifi满格 水上割草机 周汉、
吕帅军、刘赛雅、余宗
文、谢海枫、

河北赛区 燕山大学 燕创队
圆柱斜齿轮的逐层感应
加热装置

刘丰、韩毅
王大双、陈凡海、关子
横、姚俊豪、常杰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捕鱼达人小队 渔业多重刺网复合设备 闫海鹏、杨雪
吴申奥、焦阳辰、李帛
洋、潘东方、

河北赛区 河北工程大学 河工大靓仔队 油烟管道清洗机器 王艳辉、
丁建伟、张宁、路启航
、刘晗、纪军杰

河北赛区 燕山大学 我们永远都队
一种并联腕关节康复机
器人的设计

陈子明、
徐宗国、赵坤、刘建鑫
、贾海娇、刘子轩

河北赛区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
校

智居之翼
一种便捷存取型智能化
橱柜

梅瑞斌、包立
邓晨、王坤、杨雨森、
赵锡杰、张贺宁

河北赛区 唐山学院 垃圾收割者
新型智能海洋垃圾收集
器

秦红星、卜匀
高志国、徐京阳、李少
韩、樊雪明、刘航志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22考研写的都
对

面向生物质发电的棉杆
联合收获机

朱金达、
韩昊坤、翟晨龙、隗功
帅

河北赛区 河北工程大学 创新小能手
新型两栖多功能割草清
污船

周骞、秦凤
吴春浩、李浩龙、范文
杰、肖扬、汪佳

河北赛区 河北工程大学 Liquid 新型救援担架 许素彦、
刘笑驰、于赛玉、陈泽
辉、徐珩淼、孙欣悦



河北赛区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Flywings
塑料口哨壳四向侧抽芯
注射模具

王敏、
习克帆、陈进锋、高建
航、付泽坤、张小龙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星光科技团队 三维自动无模弯管机 张新聚、
杜扬威、付晓发、郑天
骄、鲁昊陈、刘欣

河北赛区 燕山大学 至慧
三辊楔横轧轧机三维设
计与虚拟仿真

刘志亮、
张天缘、余琳慧、李小
龙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画”工队 联合加氢装置（A段） 崔素华、郭凯
李振元、张晓龙、贾正
阳、董柳青、夏宇婷

河北赛区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
学院

雨琦竺意 科技馆智能饮水机 姚震、
代子琦、马静仪、王明
雨、孙慧珠、

河北赛区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涂脂小分队 夹钳单元螺栓涂脂机 李忠磊、
贾晓虎、栗浩伦、段佳
乐、武子翔、刘洋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勇敢牛牛
加氢联合装置（B段）
三维数字化仿真工程

吴海霞、张晓帅
张立琦、孙佳豪、曹卓
、牟雨婷、李静

河北赛区 华北理工大学
玛卡巴卡阿巴
阿巴

基于智能回收箱的可循
环餐盒回收系统

王绍龙、
罗睿卓、赵新雨、刘宏
波、胡淞侨、冯文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501studio
工业废气余热回收及换
热器自清洗一体化装置
设计

纪运广、
杨林、张彦辉、张钰航
、张天航、王睿鹏

河北赛区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
大学

伊浊影 低温磁化垃圾降解炉 崔喜贺、宋劲松
李钱成、田叶、刘立达
、武泽林、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库"帅单车小
队

垂直循环式共享单车立
体车库

武哲、 焦阳辰、李芮政、杨涛

河北赛区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
学校

莫得好队名 安全阀研磨机 王蕾、宋劲松 杨昊岳、于保超、田叶

河北赛区 河北工业大学
工业机器人
1903

LTRobot工业机器人 管啸天、
范天洋、丁子逸、李世
祺、吴昕泽、张明昕

河北赛区 河北工程大学 前进四 iship智能垃圾收集船 黄贵琦、
王月寒、邸达、于林湘
、魏壮、容泽雄



河北赛区 燕山大学 FLDT救援队
GIBBON深井监控救援
系统

侯士江、 李啸龙、卞玉杰

河北赛区 华北理工大学
百米加速一秒
五

“龟式”仿生水下作业
机器人

黄宝旺、
杨家雨、尹成伟、陶彦
成、张博文、

河北赛区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熙笑山川
“格润“硬泡聚氨酯复
合保温板生产线

文全兴、
王业、徐云浩、邢昊、
王宣、李建学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脱单进度3/3
连续碳纤维增强树脂基
复合材料3D打印机

杨立宁、李丹萍 马申奥、田恒鹏、王航

河南赛区 周口师范学院 默行-Group
综掘巷道履带式掘进机
支护装备

田震、高珊
贺星、刘耀鸿、文刘颜
、张慧洁、

河南赛区 南阳理工学院 绿色智能装备 自动化香菇接种机 刘品潇、唐传胜
杨超帆、黄文彬、张文
耀、李向成、李宁博

河南赛区 洛阳理工学院 雷诺小队 自动焊接装置 杨海军、
邓志鹏、刘双恒、张松
豪

河南赛区 河南工程学院 小虎T0队 助老如厕助手 吴素珍、陈海军
李洋、池博睿、吕开、
郭瑞斌、代月晨

河南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致一科技 智能楼梯间货物载运车 代军、
赫世敬、李重阳、肖铜
、李龙、李致川

河南赛区 河南工业大学 思维风暴 智能回收服务机器人 张璐凡、牛红宾
孔冰茹、苏瑾、赵蕊蕊
、杜蓉玉、

河南赛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豫见天宫
智能行星轮式排爆机器
人

王丽君、海啸
王松、曹芸玉、卢旭、
李浩、

河南赛区 洛阳理工学院 尚好的青春 折叠式轨道检测车 朱德荣、陈智勇
郭舒、刘选基、舒吉、
王怡浩、杨磊

河南赛区 洛阳理工学院 HS3D
无限3D打印工业级多功
能打印平台

朱德荣、李彬
张卫东、王梦阳、秦坤
鹏、杨万里、吴诗瑶

河南赛区 安阳工学院 惆怅蔷薇在否 手腕智能无人机 杨慷、殷雪
吴彪、赵志恒、刘家奇
、陈浩、崔云梓



河南赛区 河南工学院 超越自我小队 室内自动铺砖机 武正权、康玉辉
冯伊洋、何家源、孙江
龙、梅政帆、李岩明

河南赛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筑梦星河
欠驱动自动搬运气动机
械手

王丽君、原现杰
卢旭、李浩、王松、曹
芸玉、

河南赛区 河南工业大学 头脑风暴
可自动行走爬楼梯的行
李箱

张璐凡、任彩霞
宋兰兰、石宜敏、周一
鸣、史菲凡、

河南赛区 郑州经贸学院 万有吸引力 家用康复医疗床 韩珍玉、
常玉钦、李嘉辉、康文
灿

河南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寻梦者
基于太阳能和机器视觉
的自调节水平树木养护
智能绷带包裹机

张小明、行志刚
陈薪辉、王泽林、张欣
毅、黄婕、胡永达

河南赛区 洛阳理工学院 迪加小队 医疗样板脱水清洁器 朱德荣、李彬
秦坤鹏、张卫东、王梦
阳、刘选基、庞乾辰

河南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茶艺大师
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茶
叶精准采摘机

罗晨旭、
刘坤、高庆豪、任儒宾
、刘海明、虞汤雨

河南赛区 郑州大学 瀚海科技 瀚海号水下机器人 杨炯、
王宇航、郑航、余劲明
、刘冬旭、

河南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攀登梦之队
广告牌自动更换爬杆机
器人

代军、
王一帆、付海涛、刘河
龙、李家祥、

河南赛区 洛阳理工学院 云樱小队 双模叠式轴传动自行车 朱德荣、
庞乾辰、李明丽、李玥
、邹函伯、姬永辉

河南赛区 河南农业大学
高效辣椒移栽
创新团队

高效辣椒钵苗移栽试验
台架

吕志军、
任春培、崔涵勃、张洺
源、张雪明、

河南赛区 郑州经贸学院 顶峰相见 高效精密曲面抛光机床 郭晓聪、崔华丽
赵彦鑫、陈君、李鹏亮
、张义柯、王庆甜

河南赛区 河南农业大学 ChampionA
高垄作物分层施肥压实
机

张秀丽、赵宁
周湘铭、赵任重、陈雪
婷、裴宜坤、梁旭

河南赛区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飞鸢团队
飞鸢号半环形翼直播无
人机

田秋丽、刘战合
刘子腾、张陈奎、张仕
辉、程启航、



河南赛区 安阳工学院 乘风踏破浪 多功能一体式种树机 杨慷、
李文豪、闫谭吉、胡博
勇、崔云梓、王应强

河南赛区 河南农业大学 农大小勇士 草捆灌装机 何勋、丁力
宋玉玺、樊旭东、张景
风、胡柏臣、郭海钦

河南赛区 洛阳理工学院 智囊少年团 校园配送机器人 张慧贤、杨海军
罗红、陈炳旭、王利祥
、侯永琪、曹云龙

河南赛区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航空众创
“鹰眸”新概念倒鸥布
局双涵道推进无人机

田秋丽、刘战合
蔡嘉栋、高瞻航、许鸿
杰、张贺华、党政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职业学院 机械创新小组
自跟随垃圾清洁车-道
路清洁的美容师

潘胤卓、张学慧
李炳楠、李健、高铭、
杜家欣、董闯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努力去做
一种夯土墙支模打夯一
体化施工装置

万霖、姜伟
孙文胜、王洪超、刘梦
刚、刘威、刘博

黑龙江赛区 东北石油大学 东风-41
叶轮导流式变速旋流防
蜡装置

冯子明、段维博
黄锦程、孙德清、孙奕
、赵岩、

黑龙江赛区 佳木斯大学 小土豆 新型秸秆还田装置 葛宜元、
刘东旭、徐爱迪、李文
龙、杨家豪、张晓玲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
业学院

青春创作者 鞋自净 孔凡坤、姜云龙
张永鑫、孙酰华、黄彦
岐、张博、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工程学院 汇星
全方位打磨、清洗、烘
干、涂胶及贴胎面一体
化废旧轮胎翻新机

王强、
杨浩、孙汇宇、刘洋、
蒋志斌、丁实然

黑龙江赛区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七四传奇 海滩垃圾收集器 庄严、李震
吕帅、贺鑫、周聪聪、
李海南、董彤昕

黑龙江赛区 大庆师范学院 杯酒 钢铁中的绿地 霍胜男、
翟梦娇、郭晓泳、刘晨
阳、杜金鑫、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大学 佳超飞澎 钢筋网折弯机 魏永庚、王中鲜
李佳君、赵鹏飞、于智
澎、崔继超、魏玮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大学 浆果小队 车间流水线传送装置 陈良、
李冰冰、张家成、刘若
雨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
业学院

幸福一家人 便携式衣物污渍清洁夹 王宝刚、姜云龙
李成龙、王天一、关洪
洋、胡彤、

黑龙江赛区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慧农科技
5HSN01变温负压型水
稻循环干燥机

车刚、万霖
王洪超、陆博远、田雨
琪、孙文胜、胡健

湖北赛区 武汉轻工大学 闪电战队 自动化串串香烤肉机 桂慧、李彬
陈越、黑纪文、李俊杰
、欧阳哲恒、汪妍

湖北赛区 武昌工学院 3D群英汇 智能雨伞洁净机器人 梅志敏、关甜
王国雄、蔡雪伟、杨灿
、陈乐瑶、柳乐意

湖北赛区 文华学院 红枫追梦 智能移胎臂 刘晖晖、
安乐、厉天佑、杨维杰
、陈春林、王佳文

湖北赛区 武汉商学院 桃花岛 智能屋顶除雪机 陈鑫、
杨一帆、朱林峰、梅术
龙、霍光速、李鹏辉

湖北赛区 湖北民族大学
智能茶叶杀青
设备

智能绿色茶叶杀青设备 徐中贵、谢知音 尹江涛、袁泉、杨晓东

湖北赛区 武汉工程大学 秃头队 智能轮椅plus 周耀胜、
张皓然、曾博乐、康富
伟、李寰宇、

湖北赛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科技学院

有且仅有 智能可折叠头盔 程炎明、曹占龙 彭立军、陈翔、王锦松

湖北赛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一·苇可航 智能共享鞋柜 喻旻、李怀君
谢知航、吴思维、罗举
、赵凌波、

湖北赛区 武汉科技大学
就是扫描你对
不队

智能感知递级装配的组
装式3D扫描仪

陶波、张利平
姚伟平、陈彬、郭志楠
、龙汉森、陶雨梦

湖北赛区 江汉大学
江汉大学工创2
队

智能粉笔盒 张会利、 魏泽浩、周磊、樊绮怡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这次一定赢
医疗废物收集运输机器
人

程文婷、
欧阳兰蕙、张腾腾、曾
梦媛、樊佳敏、孙一帆

湖北赛区 武汉科技大学 21对不队
一种流程化沙化土地的
双线程栽苗设备

曾飞、陶平
姚伟平、陈彬、郭志楠
、龙汉森、鲜于晓涵



湖北赛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科技学院

繁花似锦却不
再少年

一种可调节的多用精准
内磨机

程炎明、
杨嘉豪、申雨濛、景鑫
、刘祝耀、陈文轩

湖北赛区 武汉理工大学

涡环推进式新
型主动悬架多
功能水下机器
人

一种基于仿生学的耦合
推进式水下特种机器人

徐琳、
郑心怡、黄鑫同、戴露
、张昊、钱蕾

湖北赛区 荆楚理工学院 Mind-Team 一种固体密度测量装置 高正明、赵娟
张宇君、王宇飞、高溢
、洪智阳、徐芸

湖北赛区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
学院

琼琚 一种多功能除草机 夏庆国、
徐杨东、梅小云、徐文
文

湖北赛区 武汉大学
一种可穿戴辅
助抓持装置

一种穿戴式外肢体辅助
抓持装置

刘俊、梁良
肖艾迪、罗国相、黄明
锋、林旭伟、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最大锦鲤团队 氧鱼-增氧设备 韩旭、
霍珮伊、秦景鑫、赵文
斌

湖北赛区 武汉科技大学 梦嘟儿一队 新一代全地形车 许小伟、
钱啟伟、龚江苇、赵文
龙、顾竣文、刘志虎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Wolfpack 新型紧急救援无人机 夏卫生、
王天赐、张智芃、李逸
飞、马小茜、张天泽

湖北赛区 武汉科技大学 千金裘 下夹式物流小车 王勋、
刘佳程、许耀升、江灿
、春秋战国、邓志义

湖北赛区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
学院

水中清理小队 水上垃圾清理机器人 蒋芬、高淼
王敬钧、李云斌、赵小
倩、吴贵阳、秦辉闽

湖北赛区 湖北文理学院 请相信光
鼠笼转子双头自动铰孔
机

秦涛、
任鹏、温景阳、马渊明
、莫竣宇、

湖北赛区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
学院

赛尔维康
赛尔维克——人机协作
助力设备

张蓓、周亚芳
管奕、高翔、张松、谭
科、瞿韦科

湖北赛区 武汉东湖学院 东科迅腾队
全自动可收缩擦玻璃机
器人

侯贵文、张荣
毛文韬、付鑫、唐颖芝
、陈正泽、双羽林

湖北赛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W你把握不住 汽车轮毂钢板除锈设计 陈勇、
权江坤、李文博、李世
奇、张嘉豪、杨雨婷



湖北赛区 武汉科技大学 神奇的麦轮
基于麦克纳姆轮的快速
挪车系统

李苑、
雷谦、董尧、刘旭辉、
李佳伟、王奥博

湖北赛区 文华学院 春花秋实队 空气取水装置 陈立新、刘晖晖
胡锦洋、厉天佑、蔡开
中、夏欣雨、安乐

湖北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净象
净象——仿生室外净水
杯

朱李丽、徐巧
卢菲、占子祥、张钦淞
、刘勇、陈佳玲

湖北赛区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华夏理工熊大
小分队

进气系统设计 向绍卿、
赵和平、王嘉豪、熊志
、卢昇、李同运

湖北赛区 湖北大学 机械之力
基于信息反馈的无人机
水上救援系统

周威、何苗 孙锐、李艺杰、徐书朋

湖北赛区 武汉科技大学 战狼607号 活塞杆攀爬检测机器人 陈新元、邓江洪
郭宁波、田川、黄进、
左文昊、董堰凯

湖北赛区 湖北文理学院 Wangzai1210
骨盆辅助式步行训练机
器人

秦涛、
邱金星、魏超、温景阳
、任鹏、马渊明

湖北赛区 湖北大学 自由生长
高效油水分离型多功能
清洁器

卢仕、
冯亦章、赵佳怡、彭武
星、吴亮、

湖北赛区 文华学院 Wolf-spider 仿生水陆两栖机器人 何琴、吕晏莹
王雅城、邹高洁、周小
龙、黄开端、禡晶峰

湖北赛区 湖北大学 侠运飞车 仿生六足探测机器 沈阳、何苗
丁思理、曹庆文、严文
惠、陈桃灿、肖璐娜

湖北赛区 湖北文理学院 两只羊在吃草
海上漂浮式多能互补平
台

秦涛、高成慧
杨舒康、王智杰、宛震
敏、石军峰、莫竣宇

湖北赛区 武汉大学 康米外骨骼 仿人手六轴抓取平台 郭朝、
肖瑞康、林垚、林健锋
、叶霖芳、

湖北赛区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创在华夏
发热盘钻孔攻牙五工位
自动加工设备

汪芳、夏会芳
孟令军、郭呈元、许富
强、程天晟、胡胜

湖北赛区 武汉大学
我们的征途是
星辰大海

多姿态载物爬楼机 刘俊、
余文廷、马超群、陈俊
昊、雷伟民、



湖北赛区 江汉大学
江汉大学工创4
队

多功能莲花灯 屈斌文、周乐 程慧伦、谢玲珠

湖北赛区 武汉城市学院 开拓者· 多功能电动自动修枝机 凃杨杨、
柯林帆、陈志、陈孔超
、刘亚亨、夏敬

湖北赛区 武汉轻工大学 天动万象 多功能道路清扫机 孙亮波、章德平
沈咏琪、李凯、廖承志
、刘婷婷、胡晨曦

湖北赛区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
学院

搬砖纵队 多工位冲压模具 肖志余、 吴晓伟、马瑞、孙望

湖北赛区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Moon 厨余垃圾处理系统 熊映、湛栩 谭俊、李同运、杨登涛

湖北赛区 武汉轻工大学 一缕阳光 便携式可调磁阻健身器 孙亮波、张敏
冯浩洋、胡晨曦、杨泽
森、袁冲、陈志翔

湖北赛区 武汉城市学院 Tomore
摆臂履带式可折叠搜救
车

徐陶祎、康之讷
秦堃、程浩龙、卢奕巧
、江铭梁、吴克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卓越的工程师
OTN2.0--5G光信号传
输解决方案

霍肖、孙祥仲
郭笑宇、姚瑞希、覃国
铭、黄学聪、童翔昊

湖南赛区 长沙理工大学 5556 智慧随身飞行设备 王龙、
张毅博、李沛、底泊帆
、戴君、彭令祯

湖南赛区 湖南工程学院 哎呀哎呀
智能牙科综合治疗仪
（牙科种植机）

徐平、
李诗华、杨迁迁、钱啸
成

湖南赛区 湖南工业大学 勇士团队 智能化冶炼生产线设计 张勇、刘水长
连钰轲、刘梓浩、田运
福、梁毅轩、刘涵斌

湖南赛区 长沙理工大学 快乐天使团队 新一代城市救援无人机 王龙、
曹志强、赵福娟、雷衡
、袁一鸣、陈千悦

湖南赛区 长沙理工大学 诨之有道 水面垃圾清理无人船 王金行、
张滔宏、姚旺广、尹开
吉、杨勇、刘金来

湖南赛区 长沙理工大学
宇宙超级无敌
风火轮

模块化叉车 王龙、
马威、李沛、杨玲、彭
令祯、



湖南赛区 湖南大学 优造未来
面向pla材料的增减材
复合加工机床

文思维、曾益华
张超、吴勇文、吴添贤
、卢雪云、陈挥扬

湖南赛区 长沙理工大学
熬夜秃头也要
建模队

轮腿式仿生机器人 黄龙、
易宇华、杨宏丽、范书
豪

湖南赛区 湘潭大学 踏歌行
蜂窝式包装及其加工装
置

苏亮、
秦锦华、上官文馨、王
淞悦、陈正阳、张文涛

湖南赛区 长沙理工大学
眼里有光的少
年

多足式救援机器人设计 王金行、 匡增涛、周友极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X-POWER 智能木耳采摘收获机 马云海、王虎彪
陈澳、杨斯琪、李知语
、韩东洋、刘炫廷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五元一次方程
组

新型智能养蜂取蜜一体
蜂箱

李军、
邱中华、于天硕、李天
慈、罗渝、荣明浩

吉林赛区 东北电力大学 梦想组 水上垃圾清理船 黄胜全、
王晟鉴、郑博锶、陆建
宇、田力航、杨广俊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求实创新
适用于不同含水量柔性
地面仿生四足机器人足
部结构

梁亮、程丽丽
李佳霖、苏清萍、杨仕
达、戴奇轩、赵一航

吉林赛区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神龙队 时间地球仪 高超、赵金玲
张朔宁、刘学、邓俊、
李禹兵、李玥函

吉林赛区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
信息学院

工大人文机电
工程

沙漠终结者——一种牵
引式草方格铺设机

于晓慧、张国福
张彪、张雕、赵浩、吴
昊、丁子轩

吉林赛区 东北电力大学
做比赛我们是
认真的

三足履带式管道巡查机
器人

杨恭勇、
王晓奇、刘洪毓、贾梦
华、谢亮、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蚓废为肥 蚯蚓堆肥反应器 陈玉香、李军
周艺萍、刘佳欣、王倩
、赵怡婷、袁帅威

吉林赛区 长春光华学院 疯狂的3D 联合整地机 赵京鹤、张颖
马英惠、冷金萍、唐嘉
、马榕、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BarEnergy
可回收动力四足仿生机
器人

张云辉、
崔若禹、陈奕霏、屈元
清、果香凝、席可



吉林赛区 东北电力大学 将个烂就 节能核污水模拟净化器 田原嫄、
刘欢、寇恩赫、刘洪毓
、王思阳、程悦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馒头狗
基于舵机控制的力矩操
控四旋翼飞行器

张秀芝、张云辉
柯沐林、马沛琦、高子
乔、高翔、马晓玉

吉林赛区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 长电3d小队 滚筒式无游梁抽油机 郭士茹、赵晶
刘禹宏、谢谌、张志民
、郑晶鑫、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一直没有名字
队

管道质检员 张建海、 陆冠文、朱俊杰

吉林赛区 吉林动画学院 JAI-3队
高层建筑消防灭火炮设
计

安猛、腾玮铭
潘钰、邓谕、董晴、刘
先秦、

吉林赛区 东北电力大学 我就是天帝 仿蜘蛛侦查机器人 孙莹、
杨龙、王英硕、徐新成
、银磊磊、

吉林赛区 长春工业大学 呆萌小分队 多功能清雪机 柳虹亮、
徐为诚、刘润国、张子
龙、孙百强、张舟一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基因突变 多功能仿生蝎 刘思远、张云辉
艾泽凯、白嘉恒、赖晓
威、吴思杉、吴烨

吉林赛区 东北电力大学 靓仔集中营
“油浸式变压器”仿真
培训平台

霍光、娄建楼
于鸿飞、崔桐箫、谭咏
麟、谢天祥、韩紫萧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好汉帮 低频仿生隔振装置 田为军、 王炬、李洁、熊宇

吉林赛区 北华大学
带压封堵管道
机器人—先锋
队

带压封堵管道机器人 罗春阳、
王菲、袁明羽、邓钧译
、胡子健、尤源

吉林赛区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灰极客 AGV功能性小车 石晨迪、
张继鑫、刘兴达、姜瑞
博、邰鑫鑫、于冰

吉林赛区 东北电力大学 墨子online
“蔓茵麒麟”——新型
基站式风光互补智能植
被护理装置

郝德成、刘可心
李世龙、李龙飞、都越
、赵海源、石科太

吉林赛区 东北电力大学 东北阿波罗
“龙虾号”多功能装卸
工程车

刘江、 王越、谢冀、高延超



江苏赛区 南通理工学院 2021NIT3D19 自动喷漆装置设计 刘金金、姜杰
薛佳惠、王志勇、张悦
、李祥祥、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知行致远 自动化智能插苗机 门艳忠、孙晓锋
金兆焱、顾磊、仲伟庭
、刘欣、陈子龙

江苏赛区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
学院

车马行云11 重载自动导引小车 应鹏展、王水林
杨阅兵、何震、段福玉
、邓楠、王熠安

江苏赛区 宿迁学院 快乐天使
重特大工程大口径高密
封闸阀的设计

徐青青、赵海芳
谢中华、陈亦凡、朱磊
、徐道举、刘大千

江苏赛区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

创想蓝图 智能水彩盒 成畅、赖雪梅
陈高权、冯振琦、张嘉
杰

江苏赛区 淮阴工学院 答得全队 智能湖面垃圾收集平台 董育伟、李年莲
唐新春、杨芷萱、谭云
鹏、李静、程晨

江苏赛区 盐城工学院 智能管道小队 智能管道清洁机器人 侯鹏亮、周兆锋
王硕、顾卫国、张劲翼
、姚如玮、张孙萌

江苏赛区 徐州工程学院 寻光而行 智能分类识别垃圾桶 郭华锋、胡志强
张成林、赵朝俊、黄子
健、陈允龙、刘晨

江苏赛区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
学院

逝去云散 智能泊车辅助设备 王水林、
孙洋、董亚安、裴剑锋
、邵贵进、徐旭辉

江苏赛区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OKAY 月球勘测车概念设计 商晓东、 王皓、黄楚宜、韩璐璐

江苏赛区 金陵科技学院 尘封严许
一种装载在无人机上的
便携拆装机械臂

郭语、
陈永超、许杰、封晓炜
、严政、

江苏赛区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蓝岛创新
一种新型双模式切割打
磨抛光变速一体机

卢彬、 张弟、楼圣

江苏赛区 盐城工学院 华东之星
一种小型多功能联合收
割机

郭俊、 史文宇、谭闯、王霖芋

江苏赛区 淮阴工学院 我们联合！
一种可变行四足机器人
的履带底盘

董育伟、唐洁方
曹博文、倪凯杰、徐国
慧、毛奕雯、张梦杰



江苏赛区 常熟理工学院 S4mple
一种架空轨道式智能监
测机器人系统

王林、
彭静琳、王浩阳、王世
豪、洪禧辰、

江苏赛区 三江学院 优创1队
一种基于滚珠丝杠结构
的四足机器人

康杰、徐贤
陈龙、杨承汉、梅泽云
、陈钰榕、陈慧玲

江苏赛区 常州大学 万羽齐发 一种代步车的原型设计 张春明、黄河
徐皓捷、钟宜浩、欧炳
文、汤韬伟、

江苏赛区
江苏省无锡交通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

dnz 新型多功能绿篱修剪车 赵金广、邢木清
吴承晟、张文卓、潘文
浩、沈力辉、

江苏赛区 苏州技师学院
创客-
INTELLIGRNT

新概念模具设计 赵淳、金雁 陈钰、奚志远

江苏赛区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
学院

创新之战 微耕机 于泓、姜宽舒
宋元山、王靖鑫、马刚
、徐雅文、王喜龙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泰拉大陆 水华智能处理机器人 郭娟、
冒森山、吴阚雨、高肖
炀、司海鹏、王之风

江苏赛区 徐州工程学院 LightMagic
双喷头异种材料3D打印
机

郭华锋、于萍
王楚、叶京、仲思民、
司荣、张妍

江苏赛区 河海大学 ORIGINAL
手机BYE——针对学业
拖延大学生的智能办公
产品设计

丁治中、 胡娇、舒诗琦

江苏赛区 常熟理工学院 菌横四海
食用菌智能一体化生产
装置

张斌、
袁玺涛、陈志涛、姚轶
钦、陈伟光、

江苏赛区 常熟理工学院 产设182 沙漠卫士 赵仕奇、
田松、吴珂珂、朱炜、
丁启林、姜苏

江苏赛区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开天小队 全自动倒圆角机 陆广华、刘艳
赵凡立、施海涛、罗永
宽、韦超越、何欣茹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咸鱼小组 幕墙清洁机器人 田文彤、
郭永康、许睿、唐景琦
、滕华露、朱玉龙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农行者
面向超级杂交稻的大型
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唐忠、
郝帅华、刘海、荆天天
、程鑫、



江苏赛区 扬州大学 加油小虎队
免胶带可自锁的新型快
递包装箱

高强、 王宇航、李敏

江苏赛区 无锡太湖学院 富婆看看我 猫咪乐园 杨敏、陈炎冬
金子强、邢新新、毛胜
林

江苏赛区 金陵科技学院 无限工作室
绿色能源——集成式海
上发电站

罗卫平、时维元
赵兰锦、左杰、杜雨轩
、李占星、朱飞宇

江苏赛区 南京农业大学 钻石王牌
履带式远射程苗圃风送
喷雾机研制

邱威、吕强
史荣凯、张圆、仲熠、
黄玺蓉、邓羽佳

江苏赛区 南京工程学院 特等奖小分队
料成型设备生产及码垛
生产线运动仿真设计

吴梦陵、王鑫
陆子欣、张铖泓、贾盼
盼、滕跃、潘龙

江苏赛区 淮阴工学院 工设设计人 快速反应森林消防车 顾炎辉、
居天泽、吴诗佳、史雨
晨

江苏赛区 盐城工学院 盐工干饭人
精量播种、肥料搅拌及
秸秆粉碎一体机

郭俊、汤沛
王霖芋、谭闯、李川平
、兰志岗、韦中庚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Mo0OLi 节能型安全蒸柜 田文彤、
黄鲁卿、叶晓、孙健、
张羽琦、朱嘉贺

江苏赛区 扬州大学 立体空间 建筑用3D打印设备 吴伟伟、朱林
罗永东、蒋爱团、张江
湖、周琦峻、彭云

江苏赛区
江苏省无锡交通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

帅吧 剪切机改良设计 刘衍益、赵金广
潘文浩、吴洋、孙银枫
、张文卓、葛俊杰

江苏赛区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
学院

神机妙蒜
基于数字化设计的智能
大蒜种植机结构研究

王水林、魏超
张申奥、何福铖、侯信
、沈龙、赵纪元

江苏赛区 淮阴工学院 天天向上呀
基于麦克纳姆轮的抛射
型灭火车

董育伟、陈中
谭云鹏、陈子豪、唐新
春、顾宽昊、周灵玉

江苏赛区 泰州学院 草莓超甜队
基于光伏发电的果蔬采
摘一体化图

王临茹、丁展
于辉、陈思妍、区娟兰
、张天豪、凌大涨

江苏赛区 南京工程学院
NJIT校科协研
究团

基于改进中小型移动终
端设备包装、分拣线的
智能物流机器人

李玉龙、荀超
宁磊、李永琪、黄浩、
张洋恺、朱俊同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糖果超甜.京江
基于大学生方程式大赛
的休闲单人座赛车

荆旭、
邓凯仁、薛宇航、郑孝
纤、张晓骞、谯小健

江苏赛区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Epoch
基于TRIZ理论的智能
化夹具设计

张乐莹、张跃
赵豪、陈佳浩、李磊、
谈俊浩、

江苏赛区 宿迁学院 智械陆战队
基于Arduino和3D打印
技术体感机械手的设计

赵海芳、徐青青
刘大千、陈启晟、陈广
健、徐皖倩、许添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两个倭瓜 核电卫士—液压阻尼器 杨辉、田文彤 曹树清、王大江

江苏赛区 常州大学 快乐的小海豹
海洋油污自动采集净化
装置

黄河、张春明 李瑞、王少莽、武博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创驰蓝天队
高强度金属材料激光温
喷丸强化装置

黄舒、周建忠
张宇、朱文龙、王吉庄
、王子坤、缑延强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江理201研创
分离式智能护理康复床
椅

俞成涛、陈宇
孙学斌、周忠仁、王建
祥、张宇、肖宇航

江苏赛区 常熟理工学院 缔造-设计组 多功能轨道修复车 潘伟、
沈建、唐佳宁、肖琛、
吴金雄、杨柳馨

江苏赛区 南京农业大学 风送雾化 低阻化果园风送雾化器 邱威、
盛煜婷、亓晓曼、王圣
元、吴亦洲、王远程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4D梦工厂
导电复合材料光固化4D
打印方法及装置

黄舒、董佳丽
张航、魏洁安、周鑫宇
、王程、杨宏伟

江苏赛区 三江学院 Fly之彩
瓷砖行业助手-翻转、
涂料、粘贴一体化自动
装置

康杰、孙承志
邱李超、张意雯、潘国
华、仇宇蕾、靳留森

江苏赛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大月亮
齿轮齿条分离轴承式车
用重力发电机构设计

刘治彩、沈保山
彭子语、石国奥、陶沙
、徐进磊、杨欣

江苏赛区 无锡太湖学院 汪汪立功队
车载路障自动收放一体
机

陈炎冬、叶亮亮
刘艳群、谌林燕、陈冬
雪、杨颖、周兰英

江苏赛区 盐城工学院 勇征队
变角度双轴拉伸原位微
观材料力学性能测试仪

侯鹏亮、
张祥祥、何宇杰、邢淳
辉



江苏赛区 盐城工学院 聚沙成塔 保温杯自动清洗机 黄晓峰、刘道标
李威燃、李明泽、杨莉
莉、万鹏飞、胡俊

江苏赛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农夫三拳 PCB下载检测生产线 郑贞平、华旭奋
邢淇林、侯彬彬、董维
龙、宋鲁南、

江苏赛区 江苏大学 紧急救援 NEST-多功能救护车 沙春发、 高欣艾琳、李玮

江苏赛区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探险小分队
Insector月球勘探车
概念设计

商晓东、
付豪、丁洋洋、程翔、
石越城、王维逸

江苏赛区 南京林业大学 快乐小虎队
“方舟乘务员”服务机
器人

陈晨、 王志轩、郑子龙

江西赛区 赣南科技学院 小小行动队 智能消防无人机 刘辉、
陈宇、刘利荣、冯志伟
、黄谷一、孙佳丽

江西赛区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酸梅汤
智能垃圾分类收集机械
车

王志华、曹菊琴
刘嘉伟、周宏亮、李志
广、鄢祖荣、汪海桃

江西赛区 南昌航空大学 teamnchu 折叠电动车 鲁宇明、
桂天鸿、麻林森、李曾
杰、华传亮、张冉阳

江西赛区 南昌航空大学 游隼科技 游隼轻型运动飞机 朱延平、
易彬锐、李海慧、董梦
琴、李忠臣、

江西赛区 南昌大学 老朋友
一种新型高效率高速全
向移动平台

刘国平、徐健宁 彭彬、袁楚舒、刘滢

江西赛区 南昌交通学院 Power尛创客 小清蟹 周启兴、陈紫微
凌浩吉、黎涛、张俭、
占楷、龙治丞

江西赛区 江西理工大学 向前进 物联网智能云窗 刘静、
符江繁、杨庆、刘振、
饶大佺、杨辉辉

江西赛区 南昌交通工程学院 防汛小分队 双向扩展式货物地摊车 周启兴、罗松
蔡安营、廖赞、李泽有
、熊俊康、孙学雷

江西赛区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
业学院

创新五人组 收谷豆类一体机 陈丽霞、庞成祥
杨业、袁艳、余富彪、
李家强、石华宇



江西赛区 赣南科技学院 摘星星 沙漠拯救者 刘辉、
蔺要庆、占崔崔、张大
帅、廖敏、张龙龙

江西赛区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
业学院

希澈 全自动多用途年糕机 刘玉均、郑英明
何宏、陈宝红、唐仁和
、马亮、樊智强

江西赛区 华东交通大学 优创智能 全自动道岔打磨机 杨世德、林凤涛
杨杰、杨一韬、王敬、
陈永军、王储熙

江西赛区 井冈山大学 井大致远队
全自动USB充电器组装
设备

康志成、赵红霞
李水平、钱曦、王中晓
、陈品勇、练跃辉

江西赛区 南昌航空大学 追梦蓝天
前拉后推式氢燃料电池
无人机

朱延平、
周智杰、严嘉文、陈曦
、陶友亮、刘磊

江西赛区 江西理工大学 虔城万里
基于BIM的可视化黄金
选矿工艺设计

黄万抚、黄李金
鸿

黄彪林、肖权、王泽凯
、黄家驹、包亚晴

江西赛区 南昌交通学院 KSI晓创
环形旋转式电动车充电
桩

周启兴、
张俭、凌浩吉、徐鹏、
雷文龙、张志昆

江西赛区
江西省冶金职业技
术学院

真诚无限 海洋生态巡游侠 邹时敏、吴静
洪鹤龙、邓梦婷、陈亮
、彭行龙、

江西赛区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
业学院

快乐新球 果园收集、施肥一体机 温金龙、顾吉仁
姚健、黎其彪、李倩、
刘甜、赵雅清

江西赛区 华东交通大学 野马即巅峰
高铁环境卫士——助力
智慧消杀绿色回收

朱海燕、
孙嘉毅、蒋惠贞、叶艳
媛、高珂佳、

江西赛区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志国 多功能运动控制实训台 袁爱华、贺宇成
方少远、彭行龙、黄想
、梁志国、

江西赛区 江西理工大学 envuch 多功能巡检机器人 吴晨刚、王庆礼
李俊鹏、刘晨昱、肖李
青

江西赛区 赣南科技学院 同甘共苦队
多功能海陆空智能无人
机--应龙号

刘辉、
孙威龙、郑兆伟、张硕
华、黄心如、彭庚财

江西赛区 江西理工大学 二材同心队 多功能辅助援灾无人机 吴晨刚、晁云 辛杰、冯梦熙



江西赛区 江西科技学院 智联铸梦 大型工件翻转设备 郭芳芳、虞韬 廖海建、黄卫

江西赛区 华东交通大学 106团队
冰消雪融——铁路接触
网除冰车

肖乾、王耀
马晓毅、郭骏雷、沈鑫
宇、郭贤民、杨思晨

江西赛区 江西科技学院 嘎嘎鸭子 按摩床椅 唐鹿、田科
朱征豪、潘炎炜、胡佳
怡、夏瑶、郑泽凯

江西赛区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冶猫 安培射击机器人 王雨、游学斌
杨思远、黄贤恒、肖俊
杰、涂海平、方少远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沧海逐星辰
自动制孔机器人的建模
与仿真

王巍、
林俊盛、李锐、闫梦娜
、闵习瑞、李泽霖

辽宁赛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我们来了 自动防斜钻井装置 潘一、李沼萱
崔祥龙、贾宇航、郑佳
冰、陈鸵、

辽宁赛区 营口理工学院 WH 轴承式爬楼轮椅 李传奇、王漫潼
黄帆、陈禹铮、王佳兴
、杨崇凯、

辽宁赛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种子与菜苗一体式种植
机

魏家鹏、
杨嘉乐、高学武、韩冬
、王建兴、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喂食供氧机 王卓、张晓茜
代琪、王志轩、李文艺
、张宇菲、

辽宁赛区 大连海洋大学 机械创新2021 钟意伸缩臂叉车 荣治明、梅强
武峥、张世顺、李霄云
、丛知韵、孙鹏

辽宁赛区 辽宁工业大学 快乐周一 智能鞋柜 李晓丹、王晓磊
陈宇航、孙莹、孙嘉月
、孔繁朋、陈涛

辽宁赛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干啥都行 智能柔性制造系统 张兴元、魏永乐
冯会铭、王梦真、曲智
、杨睿、张婷

辽宁赛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机械战士 圆钢修磨机 包瑞新、 蔡秀全、佟禹欣、吴迪

辽宁赛区 沈阳建筑大学 丫丫快跑 一种新型预制构件模具 龙彦泽、张啸尘
赵祎祎、周长文、吴椅
钧、郝圣淳、李悦畅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Luffya
一种不占用空间的残障
人群智能安全升降楼梯

李红双、安达
刘永康、李一明、苏靖
博、田付涛、李明辉

辽宁赛区 辽宁工业大学 辽工523
新型抢险救灾应急救援
车

张晓光、
王正荣、刘伟鸿、吴星
语、何诚诚、王佳伟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LYYHNB 新型楼梯清洁机器人 刘洋洋、卞迪
段鹏超、黄文涛、王英
骁、尚尊、潘世明

辽宁赛区 沈阳工学院 FLOOR团队
特斯拉model3前后地
板总成的逆向设计

么瑶、于航
周指涛、王瑞洋、刘永
丰

辽宁赛区 沈阳工学院 加油冲啊
太阳能水中微塑料净水
处理装置

邹永、
张博、李广骥、刘婉莹
、王子皓、王龙龙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LYYZNB
坡口铣削及法兰定位一
体机

刘洋洋、王巍
黄文涛、段鹏超、王英
骁、冯志豪、刘峥

辽宁赛区 大连交通大学 向日葵花花
暖·融-智能取暖消杀
设施设计

单阳、 石可嘉、于哲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矿泉水怡宝队 廓线可调盘形凸轮机构 刘洋洋、刘江宁
孙琦、刘文铁、刘峥、
马笠翔、

辽宁赛区 营口理工学院 精良之师12138
基于立式铣床的搅拌摩
擦焊机

张文武、刘鹏
高禄爽、李禹彤、仇锡
韬、毛语桐、

辽宁赛区 沈阳建筑大学 前程似锦队
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智
能跟随运输机器人

王守金、 沙俊江、孙新怡、周林

辽宁赛区 沈阳建筑大学 。。。。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新能
源沙滩垃圾清理机器人

王守金、 孙辰宇、庞人宁

辽宁赛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追光队 回收3D打印废料系统 孙方红、
张晓亮、宋文卿、王聿
、张雯博、杨益

辽宁赛区 大连大学 越野跳动
环绕型立式密集停车装
置

李淑娴、
李旭康、严学武、刘鑫
然、冯波情、魏德军

辽宁赛区 大连科技学院 铁锅炖 灌沙用铲体 宋丕伟、贾卓男
于金明、祝骋宇、王耀
、姚恩杰、田鑫禹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年少好有为 灌溉管道铺设机器人 高崇、
臧兴达、姜楠、裘欣、
景馨慧、沙小微

辽宁赛区 大连交通大学 迈进新时代 公铁两用高空作业车 高勇、 孟让、袁义杰

辽宁赛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防搁浅救援多功能漂浮
装置

付治国、
宋昊、李学良、徐义泽
、夏一凡、

辽宁赛区 沈阳建筑大学
组合式多折叠
肋模块化可展
开天线

多折叠肋模块化可展开
天线

田大可、
许捷巍、胡安军、戚一
凡

辽宁赛区 大连科技学院 3D科技分队
车载融雪剂自动抛撒机
3D结构设计

董淑婧、
梁世琦、吴杭杭、王俊
杰、唐京亮、

辽宁赛区 沈阳理工大学 InfiniteTRAIN
PACKE.R“裹包宝”采
摘包裹手持一体机

王成玥、
朱铭睿、刘瑶瑶、臧晨
希、哲筱蒙、殷向阳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嘟嘟嘟--- Balance-瓷砖铺平机 王秀华、高崇
裘欣、沙小微、孙佳欣
、臧兴达、王婉宁

辽宁赛区 沈阳大学 超声波战队
《猫咪居家旅行一体车
》

侯琳、 张峰铭、杨曜先

辽宁赛区 大连大学 天使爱美丽
“鹰眼宝贝”儿童护眼
产品

张铁成、 周星源、何文杰

辽宁赛区 沈阳工业大学 啥啥都队
“太空兔”太空连接房
车设计

于学斌、 吴怡霏、孙美慧

辽宁赛区 大连交通大学 红心维度
“红心维度”辽宁红色
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设计

邹雅琢、 刘心雨、张佳萱

辽宁赛区 沈阳理工大学
“稻香”系列农用无人
灌溉伞

王成玥、
李贵、郑博浩、刘俊江
、祁锴、

宁夏赛区 宁夏理工学院
以梦为马创新
工作室

新“净”界——打造健
康净化清洁机器人

马斌武、
朱国辉、舒炜炜、苏鑫
、饶少甲、郭文城

宁夏赛区 北方民族大学 CTL001 套管注射模设计 刘广君
张盛林、韩亚婷、王静
伊、周美兰、



山东赛区 烟台大学 飞针走线 自动化纸箱装箱生产线 刘桂涛、
张天福、董全鑫、李许
汇、赵艳艳、

山东赛区 临沂大学 圣洁玉龙号 智能新型扫地机器人 马保聪、田相克
李文玉、何雨洁、王府
、宋运昊、王文龙

山东赛区 山东理工大学
皮卡皮卡皮卡
丘队

智能下肢运动姿态矫正
系统

魏峥、
刘潇涵、于深、宋振山
、白志慧、闫鹏程

山东赛区
山东科技大学（青
岛校区）

吱吱作响 智能网球收发机器人 戚美、张旭 王九一、陈倩、孙正清

山东赛区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
大学

鲁班一号 智能网联洗鞋机 江城城、王霞
尚华龙、刘贤峰、姜启
龙、王福雨、虞彦强

山东赛区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领跑者 智能输液管控装置 孟德超、尹晓丽 李豪、董盼盼、程亚洲

山东赛区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
大学

SDGC 智能卡盘分卷机 刘冉冉、宁玲玲
李立超、商兴邦、甄曦
、宫晓文、

山东赛区 烟台南山学院
烟台南山学院
树叶一队

智能传单分发机 胡晓青、王艳娟
李军烨、邱振琨、宋继
伟、史麒麒、周纹倩

山东赛区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拼热血为吾华
队

油田小修作业上下管杆
装置

周扬理、李振涛
杨德芹、刘连升、赵一
林、石福兴、潘相润

山东赛区 山东交通学院 Gardenbaby
应用于智能门锁的自供
电系统

张东升、于海洋
周宏阳、李俊杰、马书
宁、李安东、

山东赛区 山东科技大学 Legend_001
一种岩体多源数据采集
的原位触探机器人

房凯、闫莎莎
孔德斌、李国锋、李硕
、王浩宇、蔡维佳

山东赛区 山东交通学院 海之韵科技队
一种六足仿生式智能水
下勘探机器人

贾风光、丛景妤
王菲、李昊政、宋晓龙
、赵玮杰、刘剑兵

山东赛区 滨州学院 明黎
一种基于3D打印原理的
可视化高楼建造系统

牛得学、
张桂山、孙宗坤、姜茂
强、田力男、梁鑫

山东赛区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机械者再次联
盟

一款自动抓鸡电动车 刘艳萍、魏原芳
刘家昊、王震震、李元
琪、刘翔宇、



山东赛区 青岛黄海学院 Chasingdreams 新型一体化铺路车 刘纪新、李媛媛
刘玉涛、陈治宇、张宇
齐、孙泰崇、陈学才

山东赛区 烟台大学 阿尔法One 新型海虹去壳机 刘桂涛、
王方正、张继松、王远
洋、王子健、王永昌

山东赛区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校区

青理研刀
新型多功能刀具研磨成
型砂带机

胡耀增、王龙
薛伟朋、朱学政、孙振
豪、王羽翔、丁浩洋

山东赛区 临沂大学 陆地巡洋舰 新型豆芽清洗机 张成雷、
孟超、裴根、张鹏、王
代鹏、张行钦

山东赛区 山东科技大学 挑山工 小型离心泵设计 刘欣颖、张建中
迟新宇、程宝嘉、李一
明

山东赛区 鲁东大学
奇迹智能制造
队

小型功率继电器插针组
装机械手设计

李武斌、
贾琳瑜、刘文琪、史亚
飞、孙玉婷、李灿

山东赛区 山东交通学院 打火机小队 消防侦察无人机 丛伟、
国增家、高玉鑫、周文
佳、王雨欣、王孟豪

山东赛区 烟台南山学院 梦创3D
物联网自动输液换瓶装
置

杨春苗、胡晓青
刘文辉、周宣成、朱世
龙、李向松、孟珠珠

山东赛区 山东理工大学 酷爽一“夏”
往行无忧—自走式植保
无人机智能补给系统

华珍、魏峥
姜缘、于深、尚将、韩
祥飞、周世纪

山东赛区 中国海洋大学 海沙一号 推悬一体化 宋丽娜、 李豪、李勇健、高展鸿

山东赛区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
学院

桃花源小队 桃花源 董晨辉、李令臣
许晓悦、李仕静、刘兆
鑫、马苗苗、

山东赛区 烟台理工学院 不一样的普通 碳滑板自动更换机器人 袁春静、万怡男
李洪辉、王庆龙、柴银
祥、魏裔泽、杨秋燕

山东赛区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石光科创 太空探索机器人 王新庆、许振涵
王玉洁、孔宏竹、黄耀
渔

山东赛区 青岛城市学院 flows 水上垃圾收集器 谢丽华、刘文莲
雷溢美、赵梦雨、闫辞
海、贺新儒、房超



山东赛区 青岛城市学院 曲奇饼 双臂无刷式洗车机 谢丽华、李传戈
左伟豪、郑东方、黄璐
曼、骆国艳、赵冰冰

山东赛区 青岛城市学院 左转工作室
数控车床自动上下料装
置

谢丽华、高凡
孙师义、肖正军、姚竹
青、余涵、王辰飞

山东赛区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
大学

大风预警 数板式叉车 南庆霞、刘延霞
万忠超、宫晓文、邱旭
玉

山东赛区 青岛大学
晓驾炭车辗冰
辙

适应型冰场美容师 孙浩洋、杨杰
王雅琳、李文澜、刘思
瑾、刘逍遥、樊浩

山东赛区 齐鲁工业大学 剑国尘京
摄像头制品多型腔注塑
模CAD/CAM/CAE数字化
创新设计

曹芳、郭宁
张伯嘉、毕研豪、徐海
洛、赵奇虎、

山东赛区 聊城大学 公共基准
三位五车智能立体停车
装置

郭安福、 吴越、相国、张升滋

山东赛区 山东英才学院 林技术Ⅱ 热熔塑料回收一体机 刘芬、朱艳华
蒋林、马勇虎、陈迈东
、商敬鹏、胡志凯

山东赛区 泰山学院 糖炒栗子
全自动智能化新型板栗
去壳一体机

葛媛媛、 赵琦、薛宽

山东赛区 青岛黄海学院 决策者 全地形救援车 李媛媛、刘纪新
孙泰崇、张欣宇、刘玉
涛、张泽辰、王晓萍

山东赛区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校区

Hunter
乒乓球收集及场地清理
机器人

胡耀增、孟庆学
马加腾、姚永旺、潘益
成、姜宁、朱鹏羽

山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 夏花队 玫瑰花收获机 胡彩旗、
刘焕伟、朱正霖、王一
鸣、谷强、

山东赛区 青岛黄海学院 14届电创5队 联动式水果套网设备 曾实现、宋慧
纪光洋、边佳慧、任胜
鑫、王大志、宫晓阳

山东赛区 泰山科技学院 泰科3D之光
老年人自住旧楼加装电
梯直达到户装置

孔丹、宋晓波
徐国澳、李恒连、侯忠
华、周春晓、薛闰城

山东赛区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科技未来队 可折叠轮腿式机器人 石永军、
庄超、彭来达、冯兴腾
、李英、



山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 欣欣向荣队
可保持式大蒜种带播种
机

胡彩旗、
陈凤、刘腾腾、季洪宇
、胡泽鹏、

山东赛区 淄博职业学院 你跳广场舞吗 菌棒注水机 杨兵、曲振华
刘宗鑫、谭启鹏、刘伟
明、汪岩、徐士锋

山东赛区 滨州学院 乐人烟火
具有多级传送和绕绳系
统的综合性高效青贮打
捆机

王国明、
岳善廓、赵明辉、姜雨
欣、张昊、

山东赛区 青岛滨海学院 yyds！ 家用宠物干毛机 张亮、赵建
施权、严鹏辉、袁江林
、沈一新、林现威

山东赛区 中国海洋大学 快乐汪球队
家庭宠物陪伴训练机器
人

宋丽娜、张开升
于荟杰、扶航、谢子瑞
、申博文、邱择鹏

山东赛区 山东科技大学 汇思科创
基于自适应滤波的乒乓
球捡取机器人

袁建军、闫承俊
刘程志、杨昊君、仇善
成、刘友钦、王娟

山东赛区 青岛大学 打墙小分队
基于旋转进给机构的
PVC线槽安装摇臂手钻

管殿柱、张骞
谭栋华、慈祥润、万海
博、刘婕、代华文

山东赛区 山东科技大学 冠军LA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售餐
装置

杨照泰、高歌
孙浩文、赵鑫源、贺楠
、姜雪、钟明辰

山东赛区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校区

智能分拣
基于图像识别技术智能
化产品分拣系统设计

李杨、陈成军
王壮、刘志豪、武发展
、韩程、李凯

山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 开拓者1号
基于图像识别的智能烟
叶打顶机

胡彩旗、 李垚、管元昊、李燕杰

山东赛区 滨州学院 拼搏成就梦想
基于视觉辅助的智能标
线维护机

冯川、
孔祥芳、孙迎欣、陈为
强、张洋、王宏伟

山东赛区 青岛大学 船新版本队
基于空化水流冲刷的船
体清洗机器人

管殿柱、沈精虎
杨智睿、黄庆辉、李坤
龙、许丽媛、蒋兵

山东赛区 临沂大学 致富研究队
基于轨道式插座改进方
法研究和插排按压式弹
出插头的设计

张成雷、徐波
何雨洁、李之正、姚振
宇、郭义、孙婕

山东赛区 山东建筑大学 “曼巴”3D社
基于PLC的袋装物料码
垛流水线

李坤、
孙学壮、卓越、邵硕、
王瑞、付航



山东赛区 鲁东大学 勇往直前小队
基于CCD引导的智能化
无人船自动对接充电装
置

孙忠玉、
张兴业、周佳慧、李艳
、苗哲、

山东赛区 泰山学院 希望之翼 花生秧与果处理机 谢学虎、
尹永冉、韩欣冉、张浩
、张杨、顾浩然

山东赛区 青岛大学 卫蓝队 海洋水草清理船 王继荣、张继忠
李沂锴、李群、李光骐
、赵新诚、曾晓彤

山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
学院

石开大队 管道蠕动机器人 尚庆利、翟峰
石传淼、宋志广、范俊
岭、范帅、

山东赛区
山东交通学院威海
校区

附惆者联盟
附惆者——船用水下附
着物清理机器人

贾风光、丛景妤
徐兴龙、金伟、郑翔天
、朱汀、

山东赛区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永恒汽笛
多用途可回收垃圾自动
分类装置

李栋、邢金鹏
薄其凯、梁清钧、岳浩
、何庆浩、詹坤

山东赛区 山东建筑大学 Continuedream 多功能智能电动移位机 段辉、张伟
刘宝键、王亚雄、程宇
博、邵硕、王向伟

山东赛区 山东科技大学 发财队 多功能野外探索机器人 于涛、 陈玉璞、吴鹏程

山东赛区 烟台理工学院 坚果小分队 多功能坚果去皮机 刘安琴、张丽华
张义东、韩子乐、胥灏
、王嘉琦、孙雯

山东赛区 山东英才学院 勇士创新队
地下管道挖掘及铺设装
置

方传凯、刘芬
赵翌杰、陈凡凡、张金
才、王旭、吴彤

山东赛区 山东理工大学 风雨彩虹
单车“猎人”——城市
共享单车调运车方案设
计

华珍、魏峥
高霞、姚学彬、韩宗松
、郑华康、王敬

山东赛区 烟台大学 海之梦
带有健康检测的智能温
控砭石按摩椅

应华、王凤云
孙宁、任国龙、戴礼灏
、唐维欣、

山东赛区 青岛大学 晨曦小队 大蒜分类包装一体机 管殿柱、王玉奇
胡吉庆、张昊宇、张鑫
、王成光、成立

山东赛区 聊城大学 斐波那契数 车轮锁止 郭安福、 徐瑞、郜正屹



山东赛区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想不出名 餐厅智能清洁机器人 宋丽、陶可瑞 张涛、陈福、翟士伟

山东赛区 山东科技大学 开拓者2021
便携式特种环境探测无
人机

戚美、
祝衍鹏、李哲、于学辉
、陈宝龙、

山东赛区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蚂蚁军团
Universe智能天文教
育机器人

尹晓丽、刘晓夕
赵明辉、杨闯、李豪、
杨舒雅、朱禹同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匠坊64队 智能婴儿车 韩嘉宇、任杰宇 杨兴华、孟鑫宇、马跃

山西赛区 晋中信息学院 26小队 自动装车系统 黄春艳、傅建平 张懋、常智渊、伍永琪

山西赛区 中北大学 1212123 主动进给穿线车 翟海光、 李静安、刘一达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匠坊70队 智能图书管理系统 任杰宇、
牛奎、常维娜、伊文杰
、徐世清、

山西赛区 太原学院 太子团 智能铁屑收集小车 刘彬、常靖
阚宝柱、刘宇星、李晋
鹏、张俊、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匠坊91队 智能清洁消毒一体车 任杰宇、
段一凡、万家宝、王彬
彬

山西赛区 山西大同大学
AI+同大创客中
心

智能黄花采摘机器人 乔栋、徐青云
谢亚龙、李博文、赵杰
、李乾、赵政宏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匠坊102队
以环保立身以创新赋能
——全自动智能垃圾分
类装置

韩嘉宇、 徐一、赵琳

山西赛区 太原工业学院 晋速—创客
一桶净——智能分类垃
圾桶

任洁、左义海
郭奥林、刘泽鹏、赵志
强、吴新盼、蒲佳文

山西赛区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暗影队 一体化豆腐压制机 董作峰、
毛泽亮、陈永亮、王腾
、刘欢、李想

山西赛区 中北大学 SV·Speed
休闲赛车——红船限定
版

田宝俊3、
陈玉文、陈伟、赵梓宇
、郭雨朵、孙鹏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匠坊22队
小润禾——全自动绿化
带浇水机器人

韩嘉宇、金卓阳
郭文元、程柯心、李诗
雨

山西赛区 山西能源学院 图图公寓
橡胶场地清洁洗护机器
人

姚志广、任晓霞
董少威、王宇、李瑞鑫
、刘田、赵欣

山西赛区 太原学院 太院-ZJ 网球自动捡拾机器人 张毅、 景宇桐、张皓

山西赛区 太原科技大学 智能迈凯伦 体感代步上楼设备 岳一领、
陈天浩、杜泽宇、李新
雨、齐宝宝、

山西赛区 吕梁学院 时雨天司 全自动滚筒式干伞机 闫金顺、薛淑萍
孙斌、闫石峰、韩国安
、高扬、贾炳醇

山西赛区 山西大同大学 同大创客联盟 全地形救援勘探小车 乔栋、徐青云
毛佳宁、摆小平、冯韦
韦、支小斌、南贵龙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匠坊104队
可拓展性物流机器人底
盘集群系统

任杰宇、 张雷、安启航、高文俊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匠坊185队 掘进工作面机器人群 杨学军、孙雁兵
万家宝、王国平、杨新
宇、牛奎、白昊杰

山西赛区 中北大学
基于异形轮组
的老年代步车

基于异形轮组的老年代
步车

孙连成、
赵旭龙、冯祥、刘冠宇
、巨晓腾、王晓俊

山西赛区 运城学院 踏金
基于互联网的自动植树
机

王新海、
朱彤、李登、张振、李
俊贤、冯骁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匠坊74队
基于SLAM算法下的智
能化跨楼层清洁助手

韩嘉宇、
王国平、王罗春、王小
禹

山西赛区 晋中学院 火海逆行 火海逆行 张晋辉、
魏凯、王智超、董琳婷
、肖涵、李婧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研创
队

复杂碳纤维增强塑料制
件的成型工艺虚拟仿真

宋桂珍、
韩博文、贺晓义、方海
军、王浩、姚毅飞

山西赛区 中北大学 摄日 多功能联合收割机 孙连成、
张文彪、秦翔育、薛世
龙、翁海江、zzb



山西赛区 太原学院 沧月队 超声振动辅助加工机床 谷志朋、王志辉
张坤、丁一、赵玮琪、
李艳、代祎琳

山西赛区 太原学院 神墨队
Degerm-全自动智能分
析消毒机器人

胡建功、高瑞娟
郭研研、吴旭、梁熙尧
、张宏、朱曼丽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匠坊87队 5G万物互联智能化头盔 任杰宇、 陈浩、张柏珵、黄慧强

山西赛区 运城学院 永无止境队 “Keep”圆周健身器 王新海、
张振、郭倩荣、朱彤、
冯骁、高森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别再问我什么
是队名队

针对松软土质作业的农
业螺旋推进车

王亮亮、张学锋
许皓云、高亚宁、贾崇
介信、施萍萍、

陕西赛区 西安交通大学 饮水思源 智能药箱 郭婷、 王卫、张鹏、何海龙

陕西赛区 西安工业大学 steam 智能旋屏器 曹岩、千学明
许路欢、王玉振、屈孟
韬、杨帆、李佳兵

陕西赛区 陕西理工大学 天翊战队 智能化全自动鲜面条 张军峰、王占领
宋乐、孟浩宇、胡泽晟
、魏欣雨、

陕西赛区 渭南师范学院 思花添酒 智慧高铁送餐机器人 杨明彦、
童思甜、李添、周旭、
李振华、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阳光助力队
一种携带太阳能自动追
光系统的智能空气取水
装置

王亮亮、杨婷
王冬、李小龙、刘泽鹏
、樊事兴、

陕西赛区 西北工业大学 蚁创科技
一种多机协同的小型防
疫机器人

唐炜、吕冰
杨皓、周泽宇、罗益严
、陆轶辉、李珑琦

陕西赛区 西安航空学院
旋转式集成餐
厅

旋转式集成厨房 刘琼、杨晓龙
许飞、王文萱、郑超、
张建峰、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萤火之森 新型双头掘进机 苏晓峰、王亮亮
杨振宇、雷欢、张骏祎
、黄雨秋、王雄

陕西赛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山地拖拉机小
分队

全向姿态调整山地履带
拖拉机

杨福增、刘志杰
孙景彬、刘琪、雒鹏鑫
、李亚男、牛瀚麟



陕西赛区 西安工业大学 守望21
全地形红枣采摘收集装
置

曹岩、千学明
柏乐、赵一凡、赵海鑫
、刘学强、柳邵华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果宝特攻 轻量化低成本加工中心 王亮亮、杨蕾
刘晨昕、尹义诚、杨一
溱、刘文鑫、杨浩越

陕西赛区 陕西理工大学 楠航乐天
煤矿井下巡检机器人研
究与应用

刘文帅、刘菊蓉
高楠楠、屈直、张辽、
陈锦东、杨光

陕西赛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逐梦小土豆
马铃薯挖掘与残膜回收
一体机

李卫、
陈客舟、王巡、刘兴、
李龙飞、刘研

陕西赛区 西安工业大学 瓷印
冷冻干燥法多孔陶瓷的
3D打印机

张耿、
王垠衡、赵凌骏、俞懿
、王熠凡、赤梦婷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喂个队
一种盘卷尺寸可调的钛
合金丝材生产用无心车
床自动盘料机构

史丽晨、
刘亚雄、张倩、贾荣枭
、蒲林东、

陕西赛区 西京学院 大师兄说的队 快捷式封箱机 肖传军、张亚锋
秦松昊、周硕博、覃建
峰

陕西赛区 火箭军工程大学 火大尖兵
可移动式投弹保护及智
能可视训练装置

秦忠宝、郭剑锋
解毅、高嵩、邹子杰、
刘琦、李瀚琳

陕西赛区 西安交通大学 望舒 九天云外揽月回 郭艳婕、杨立娟
陈雨欣、谢天、姜川、
唐湘毅、梁泽昊

陕西赛区 西安工业大学 玛尔加尼斯
基于无线体域网的下肢
健身器

千学明、曹岩
刘泽峰、吕梦晨、宋平
涛、李征凡、荣磊

陕西赛区 西北工业大学 工大智联
基于视觉识别的草莓自
主采摘机器人

郝思思、张鹏
张垚昶、谢文政、瞿雯
靓

陕西赛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小蜜蜂
基于机器视觉与并联机
械臂的猕猴桃采摘机器
人

石复习、谷芳
董子扬、李超源、刘海
壮、殷梓航、

陕西赛区 西安航空学院 菜鸡互啄队
基于互联网的人机交互
式智能衣柜

杨晓龙、
段腾腾、贾超、杨锡铭
、杜展鹏、刘振华

陕西赛区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智塑未来
基于行星滚柱丝杠的高
压全电动注塑机

燕卫亮、陈欢
薛苗苗、王海望、李晓
龙、夏钰珊、张郁鑫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翱翔天际
机加车间器具储存立体
仓库

王娟、王亮亮
冯宗鑫、李新东、赵挺
伟、路展、刘国梁

陕西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西科电控101 花样百“厨“ 李忠、
陈宇良、李嘉豪、党禹
尧、康博渲、石浩田

陕西赛区 西北工业大学
“好胖球”智
能家居服务机
器人队

好胖球智能家居服务机
器人

李发元、金凯乐
陈庚、李幸、凡成城、
黄海智、白纪龙

陕西赛区 西安航空学院 Jäger队 管道清洗机器人 王博、
洪成忠、文翔纬、李诗
园、何富耀、雷璇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无名小卒 多功能应急特种车 王发展、
齐占玉、尹满香、王祎
攀、陈娇婪、陈祯

陕西赛区 西京学院 黑色军械库 多功能电动轮椅床 肖传军、
王怡婧、何子游、张淮
宇

陕西赛区 火箭军工程大学 红旗漫卷西风 固体二级探空火箭 王鑫峰、
程明贤、赵瑞、罗登籍
、张凯翔、曹胜杰

陕西赛区 西安工程大学
包装方案解决
商

给袋式袜子包装机 金守峰、胥光申
刘博、张学良、王少虎
、库朋涛、杨栋峰

陕西赛区 西安文理学院
Automatisieru
ng

高效智能无人看守快递
取货柜

姚梓萌、叶芳霞
徐中迅、董涛、李忠浩
、冯千义、王皓哲

陕西赛区 西京学院 Duke666 高速公路除雪破冰机 张旭辉、
黄思程、王新元、张雨
宸、李荣贵、

陕西赛区 火箭军工程大学 中矩
方圆之中——建党百年
红色印象工艺品设计

芦静、
孙坤、邓双瀚、曹天宇
、符乃心、

陕西赛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JKG队 番茄分拣机器人 刘利、
刘伟、刘姝楠、孙强、
叶冰慧、马泰安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建大机械团
队

多功能极地救援车 王发展、
荆烁文、许正昊、王远
军、丰申、何浩平

陕西赛区 西京学院
越努力越幸运
越努力

点阵式微喷嘴点胶系统 刘守法、 田帅、李任育、黄俊杰



陕西赛区 西安工程大学 菠菠队 菠萝辅助采收器 董雅文、张守京
吴芮、刘泽旭、陈云辉
、彭思源、朱怡琳

陕西赛区 陕西理工大学 大象 “象集”落叶回收车 延海霞、
阮家浩、顾前程、张锡
凡、边柏乔、李莎莎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快乐加班队 “青鸢” 史丽晨、
刘国威、吴士标、张仕
源、邓伟、许皓云

陕西赛区 陕西科技大学 湖人总冠军
"瓦力"智能网球拾取机
器人

赵睿、
史家臣、马文凯、李睿
童、方彦超、刘荣强

上海赛区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励学至善队
智能鞋袜穿脱服务机器
人

张珂、
李允圣、侯建维、章文
睿、刘大鹏、刘佳雁

上海赛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caicai
智能口罩提供与回收一
体化装置

简琦薇、张春燕
蔡唯轶、郁梦莹、孙晨
阳怡、李凡、

上海赛区 上海电机学院 yuetengkeji
一种新型共享单车智能
储存及借还系统

邵兵、
李弈谋、张李皓、曹芸
豪、王登亮、寇云斐

上海赛区 上海理工大学 信义勤爱 一刀式微创手术钳 赵展、宋成利
荆佳佳、马成才、王志
会、向炀、

上海赛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TC 智能注射装置 张振山、张春燕
冉小龙、刘煜、苏再尧
、毕子祥、

上海赛区 上海海洋大学 乘风破浪3.0 杏核杏肉分离机 张莉君、沈伟
孙建国、王宏升、朱汇
东、李书江、

上海赛区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相当野蛮
斜拉式多刚度辅助独立
悬架装置

尚慧琳、马娜
秦波、孙会航、马智、
王亚茹、高昱琪

上海赛区 华东理工大学 机智无极限
图书馆自助取放图书机
器人

刘晶、
王志荣、孙亚枫、戎泽
日、林博文、

上海赛区 上海理工大学 钛夹壹号 钛夹钳壹号 闫士举、
陈乾、许济蕾、李富超
、师怡玲、任建澄

上海赛区 华东理工大学
快到桶理来团
队

“益趣分”——基于
AHP贝叶斯耦合算法的
全自动智能垃圾桶

马新玲、
郦滢澄、吴龙燕、张子
轩、雷聪锐、李东晓



四川赛区 西南石油大学 石大科创队
钻井液的自动化配制装
置

郭亮、 李敬全、梁静

四川赛区 四川农业大学 唐李魏吴双 自动调平运输车 陈霖、莫愁
李罗航、唐源苑、黄双
、吴婷、魏晓兴

四川赛区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
学院

小矮人团队 自动化上料设备 王丽娟、
唐一、任祥东、王桃、
杨浩、张明鹏

四川赛区 西华大学
大家都没有想
法

鱼腥草种种种 喻俊馨、
龚兴珍、赵远松、饶全
文、张忠炜、杨鹏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考的都会蒙的
都队

一体化野外烧烤炊具箱 黄斌、
文雅可、陈丹、蒲天丽
、曾琴、骆霄

四川赛区 西南交通大学 雨天骑羊 新型坑道混凝土布料机 雷智翔、
唐亦浓、向洋、陈俊安
、雷淇、吕思龙

四川赛区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
学院

一叶识秋 微型航拍直升机 刘清杰、蔡永戈
彭世能、张鹏、邓思柱
、陈云、

四川赛区 四川农业大学 45223 土豆收获机 陈霖、
唐源苑、黄双、吴婷、
李罗航、

四川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NinthDesign
室内真人游戏体验服饰
道具设计

曹阳、 景银、张琪

四川赛区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
学院

匠志凌云 矢量涡喷发动机 李航、涂洪妍
冯杰、黄东、杨锐、程
威迪、

四川赛区 四川轻化工大学 陆地小旋风 三维高精铣磨加工平台 徐刚、
吴书凡、李骛、代尧兰
、刘天成、

四川赛区 西华大学 EP2.3
全自动菠萝去皮机进阶
版2.0

董霖、
杨超富、郭伟、袁倩、
刘清、韩思源

四川赛区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未来可来 全地形救援机器人 刘勇、伍倪燕
黄伟宸、文杏宇、林泉
冰、朱云风、汪洋

四川赛区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快乐沙雕 擎天救援车 刘勇、代艳霞
吴垠村、穆俊雄、沈熠
环、罗洁、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成理之春 欠驱动柔性机械手 杨健、
陈华东、金文中、梅浩
、刘艳玲、鲁海彬

四川赛区 西南交通大学 知行团队
面向隔离和传染环境的
智能护理服务机器人

陈远久、 张骁哲、徐子鉴

四川赛区
西南石油大学南充
校区

LL1队 轮腿式植树机器人 李波、
罗浩伦、李渊博、祝烽
云、黄小珂、刘波

四川赛区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贷设计师 陆空两用勘察机 王一舒、
龚毅、王晨曦、唐源江
、王凌峰、

四川赛区 西南科技大学 M77 M77 张立红、 罗俊杰、胡新龙

四川赛区 成都工业学院 强强联手 亮度可调的蜀绣床头灯 刘源、 谢莎、刘薇、尹坤鹏

四川赛区 西南交通大学
红鼻子大鼹鼠
队

俭i-智能餐盘设计 李芳宇、 杨雪纯、张耀

四川赛区 四川农业大学 创意小先锋
基于脉动压技术的腌制
装置

代建武、
周健康、王金杰、张世
林、冯振、杜珂

四川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EEE1 机场共享电动车设计 邓霞、
何俊龙、夏媛媛、李佳
祥

四川赛区 西南石油大学
DredgingMaste
r

管道清淤机器人 龙樟、
龙泉宇、王韵雅、王苗
、张洋瑞、杨安俊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汪汪汪汪汪队 关节轴承加工研磨装置 董建明、胡波
黄俊杰、温贤彬、罗仁
杰、周俊丞、徐维威

四川赛区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用电调点烟
高原高寒高效能垂直起
降型双旋翼无人机

王建平、吴银奎
曾堃埔、雷旭阳、周洪
江、唐佳、

四川赛区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清柏 电动修车板 蒋冬清、李小平
王凌峰、吴亚东、刘欢
、姜小龙、任成旭

四川赛区 成都工业学院 三分天下 地震救援机器人 万鲤菠、
刘金瑞、陈思冰、郑茜
玲



四川赛区 西南石油大学 地球保卫者
车载集成机电一体化含
油污泥分离净化处理装
置

苟如意、
张英豪、朱梓旭、刘瑞
颖、范雅晴、张旭童

四川赛区 西南石油大学 锐创设计 凹坑换热管成型装备 张旭伟、
刘志宇、严雯、童媛媛
、庞茜月、

四川赛区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bath BATH洗澡机 王博知、秦琴
王玙豪、钱泽、张辰婷
、胡义平、吴双江

天津赛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匠心筑梦队
智能工业饮料灌装流水
线设计

李猛、
董国庆、潘越丰、王俊
超、武丽娜、梁广宇

天津赛区 天津工业大学 不存在队
应用于碳纤维预制体的
针刺机器人最终版

董九志、
楼子康、刘浩源、伍学
刚

天津赛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医疗喵喵屋
体外膜肺氧合系统化创
新设计

霍昕、尹维 卓思行、孙若昀

天津赛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未来限定 山地应急抢险救援车 霍昕、
王淞、徐子轩、施清智
、高源桐、

天津赛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科技创新1队 全地形多功能救援车 耿杰、岳欢欢
李东灏、王楚涛、王燚
楠、颜光生、谢连新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田野法拉利
新型机械与气吸结合式
侧充穴播器

胡斌、罗昕
毛自斌、李儒瑾、徐洛
川、王健、李一坤

新疆赛区 新疆理工学院 臂力展神通
新型多功能太空辅助作
业系统

祁正栋、刘泽锋
黄睿、陈庆楠、杨喜龙
、石帅辉、马梦瑶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命运之子
双向断开螺旋输送筛筒
式葫芦瓜取籽机

胡斌、郭孟宇
杨利、袁成林、汪昕昕
、彭俊强、段龙

新疆赛区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
学院

库3.0 手推式刷树机 李凡、 陈红旭、刘旭、王硕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梦创之星1队 肉苁蓉采收机 马佳乐、张永成
徐长笋、乔金帅、高毅
博、王鑫渴、李佳乐

新疆赛区 新疆理工学院 鹰小队 全国3D大赛麦冬收获机 王磊元、秦翠兰
吴强、陈宇路、蒋涛、
孙靖、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梦创之星二队 青核桃集条收获一体机 张永成、马佳乐
李占彪、丛燏阳、芮以
琳、汤朝伟、兰文庆

新疆赛区 石河子大学 百事顺队 果园枝条捡拾粉碎机 丁龙朋、李竟刚
徐健康、张嘉琛、官浩
、蔡志远、张江龙

新疆赛区 塔里木大学
胡杨建模小分
队

戈壁滩砾石收集土地治
理机

范修文、
段跃超、杨维康、孙嘉
丽、魏亮亮、刘文博

新疆赛区 新疆工程学院 锦衣卫一旗 车轮快速拆装装置 佟灵茹、
张广元、刘茵男、张照
龙、杨惠国、贺宇

新疆赛区 新疆理工学院 蓝莲花
侧悬挂拔取式胡萝卜收
获机

李学志、艾力·
如苏力

舒云隆、姚乐、吴俊武
、温丰源、王卓凡

新疆赛区 新疆农业大学 蛟龙 TPX胶管剥皮机 邢春晓、 刘杰、齐亚聪

云南赛区 昆明学院 九月天 自动盖章机 沈明秀、孙艳萍
陈永勇、陈敦科、李涛
、蒋萍、

云南赛区 云南工商学院 风之行
小型餐厨废弃物分散处
理装备

潘明波、李吉成 黄彪、王恩、朱礼发

云南赛区 昆明理工大学 K-Tech 牵引式三七自动采摘机 刘泓滨、
韩珙、赵雄、蔡楠、段
光碧、蒋天意

云南赛区 昆明理工大学 飞飞-华清队
黄磷炉气净化技术及装
备——解行业百年之痛

李军燕、瞿广飞
刘亮亮、吴丰辉、杨灿
、陈帮金、任远川

云南赛区 云南工商学院 O泡果奶 植物段粉碎挤压颗粒机 李吉成、孙坤鹏
尹志明、杨金盆、赵文
涛

云南赛区 昆明理工大学
飞飞特战队-
NO9

工业烟气中硫硝尘氟一
体化净化装置

瞿广飞、 李志顺成、季炜

云南赛区 云南工商学院 隆奇星 多功能螺丝枪 李吉成、孙坤鹏 朱礼发、黄彪、王恩

云南赛区 昆明学院
啵唧啵唧小分
队

电动爬楼助力车 沈明秀、孙艳萍
董重庆、李晓蝶、芮雪
、杨金桃、



云南赛区 昆明理工大学 奇迹缔造者
PipeDefenders——管
道机器

刘泓滨、 张浩鲲、邓玉龙

浙江赛区 宁波第二技师学院 烟雨 肘杆式数控转塔冲床 黄翔、
丁锦铭、李雪亮、李昊
臻、叶子焜、郭嘉豪

浙江赛区 湖州师范学院 工院新青年 智能健康腌制机 徐云杰、 童叙豪、徐佳乾、傅可

浙江赛区 宁波第二技师学院 数独 双头数控分度钻床 黄翔、张忠林
叶君辉、马彰尉、吴虞
炜、林熙乐、应敏超

浙江赛区 台州学院 所向无前队 山地智能救援车 毕成、王鸿云
卢昊文、王泽恒、刘先
富、徐昆、余峻腾

浙江赛区 浙江农林大学 开心锅国果过
全自动开心果加工流水
线

钱孟波、
叶琪慧、李福齐、黄健
、马博慧、虞浪

浙江赛区 台州学院 TZ3队
全地形柑橘自动采摘与
智能分类装备

方淳、秦利明
徐乾春、李晓轩、丁子
晗、谢超龙、

浙江赛区 浙江农林大学
乘风采茶破浪
摸鱼

丘陵地区（智慧茶园） 钱孟波、
景嘉宾、袁越、李琴欣
、张妍丹、陈镇男

浙江赛区 湖州师范学院 菰城科研队
林下废弃物一体化回收
装备

徐云杰、胡晓军
张琰、周志辉、沈俞、
胡飞、徐文艺

浙江赛区 台州学院 3D工蚁队 老年人家用安全攀高椅 吉梗、裘钧
贾月楚、陈瑞国、白焕
鑫、孟鹏云、严子心

浙江赛区 浙江理工大学 高天之歌队
基于慧鱼零件的全自动
红酒侍酒机

杨金林、
严昊、李静思、陈晨、
马云飞、余心怡

浙江赛区 衢州学院 风里雨里等你
基于风能利用的提水灌
溉装置

张玉良、
戚森达、胡紫嫣、许博
杰、王峰、蒋施诗

浙江赛区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凝台科技团队
盒体杯体注塑工艺集成
一体化生产线

娄莘浩、陶依贝
叶梓恒、邱俊豪、叶雅
各、单子珈、

浙江赛区 宁波工程学院 光伏板小精灵 光伏板小精灵 汪金芝、孙慧平
曾泽斌、王林、王彦凯
、高敬业、顾泓浩



浙江赛区 温州大学 螺丝钉六队
高性能滑动电接触实验
机

郭凤仪、赵升
王小康、尹纯结、王图
南、冯伟平、

浙江赛区 台州学院 again
全自助智能轮毂螺栓压
拧机

方淳、李军
杨夏洁、陈晓清、袁美
玲

浙江赛区 浙江农林大学 熬夜赶项目 多功能移动助行护理桌 陈国东、王军
刘广润、杨怡倩、陈漪
静、陈玉珠、

浙江赛区 台州学院椒江校区 3D竞赛小团队 多工位加工机床 林朝斌、张莉
胡佳豪、张政武、冯柯
良、高雅、

浙江赛区 宁波第二技师学院 白鸽
单轴旋翼可变气流无人
机设计

黄翔、
鲍尔豪、彭坤、池毅、
蔡茂青、慎洁恒

浙江赛区 嘉兴南湖学院
nevergiveuppp
p

齿轮传动创意模型--木
牛流马

许锦泓、
李唐旭、项炜、陈嘉乐
、陈德爽、

浙江赛区 浙江理工大学
爱的魔力钻圈
圈

爱的魔力钻圈圈 吴新丽、
黄宁、蔡超豪、杨锦芳
、陈鹏鹏、徐易维

浙江赛区 温州理工学院 酷琦 WRU水域救援无人机 陈怡洲、刘宏升
吴珂琦、周士崴、刘珂
伶、倪玄宇、

浙江赛区 宁波工程学院
TeenageMutant
NinjaTurtles

TeenageMutantNinjaT
urtles

程鸿、尚伟燕 王振先、蒋京峰、王悦

浙江赛区 温州理工学院 拿捏了 FTCO智能无人送餐车 陈怡洲、刘宏升
王钰杰、倪玄宇、周士
崴、柴佳俊、施湘浥

重庆赛区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通达天下队 自动轮胎拆装装置 王帅、
王德奎、李保君、黄东
华、袁元、李汶丽

浙江赛区 浙江农林大学
以梦为马小分
队

分离式助行一体老年人
坐便椅

陈国东、
李恩来、邹青乐、陈哲
琨

重庆赛区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众一队 智能榴莲采摘车 王帅、
冯光阳、袁元、徐银松
、蒋文华、何梦渝

重庆赛区 重庆科技学院
刻苦钻“岩”
队

硬岩定向穿越集束式潜
孔控向钻进节能系统

董超群、郭正伟
王圣林、邓银江、赵佳
乐、王灶红、薛令



重庆赛区 重庆理工大学 众邦团队
新能源汽车减震塔真空
压铸及数值仿真

周志明、刘成龙
桑卓越、李沛恒、胡玉
露、王政、戴炬罕

重庆赛区 长江师范学院 冬之梅香 瓶盖制作模具 易鹏、郭小炜
陆云翔、吕游、丁建波
、王天鹅、陈懋雪

重庆赛区 长江师范学院 臻厉害小队 蚂蚁特工 张建雄、
钟伟、何文杰、李丹、
彭垚、

重庆赛区 重庆三峡学院 7D4零零
基于直线电机线控制动
系统的电动运输车

龚小祥、 卢志航、肖飞

重庆赛区 重庆科技学院 速进队
复合冲击破岩钻井提速
装备

郭正伟、董超群
邓银江、王圣林、王灶
红、胡兴新、王洪蕾

重庆赛区 重庆理工大学 我爱开飞车
一种刚度完全解耦的双
阻尼悬挂系统

胡博、
陈嘉晖、冯招松、江磊
、郑宇、

重庆赛区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温风数形
辅助上梯及站立智能轮
椅

刘竞一、 许伟、门依林、王培晓

重庆赛区 长江师范学院 三元 多地形搜救仿真蜘蛛 宋永石、 王旗、王晓春、杨芳怡

参赛赛区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安徽赛区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郎溪风光好
重拾记忆·界首市西城
裕民路545号场地景观
改造

张慧、 饶安、张傲冉、刘思佳

安徽赛区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周嘉榕小队 社区党群活动室设计 郭小文、
汪嘉妮、蔡榕榕、周徐
颖

安徽赛区 皖西学院 山水之间 山水之间 谢轩、 汪庆、邓子明、董景刚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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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赛区 安徽大学 干饭队 融盒box 孙超、
余博、张飞雨、邵希辰
、颜志坤、袁清然

安徽赛区 安徽工业大学 五色罗华
栖留——五色罗华园林
式酒店景观改造设计

张敏、 谭燕、李自豪、明巾英

安徽赛区 安徽工业大学
“场所精神”
景观设计队

基于“场所精神”的校
园景观改造设计

张敏、
陈聪、陈霖、翟长运、
季思捷、梁子强

安徽赛区 阜阳师范大学 四不会 碧潭明月水中天 江进德、白如山
张玉可、周慧箐、张雨
晴、姜泽莲、

安徽赛区 安徽大学 六月初
“树”香文苑——纸·
墨研学馆

李纤纤、 袁帅、杨章琳

北京赛区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CX330星球 ISOLATEDISLANDS 李蔚、 李汇、林俊丹

福建赛区 闽江学院 Mamamia
归——创新养老空间设
计

林晨霞、
吴琰泓、韩孟珂、陈佳
铭、欧格、

福建赛区 泉州师范学院 臭鱼烂虾 《光驱》系列 童俊炜、
何翔、张浩桐、康鈺泽
、张凯彬、徐佳璐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红柳建设队 图书馆BIM设计 朱宗孝、戴宝林
强梓轩、张帆、衡耀杰
、党润兆、李文哲

甘肃赛区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凌云升 草坪绿植机器人 杨成浩、
牛宏坤、宋红军、周天
龙、段新红、黄艳蕊

广东赛区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韶关土著小队
花开甑峝绿膳人家---
-甑峝村美丽乡村规划

伦可欣、刘博洋
罗柳恩、张颖洁、邓心
婷、卢家希、卢丹蓉

广东赛区 广州软件学院 灵感小队 ”一支可乐的诞生“ 朱奕敏、 柯泽宇、翁嘉轩

广西赛区 桂林理工大学 风雨跃 竹篱馆 蒋敏哲、
王正午、黄梓玲、潘锦
涛、李俊文、

广西赛区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匠·伈 域·心 刘芳远、梁海涛 陈仪棠、凌远阳



广西赛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松果糖豆队 现代艺术馆 陈艺文、陈文武
蓝立耿、方智辰、刘炫
辰、陈浩、

广西赛区 桂林旅游学院 铁树开花队 山水·花间 胡露瑶、 钟春妮、李秀群

广西赛区 南宁学院 这是个名称 日式的味 袁国凯、玉荣
黎香、粟海明、吴金友
、何小婷、唐萍

广西赛区 桂林理工大学
Mario兄弟打库
巴

秘境花园——基于多维
感官反哺下的花园图景
营绘

蒋敏哲、黄莹
杨璇、卢天佑、任越、
吴正航、

广西赛区 南宁学院 炸鸡腿 邻里- 袁国凯、王灵
卢春情、黄宇霞、阮雪
梅、林东、潘盛彪

广西赛区 百色学院 一线战场
锦•绣——布依族文化
民宿空间设计

黄红豆、 唐江贤、刘成勇

广西赛区
百色学院美术与设
计学院

轨迹
轨迹---石围塘火车站
景观改造艺术区设计

张静、
龙宏誉、梁正添、刘金
强

广西赛区 桂林理工大学 风雨桥队
侗族民俗文化活态展示
博物馆

蔡华、许莹莹
王文馨、蒋晓宇、何成
、林耿浩、

广西赛区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

黄李杨 春江明月 黄纬维、龚宏博
黄慧慧、杨晓春、李德
育

广西赛区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致知队
创教一体—学校实训中
心空间设计

赵宾杰、谢艳华
黄鸿锋、何大发、黄冬
倩、曹雪妍、

广西赛区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大工程小分队 LIVINGROOM 叶影玲、 梁智勇、农飞洋、郑健

广西赛区 百色学院 橘肥 GK幼儿园 韦晓丹、
何俊彦、廖荣玲、陆小
妹

贵州赛区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环设四朵花 望穿秋水 赵应勇、王士华
李金芬、吕菊、吴娅梅
、邓慧敏、

贵州赛区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木林森 启傲装饰 赵应勇、王士华 杜启航、陈瑜、齐元坤



河北赛区 燕山大学 履行者
抓钩辅助式多功能智能
爬楼机器人

赵延治、
杨颖、轩诗语、殷玉涵
、潘磊、赵鲸凯

河北赛区 燕山大学 月半峨眉 月半峨眉-川菜馆 栗功、盖鸿章 徐桂芹、孙梦阳

河北赛区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CRC 一种新型智慧轮椅 张敬芳、李文涛
李世博、沈鹏博、吴佳
俊、王金帅、赵婧妍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五四小队
一桶清新——家庭智能
分类垃圾桶

王立新、
李冉华、马泽宇、张宝
进、王楠、赵家俊

河北赛区 华北理工大学 环境小卫士
丘陵地带绿色立体农业
结构系统设计模型

李兴、
雷悦、乔爽、郎晓宇、
陈子波、韩俊已

河北赛区 燕山大学 智慧工作室
“引阳入室”—定向调
光+潜望镜导光式阳光
导入器

郭锐、
朱豪杰、江磊、张晗、
施赵杰、王雨豪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科大BIM社
团队

河北科技大学新图书馆 张学辉、
杨同震、孙世纪、张远
帆、唐孜博、冯鹏辉

河北赛区 唐山学院 yuanill
工业遗址绿地景观规划
设计

陈强、 邓嘉昆、闫天亦

河北赛区 燕山大学 丸子和泡芙
“X-gardon”他与她
与它

巴玥、 张乐颖、刘欣雨

河南赛区 中原工学院 遗浚余风
遗浚余风——雅玉轩餐
饮空间设计

孙中华、
王晨阳、宋俊豪、付路
瑶

河南赛区 中原工学院 小小子墨 雅新公共空间设计 魏薇、 王宁馨、李晨舒

河南赛区 中原工学院 全民运动 宣化少林文化运动广场 李中亚、 李艺、付路瑶

河南赛区 中原工学院 龙腾万里 未来“智”家门窗 崔江红、
李晨光、王旭龙、蒋帅
、王督、郭梦远

河南赛区 黄河科技学院
大学生科研促
进协会-勇敢牛
牛队

仁爱小学 王昂、李荫
郑樟荣、王述豪、陈柏
含、黄文杰、



河南赛区 中原工学院 凌云壮志 秒速STC 李强、崔江红
王旭龙、王亚宁、张宇
轩、李晨光、王世杰

河南赛区 洛阳理工学院 新青年人 洛阳-定鼎门 郭俊恩、
罗奇超、王晓伟、易灏
、贺帅杰、陈康宁

黑龙江赛区 大庆师范学院 TSE 简木猫咖 陆津、
单文龙、郭航宇、张丹
、武子欣、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一款能自动分类及远程
存取的智能衣柜

李益群、
崔书豪、王志、迟秀雯
、国瀚文、唐昊翔

湖北赛区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raindrops 唐韵雅居 余洋、
高梦雪、郑洁、刘英杰
、苏佩、

湖北赛区 武汉工程大学
梦里都在做设
计

凉州牧马，叠石绿洲 徐伟、段丁
沈雄、汤宇霆、唐意贤
、梁诗佳、

湖北赛区 武汉商学院 嘟嘟嘟嘟嘟
基于智能识别的垃圾分
类系统

江飞、
邓博文、黄徽、郭骁轶
、施天娇、徐杰

湖北赛区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家有一老 城市双修 田从祥、刘磊 肖雪莉、王阳

湖北赛区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尺度科技团队 滨海艺术中心 王贺贺、陈浩
王雪貂、朱紫依、金子
越、高欢、张磬瑶

湖南赛区 长沙理工大学
数字技术与乡
村振兴长沙队

重山旅舍 王宇霖、易宇
方修齐、陈泽楠、周智
源、罗涛、

湖南赛区 长沙理工大学 着急恰饭队 临溪·小筑 欧阳国辉、王轶
孙福鑫、肖文秀、王强
、范微崎、吴旭安

湖南赛区 长沙理工大学 hh 建筑系馆设计 朱哲、 霍欣雅、曾洗石

吉林赛区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YZM 紫塞明珠和合承德 周金梅、杨波
杨春婷、昝豪情、麻冰
儿

吉林赛区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没有世俗的欲
望

筑梦展翼体育馆 孙恒、徐慧敏
马鑫茹、芦俊成、许泽
枫、张思媛、李翔



吉林赛区 吉林化工学院 设计一分队
智慧出行—便民公交车
站设计

黄南南、 吴志峰、梁旭阳

吉林赛区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大哥说的都对
队

幸得三味-沈阳市鲁迅
文化公园景观设计

周金梅、杨波
周嘉蕙、郝宇欣、高琼
、朱志仲、

吉林赛区 长春工程学院 聚优 滑雪小镇 董峻岩、
张龙哲、樊佳慧、张小
芳、邢钧溥、

吉林赛区 长春光华学院 稳住别浪 海豚湾度假酒店 任宇、宋培娟
宋泽越、徐佩财、孙溢
晗、蒋牧霖、林茂峰

吉林赛区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
学院

使命必达 多功能展示柜 赵金玲、
邓俊、张朔宁、彭悦、
丛静、张雨婷

吉林赛区 东北电力大学 极至队 川味餐厅室内设计 彭鸿坤、
柏文静、王诗璇、杜明
哲、朱梓菁、

江苏赛区 南京工业大学 JDD 四季森林 张安华、 蒋樾丹、周韦玮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设计云
醉南亚-万达广场东南
亚风格火锅店室内设计

王燕、项丹 石帅、葛慧敏

江苏赛区 常州大学 16walls 西太湖大学生活动中心 左瑞娟、罗璇 陈笑、钱程、欧阳华盛

江苏赛区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润城 无静未简 陈烨、陈曦
宋雅楠、卞吉新、张国
顺

江苏赛区 常熟理工学院 苏市巷语
苏市巷语——苏州历史
文化街区景观设计

马建梅、
姚凯祺、宋健博、吕可
靖

江苏赛区 南京工业大学 新生队 南来北往·金陵客厅 张安华、吴捷
薛顺顺、马笑天、尤昕
怡、谢濮鸿、张锦泉

江苏赛区 淮阴师范学院 貔貅组 默读艺术空间 林磊、何鑫 陈越、郑瀚、王亚东

江苏赛区 常州大学 送你朵小红花
焦溪古镇社区文化服务
中心

刘苏文、徐超
陈家启、蒋璐娜、靳澄
浩、李立文、熊明强



江苏赛区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肥茶 寂静之灵 徐颖、陈曦 刘洋松、陈雨诺、全心

江苏赛区 常州大学 1213864265 乐在“棋”中 黄蒙娜、
姜书琪、程雯雯、赵文
杰、杨正东、陈拓

江苏赛区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一棵是枣树
汉文锦古建文化园景观
空间设计

闫秋羽、郝冬冬
郭安琦、张言、仲晨菲
、张亚如、张胜男

江苏赛区 常熟理工学院 三缺三 城市拼贴 马建梅、
任文涛、赖金梅、孙文
欣

江苏赛区 常州工学院 绿枝竹
常州高铁生态公园滨水
景观设计

王新军、
李鋆涵、杨佳怡、卫钰
、薛灿、赵佳敏

江苏赛区 南京工业大学 四季流转 四季流转 张安华、 马笑天、计妍

江苏赛区 徐州工程学院 腾飞万里祥云
BIM在施工阶段的应用
——以徐州工程学院东
校区国际交流中心为例

高翔、毕晓茜
周泽超、潘家辉、诸葛
泽衍、张菁菁、孙光远

江西赛区 江西理工大学
不忘初心如影
随形

郑州金沙湖高尔夫官邸
南区—豪宅设计

刘玉宝、
宋志远、邓雨欣、林诗
琪、何诗怡、王丽屏

江西赛区 九江学院 M.L.X.H.L 踏野归至忆乡故里 吴丹丹、
马浩腾、罗燕、徐振邦
、胡雅萍、李成

江西赛区 南昌交通学院 国家施工队 数字化博物馆 涂才广、
张海玲、厉治宇、姚亚
男、陈波、成荣泉

江西赛区 九江学院
筑住猪著诸对
吗

九江市文化博物馆 徐荫、 谢钟、陈波文

江西赛区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垂天 多功能集成电脑箱 廖彦华、周晖 张季、赵彤、赵超

辽宁赛区 沈阳工学院 A-team. 自动叠衣机 邹永、马强
冯千里、崔建涛、刘永
丰、吴松林、徐兆佳

辽宁赛区 沈阳建筑大学 北渚 渚建筑 张玉琢、刁宁
曹轩瑀、苗云龙、华梓
成



辽宁赛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竹馨山舍
竹馨山舍民宿建筑及景
观改造设计

潘剑、
刘东杰、陈乐、张镇选
、温云龙、

辽宁赛区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快乐柔道队 艺·半山 李玉萍、魏玉娟
王依林、曲天直、吕富
文、杨思琦、杨雪琦

辽宁赛区 沈阳工学院 挑战者1队 万象·新生 黎铠鸣、安琳莉
秦境勃、林雨情、张雅
杰、王敏晰、

辽宁赛区 沈阳大学 沈大筑梦队 日式室内设计 徐姝、
沈任远、朱员辰、戚俊
熙

辽宁赛区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兄弟盟 墨韵堂 李玉萍、翟永宏
赵维鑫、高鹏飞、张起
航、金雨生、何飞

辽宁赛区 大连交通大学 比奇堡海滩 旅铁拾忆 隋晓莹、胡俊 谢冰、孙佳琪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视频检测技术的路
口执勤机器人

姬晓飞、
袁玮含、牟泉润、葛忠
升、孙正康、

辽宁赛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皇家vip
赫哲族民宿村落改造规
划设计

王辉、潘剑
刘泽琦、翟煜奇、周东
阳、魏希寰、

辽宁赛区 沈阳工学院 奋斗冲冲冲 辅助起居助老站立床 邹永、马强
王东、唐立中、于亚楠
、张震、杨康宁

辽宁赛区 沈阳城市学院
普利兹克预备
队

第二道彩虹 罗奕、丛宁 袁然、金耀光

山东赛区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聊城大学东昌
学院美术设计
系申老师组12
队

张家口市周里沟村“只
有你知道”山顶民宿设
计

申东利、 雷敏敏、刘运达、张霞

山东赛区 山东华宇工学院 欢乐设计队 运河庭院 张海燕、
聂欢欢、李天、夏芸培
、赵雯雯、董艺荣

山东赛区 聊城大学 一起干饭吗 云上花开儿童乐园 于守超、赵红霞
刘美辰、孟涵、方彤、
付裕、戴晓健

山东赛区 菏泽学院
3DBoxer畅享空
间

月伴林溪—社区服务中
心

汤洪震、周铭
房飞飞、李文涵、孙泽
原、李法俊、殷晓



山东赛区 鲁东大学
应是天仙狂
醉，乱把白云
揉碎

应是天仙狂醉 赵宏霞、杜明倩 王宣淇、倪霖、李瑞琛

山东赛区 山东工商学院 师徒四人行 艺术馆室内外设计 崔金荣、
葛加乐、张书洋、黄志
林

山东赛区 青岛黄海学院 浣花小筑 天河水韵 衣淑丽、胡凤菊
孙程琨、张智超、崔梦
晓、毛书剑、刘恒达

山东赛区 聊城大学 Courageous 时光沙漏 张晓宇、董慧
陆易杨来、任旭、唐雨
、贾睿智、胡臣业

山东赛区 滨州学院 "模"力计划
七彩阳光欢乐谷主题公
园

李强、
刘昕昊、房晓旭、程艳
、杨慧达、

山东赛区 青岛黄海学院 完美校园打卡 流苏海城 吴霞、胡凤菊
卢彬、潘家豪、付榕、
金煜博、张睿娇

山东赛区 聊城大学 厚-颜 净沙湿地公园 于守超、翟付顺
张雪梅、龙伟祥、窦婷
婷、王艳菲、

山东赛区 山东科技大学 同路人TLR
交融——后疫情人类生
活建筑形式探讨

都浩、
荣浩宇、凌晨昕、唐嘉
云

山东赛区 山东交通学院 山交工程机械
汇居科技-新家居、新
助老、新领航

于海洋、张东升 孙一凡、吴永南、蒋涛

山东赛区 聊城大学 图纸都画完 TOEAT 李希峰、张晓宇
熊雯昕、李源青、刘星
雨、王雪丽、高宇

山东赛区 曲阜师范大学 旺仔牛奶好喝 DecTech 刘智斌、
王晓珑、王亦可、武骏
豪、刘文静、李佳津

山东赛区 鲁东大学 UVcode code剧院 赵宏霞、王伟 万宝涛、王莹

山东赛区 山东理工大学 周末艺术家
“良栖光舍”跃层式公
寓家装设计

孙娜、柳兆军
伊彤彤、胡志琳、李静
、孙倩、郭佩茹

山东赛区 滨州学院 匠工 “共生” 郭灵灵、 张宗陆、王琪、方莹



山东赛区 青岛黄海学院 NICE对不队
“初·诞壳”--儿童主
题展示体验馆设计

王雅茹、 于海英、邓畅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LCteam 新型社区幼儿园设计 葛琪、 罗瑾萱、陈镜羽

山西赛区 太原学院 艺•空 净化眼球 吴晓燕、 王跃鸿、杨博圆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425团队 折线的拆合与拼接 王亮亮、
王百君、叶奕晨、陈庆
宾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解忧box队 压力释放解忧BOX 王亮亮、
何喜、苏婷、陈彦祺、
韩柯、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云鼎之奕 秦岭森林观察站 王亮亮、
叶成攀、郝婧含、周珂
萌、吴天祥、施雨辰

陕西赛区 西安理工大学 绿色”疫“院 绿色“疫”建 赵钦、
洪嘉伟、马召熙、赵杨
阳、王媞霖、肖阳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3D学习小组 中国古典建筑 綦玥、李峰
郭欣彤、蒋鑫瑶、李锦
辉、王光明、白贝

上海赛区 华东理工大学 花梨机动
多功能厨房管家——让
美味更简单

刘晶、 丁张杰、陆学伟、陈民

四川赛区 乐山师范学院
能力真的有限
队

鱼与驴中式餐厅 田伟、
陆思思、毕家铭、周晨
曦

四川赛区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DumbDumbBomb 香茗居 王建平、
袁洪林、龚朝阳、许真
、金心月、吴思黄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五只设计狮 水上涟漪城市景观设计 滕星、李兰婷
李佳蔚、梁思雅、杨智
钦、刘佳音、廖辉悦

四川赛区 西华大学
筑梦扬帆起航
队

某高校附属中学项目工
程基于BIM的施工管理
应用

文希、卢永琴
谭一鸣、龚秋权、付开
欣、刘曦璟、牟建军

四川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我爱设计冲冲
冲

明田翎坊 文志远、 胡慧玲、陈明



四川赛区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十二月的奇迹 流云之上 雷燕平、李吉
范鸿宇、金心月、龚朝
阳、谯蓉、

四川赛区 阿坝师范学院 我真棒 阆缘风里 万祥虎、 曾梦雪、易苑

四川赛区 乐山师范学院 回首 鲸落--装置艺术 毕钰、 邹丽娇、张洁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素心
溯游园——多功能休闲
公园设计

滕星、李勇
苏家豪、张晓伟、李言
蹊

四川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没文化的牛在
璐上

觉醒年代 文志远、 牛祉婧、闫璐、沈星辰

四川赛区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几何山水景观
设计

几何山水 黄友慧、张淑芬 黄婉婷、郭涛、冯智甄

四川赛区 成都大学 五个包工头
基于生活服务中心的
bim全专业优化分析

袁翱、孙雯祥
张鑫、陶垠桥、马尔牛
、王毅、黄子豪

四川赛区 成都师范学院
成都师范学院
一队

基于BIM的正向设计—
—仿鲁班锁建筑设计

杨云、
王荣兴、罗浩、周序飞
、熊琬欣、

四川赛区 西南石油大学
平平无奇一带
四

慧眼识“金”-商场智
能分类垃圾桶

黄建明、
周昱江、王睿臻、瞿沁
颖、李旭、杨阳

四川赛区 成都大学 鹤鸣工作室 行政保障中心 杨何、袁翱
彭浩磊、罗嘉兴、李杰
、张美琦、张睿祺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Dryad 森之息城市公园设计 滕星、李勇 潘泽宁、邓鹏飞

四川赛区 阿坝师范学院 岁月沉香 归蜀园 万祥虎、
廖城、李玲玲、刘成谊
、岳佳丽、

四川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建院美少女
穿林远径——基于川西
林盘恢复的水上餐厅

唐尧、
蒋一帆、刘姝彤、唐梓
榕、张雨心、徐楚

四川赛区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小可爱大战哥
斯拉

初·心 牟泳宇、杨琪芮
谢宇枫、范鸿宇、金心
月、龚朝阳、



四川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川师黑蚂蚁 成都·石经庵 赖昱宏、
谭与新、赵冰儒、田正
丽、张源、

四川赛区 西南科技大学 毕业快乐队
白玉村康养旅游度假基
地设计

梁珍珍、 李澜、廖杨、宋劲海

四川赛区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

榴莲味雪糕 BACKTINATURE 杨洋、王健 陈旺、王国力、傅涵瑞

四川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这次也要拿奖
哟

《竹憩》——数字人居
设计：美丽乡村

唐尧、
邓媛雪、毛亚、黄中龙
、苏丽艳、

天津赛区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

陌客 陌客moke 李燕、
罗凡、梁茜、郝振华、
郄路平、

云南赛区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
学院

拓梦团队 半山居 土巨鸿、钏文凭
谭园鑫、伙安忠、胡洪
、王胡雷、

浙江赛区 宁波工程学院 不秃头大队 隐形伴侣 童若兰、马力
蔡弘吉、杨双宁、何启
航、范颖、

浙江赛区 嘉兴学院 勇敢小牛 乐“+” 王春娟、 叶悦、金亚婷、陈龙龙

浙江赛区 宁波工程学院 Prophet 白鹭惊滩 韩建华、
俞杲天、朱译彤、张勤
怡

重庆赛区 长江师范学院 合租 环星天纪 王钢、 韦蔚富、林作剑、张传

重庆赛区 长江师范学院 深夜烤鸭队 《云瑶水赋》 王钢、
何鑫泉、杨沇潼、宋潮
行

参赛赛区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安徽赛区 皖西学院 你把握不住队 承德避暑山庄如意州 谢轩、 孙文豪、杨雨欣、朱玥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
开放自主命题-数字文化设计大赛入围年度总决赛名单



安徽赛区 安徽工业大学 CG之光
3D漫游动画・渡江战役
第一枪

佘醒、张煜鑫 胡艺轩、李梁

安徽赛区 安徽大学 未来·已来 《君临姑苏》 李纤纤、
胡冰冰、杨青豪、黄晶
晶、乔跃辉、夏晓然

北京赛区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珍珠山水智能种植减压
产品设计

高海涛、
胡雨琳、史昊冉、贺箫
彤

北京赛区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理学
院

天孙机杼传人间——织
布机

郑伟博、
崔莹、刘希、蔡瑶、傅
奕诚、刘丹

北京赛区 北京邮电大学 创造六零五 古希腊小怪物系列设计 张若宸、
高欣宇、黄家骏、郭星
辰、高铭鸿、蒋尔恺

福建赛区 三明学院 真的好好 抗疫-闯关 伍传敏、
陈杰、孔德水、林宇轩
、陈达鑫、任德祺

福建赛区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
学院

信技五宝
基于unity的语音识别
儿童拼音教育软件

林昌意、欧静
郑永熙、欧阳珊、谢璟
超、张振福、林晓惠

福建赛区 闽南理工学院 输了想你的夜 "像" 黄志彬、 季宇轩、张诗妮

广西赛区 广西科技大学 业倾 清宫茗韵茶具设计 农素玉、
覃文芳、赵汝华、林慧
湄、赖胜宇、

广西赛区 梧州学院 蹴鞠小将 华夏古韵沙场蹴艺 贺杰、许才顼
廖静洁、陈雪婷、杨钰
铃、周万龙、林明顺

河北赛区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南栀 中国大运河 齐传辉、李梦真
路健平、李康、刘梦颖
、李昊天、张成博

河北赛区 石家庄学院 土木大队 万圣节工厂 冯利华、
于泽、尤佳、张益铭、
张晓培、邸思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数字环绕声微
电影创作团队

数字5.1环绕声微电影
《猋》创作

居佳英、韩晗
牛海朝、刘晓政、李家
和、刘佳欣、刘秭含

河北赛区 唐山学院 白日畅想 OnTheRoad 杨莹、
任金龙、何金泽、刘瑞
杰、聂伟松、



河北赛区 唐山学院 奥利鱼 《阴霾》 王紫薇、田杨 王祎航、寇哲、毛鸿飞

河南赛区 洛阳理工学院 青春ABC 自动化无人码头 赵利国、于素萍 谷延满、王裕厅

河南赛区 许昌学院 太阳总冠军 中原农耕虚拟展示系统 路凯、
郭浩锐、曹金发、刘若
军

河南赛区 河南城建学院 心流 折纸动画-我的大学 张向娟、 李翔宇、祝世玺

河南赛区 新乡学院 永远的红光 南湖红船 张涛、
郑铭豪、肖帅磊、马中
英

河南赛区 安阳工学院 建模每一天
基于甲骨文文化元素“
安”为背景设计的家庭
饭盒

王涛、 孙慧君、邵天宇

河南赛区 河南城建学院 树莓队
基于
Node.js+Three.js的
仿真立体化博物馆

王斌斌、白粒沙 孔雪、崔露阳、顾浩然

河南赛区 新乡学院
发际线总是和
我作

航天文创——长征5-B
香薰加湿器

张涛、杜培儒
张义、肖帅磊、肖凯、
杨振盈、

河南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天霸动霸cua VR冬奥之梦 代军、
白轶华、刘一鸣、常宇
博、孟一凡、杨娇颖

河南赛区 黄淮学院 炫光第一小队 《夺烟大战》 从继成、 马蓉、张啸寒、刘海祥

黑龙江赛区 大庆师范学院 上扬的嘴角 《洛河水赋》 邹红、
刘东旭、薛喜千、柳琳
、李紫宸、李旭

湖北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虚拟东湖开发
团队

醉美东湖 韩旭、 霍珮伊、王祥、余画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Real touch 荆天楚凤 夏卫生、
曹嘉鸣、吴宇森、胡瑞
文、王天赐、陈鹏程

湖南赛区 湘潭大学 皮影小分队
《皮影戏的秘密》——
交互式立体书系统设计

傅燕翔、余祥杰
谢杰妮、周筱禹、宋思
璇



湖南赛区 湘潭大学 无花果 《粉刷匠》 胡中平、 肖哲、温灵月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弹跳碰撞 小球音盒 于立娟、
刘佳欣、周艺萍、赵怡
婷、王倩、王怡欣

吉林赛区 东北电力大学 青春飞翔 《悟》 邰昕然、
陈昱彤、程新惠、李亚
南、王盛尧、闫博

吉林赛区 东北电力大学
黑着眼眶熬着
夜二队

《寂途》 邰昕然、
刘孝林、齐柯、王一铭
、毛艺璇、赵鹏皓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青年先疯队 自然造物-阿兹海默症 史航、
荆文婷、邵烨楠、刘海
荣

江苏赛区 南京工业大学 人中之龙 兽世三国 吴捷、
史初宇、王旭、高四洋
、吕祝、熊丹宇

江苏赛区 常州大学 吃饺子不蘸醋 果与茶 陈辉、 沈江涛、应宇、张南洋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17媒体
“DogandBoy”三维动
画短片设计与制作

郭丹、赵小荣 尤福太、赵巧敏、杨欢

江西赛区 江西师范大学 青柏 蒸汽朋克·南昌 张璐璐、 李嘉晨、熊佳毅

江西赛区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第二世界 环游校园 陈磊涛、徐宇玲
王俊来、曾绍文、谭泽
城、徐柳平、余文清

江西赛区 华东交通大学 云中车 轨道车辆虚拟设计系统 肖乾、周生通
高雪山、黄敏、李卓航
、程玉琦、周前哲

江西赛区 江西财经大学 大漠 《迹/Solitude》 唐睿、
陈靖文、张锦全、徐世
婷

江西赛区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Toyworld 《Toyworld》 王润、沈丹
黎毅敏、童浩、孙贺文
、黄鑫宇、张欣雨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安部就队 湛蓝迷航 吕锋、 刘晨、杨帆



辽宁赛区 大连民族大学 AIDO1X队 小小考古家 杨玥、纪力文 邹芊芊、王新然

辽宁赛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Elric 《奇幻森林》 胡楠、
张海旺、宋雅萱、王茗
、王丹宁、

辽宁赛区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ZM战队 觅·瓷展览馆 鞠旻琛、 樊金月、吕丹、张馨月

辽宁赛区 大连海事大学 有龙则灵
箭穿七札--古代射箭
VR体验平台

王静漪、 杨姣姣、胡泽、杨泇莹

辽宁赛区 大连民族大学 风之彩小队
基于VR的民族饰品数字
博物馆设计

何加亮、 赵家玮、石佳卉

辽宁赛区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东软数艺22队 海底世界 李婷婷、 许强、高瀚斌

辽宁赛区 大连民族大学 AIDO3X 宝宝爱蔬菜 纪力文、杨玥 杨子慧、金凡迪

辽宁赛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勇往直前呀
《免费的午餐“光盘行
动”公益宣传片》

陈吉、葛文彬 赵新元、金澳

辽宁赛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一往无前呀
《催化裂化工艺中吸收
稳定系统虚拟教学平台
》

葛文彬、 金澳、严鑫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工业大学 荔枝冲冲冲
蒙古部落头饰形制的颈
枕设计

闫丽霞、徐明娜
孙莉、刘哲、宋鑫男、
黄亚宁、千明华

山东赛区 滨州学院 守正出奇2队 沂蒙情深 杨蜜、 徐凤矫、杨金凤

山东赛区 滨州学院 航天梦 星球探索 李天镐、 郑艳、陈丽君

山东赛区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
学院

可爱四宝 踏山河 董晨辉、李长鹏
纪敏、王竞竞、马瑞萍
、马昶业、

山东赛区 淄博职业学院 荒原星火 思念熊 崔强、 廖承月、冯甲壮



山东赛区 青岛黄海学院
黑虎阿福的创
客之旅

商务车产品动画演示 曹永莉、高超梦 孙梓淇、李晓萌

山东赛区 山东大学 iveo 节奏冰球 王春鹏、
杨清云、杜昌萌、张舒
南、董一鸣、陈怡翰

山东赛区 青岛黄海学院 Tsia 交通安全 高超梦、魏经界 刘玉彦、贺林洁、王妍

山东赛区 滨州学院 三人行， 简时光商业街区设计 李强、
党千凤、王彤雅、马新
宇、王才勇、

山东赛区 山东大学（威海） 兑兑怼对对队 冬梦之山 王春鹏、
刘思言、邹冠杰、陈芷
轩、王予晟、

山东赛区 潍坊理工学院 五法天女 奔赴全面小康 秦立兵、
张萌萌、袁怡真、刘超
冉、孙晓冉、孙云霞

山东赛区 聊城大学 壹贰叁团队 VR虚拟云展厅 徐冉、徐牧
孙明秀、路慧凝、朱国
晶

山东赛区 青岛大学 三三两两小队
“微小的世界”——vr
虚拟生物实验平台

邵磊、 李雨桐、方敬、谌红林

山西赛区 山西大同大学 黎明之光* 云岗的脉络 麻淑芳、
许亚丽、阴银凤、张敏
、杨文杰、段慧梅

山西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这个设计非常
队

兽面纹瓦当文创设计 姚静媛、
谢令瑶、张予馨、王宇
璇

山西赛区 中北大学 好家伙队 古物新美 孙连成、
籍子淇、范展诚、杨江
超

山西赛区 太原学院 般若世间 般若世间 李芳萍、王占君
罗迪娜、卫雅婷、翟晓
杰

陕西赛区 西藏民族大学 一方 爷爷的木偶戏 郭霖蓉、 颜芳、薛伊宸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共产主义接班
儿

阑栅-长安八景文创 张鹏、 马晨、王彦伶



山西赛区 山西大同大学 文杰地灵 追溯平城 麻淑芳、
杨文杰、张倩、冯紫龙
、许亚丽、姚璐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free 建大拾光笔记本 王亮亮、
周晶、魏远琪、王勇勇
、佟昆宏、

陕西赛区 西藏民族大学 瑞瑞婷 《当我成为您》 郭霖蓉、 张瑞琪、邓新婷

上海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军医大学

雷霆半月斩队 心灵岛屿 郑奋、
王皓珏、苏欣、孙玺钧
、肖宁、

四川赛区 西华大学
全国芭比少女
模型收藏协会

网师园时空云旅游 陈倩、 李竟语、吴悠、徐浩可

四川赛区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
学院

赛博朋克. 赛博朋克风原画设计 武燕、王苗苗
向炯、蔡美霖、程燕琳
、全磊、刘松铭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召召木木 魔法狗狗制造工厂 柳丽召、 李嘉怡、龙方

四川赛区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光影视界 梦回古镇 谢菁、樊福利
向洪毅、陈思融、李美
铃、冯金敏、蒲少华

四川赛区 西华大学 四十二 林木深境 黄襄念、
傅思程、曾毅、徐皓文
、蔡涛、

四川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大大大飞侠
基于AR技术中国古代体
育运动的传承与发展

张军、 赵思民、刘卜菠、王健

四川赛区 西南石油大学 user_l 光明的未来 胥林、周幂 周富霖、曾静、杨理程

四川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我觉得你说的
就是不队

当我走向天河 贺飞、 陈裕、栾璐杰

四川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狮子山队
川剧经典剧目舞台布景
仿真

何武、
郑欣茹、阳明珠、徐艾
琳、刘湘渼、

四川赛区 西南石油大学 一拖三 sweetdreamfactory 郝晓玲、周幂
王思捷、艾涵桢、陈仕
芸



四川赛区 成都理工大学 五哈 《蒹葭》 马腾、
陈金隆、符瑞、李亚菲
、刘星雨、黄玥

四川赛区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
学院

小母牛踩电线 《孤城》 刘渊、罗强
刘洋、宋利军、汪泽、
赵鱼米、何朋林

四川赛区 成都东软学院 菲涅尔系数 《沉默的守卫》 孙源、 陈康林、秦一博

天津赛区 天津大学 helpmeup 月下王府 赵晶、 汤瑞瑶、孙洋、葛金鹏

天津赛区 天津大学
滴答滴答滴答
滴答

《TheTarget》 张毣、
王天义、李燕飞、刘亚
君、王帅棋、卢佩琪

西藏赛区 西藏大学 南加 藏式八宝灯
索南尖措、尼玛
扎西

杨佗、汤运凯、张国能
、张浩洋、胡周倩

浙江赛区 浙大城市学院
保护发际线协
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王晓霞、
朱婕、沈晨琪、蒋雨琪
、吴心仪、虞雅至

浙江赛区 宁波财经学院 吟梦团队 FAVOUR 张磊、
章冰迪、黄钰淳、嵇余
詹

参赛赛区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福建赛区 集美大学 悟道 无畏飓风号多功能小车 周梅、
龚天伦、余劲帆、武迪
、邓尹、

广西赛区 广西科技大学 动感光波队
基于3D打印的后装治疗
施源器个性化设计及应
用

石光林、陈晨
陈嘉键、姚雪颖、高聪
、商搏世、刘文选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飞跃小队
垃圾分拣装置结构设计
与创新

闫华军、李巧丽
王润泽、刘世杰、王达
、吴涵、杨京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
行业/企业热点命题-“春蕾教育杯”3D打印&智能制造大赛入围年度总决赛名单



河南赛区 洛阳理工学院 络洛 海陆坦克 朱德荣、
朱景辉、王荟鑫、刘雨
晨、曹晶晶、

河南赛区 洛阳理工学院 小崔爱学习 仿生机器人 黄桂琴、孙小捞
崔志瑄、刘雨晨、宋明
、潘瑞婷、梅小康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卷心菜 多功能水陆两用救灾船 李海燕、郑敏 周博文、陈志辉、汤博

湖北赛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磨锤子队
无线电动雕刻笔逆向设
计

陈勇、
何世杰、姚宏程、何志
豪、范世一、

湖北赛区 华中农业大学 小虎队NO.1 精神传后人 李旭荣、黄小毛 陈杰、李俊康、安俊琪

湖北赛区 华中农业大学 狮子山小丰队 儿童玩具地球仪 黄小毛、李旭荣
李飞宇、李海洋、刘佳
鹭

江苏赛区 南京技师学院 GoAiong 便携防疫盒 杨乐、
袁嘉澍、范何健、韩国
庆、王旭、

江西赛区 南昌交通学院 就棒12 多地形强力扫地机器人 蒋吴曦、余卓骅
胡菲菲、梁冠嵩、周道
煌、王俊杰、汪永辉

山东赛区 青岛大学
“青云”实验
室

“青云”全地形智能车 隋坤杰、 蓝晨、金小龙

参赛赛区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安徽赛区 宿州学院 三和之队 自动盖章机 李强、李恒征
魏兰兰、刘俊凤、柯敏
、梁佳慧、王浩天

福建赛区 闽南理工学院
原色
Primarycolor

红色纪念笔筒 李和仙、胡志超
傅寒彬、章晓凡、任晓
霞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锐塔 十层党塔 吴卓、
魏志旭、李汪腱、段雨
萌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
行业/企业热点命题-3D打印创新创意设计大赛入围年度总决赛名单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棒棒哒
绝薪止火-基于远程控
制的草原灭火机器人

郑敏、
陈武飞、王婵、李禹、
谭明波、杨鹏飞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八方 百年光辉扬帆起航 魏兴春、 夏宇勤、陆星宇、庞博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3x+2
百年风雨兼程，共赴星
辰大海

朱宗孝、魏兴春
张文杰、梁博文、李玉
鹏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我觉得都对 ”启航“ 王智明、魏兴春 王潇华、范磊、刘小雨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智能创新小组
建党百年庆模型——办
公桌收纳盒

陈卫华、 姚宝宝、王骏、彭运盛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凝心 燎原星火 郭俊锋、魏兴春
赵永欢、何志龙、高康
、张子腾、龚洪秋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建党100周年桌
面自动收纳摆
件

建党100周年自动收纳
摆件

彭斌、 俞子涛、王康、王志纲

甘肃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不敢和大佬做
队

建党百年纪念笔筒 魏兴春、郭俊锋 耿奇、张冬冬、乔海亮

广西赛区 南宁学院
离心摩擦式高
楼逃生缓降器

四连杆机械腿 刘兴国、黄才贵
周昌平、黄俊龙、黄新
字、宣小豪、罗黄豪

广西赛区 桂林理工大学 创芯 深海侦查采集中华鳖 杨贵禄、李先瑄
陶泳宇、李敏兰、刘郁
祯、唐门博、李智

广西赛区 南宁学院 机创1队
末端执行1Kg载荷的3D
打印自锁关节

黄才贵、刘兴国
黄俊龙、黄新字、陈安
妮、韦宏贤、

河北赛区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拾星小队 智能推掘车 刘翊安、吴伟
常源浩、贾云飞、吴域
访、国月茹、张东杰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飞天团队 东方奇迹 杨立宁、杨光
郑东昊、王玮、赵自更
、郭振、

河北赛区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wangzj 传送式收割机 马立勇、张永清 王子骏、王佳硕、刘启



河南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
工程技术学院

鹤飞翔 清洁神器 梁科、郑金松 闫庆祥、王博、刘文豪

湖北赛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ICHIGO
基于3D打印的人能驱动
物联小车

顿亚鹏、张春
王万古、孟城城、唐沛
菁

湖北赛区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起航探索 多功能创意抽纸盒 朱凤霞、谈剑
张庆旺、张寒、刘垚、
吴森、

吉林赛区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
信息学院

工大人文机械
基于3D打印技术的教具
设计

张国福、
张彪、符俊雅、王天坤
、刘镇英、柳圣

江苏赛区 江苏海洋大学 江海大 自适应水面垃圾回收船 徐苏、陈书法
张正林、刘磊、周涛、
钟慧敏、

江苏赛区 南通理工学院 2021NIT3D7 智能多功能救援机器人 刘金金、陈浩
王军营、王志勇、陈星
吉

江苏赛区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狂热 人体辅助康复外骨骼 邵冬基、
程烨、戴亮、陈梦波、
褚公培、刘旭

江苏赛区 中国药科大学 3d药途 毛鳞片仿生微针 孙云龙、秦超
陶晓群、侯碧城、刘正
锋、皮志鹏、高雨

江苏赛区 南京农业大学 咋说都队 可拆循环除湿器 朱烨均、
虞杨慧、罗旭婷、江宇
翡、吴佳华、

江苏赛区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海洋大学
创新团队

基于3D打印的小波浪发
电机

王海若、 徐一凡、王泽

江苏赛区 江苏理工学院 JSUT_CLUB
个性定制化医用护目镜
3D打印

百志好、杨晓红
苏百宣、石惟豪、曹福
润、王梓安、李帅

江苏赛区 南通理工学院 2021NIT3D5 便携超声波照明电风扇 李彬、刘金金
陈也婷、许涵山、王军
营、费宗宪、王泽铢卿

江苏赛区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大国小匠 5档手动变速器 张跃、蒋勇
杨堃、王培惠、邹东林
、蒋梦瑶、樊成

江西赛区 赣南科技学院 涅槃火凤凰 四翼智能消防无人机 刘辉、 黄谷一、冯志伟、孙玉



江西赛区 江西理工大学 极恶中队
“动力十足”新型节能
内燃机

朱花、
邹杰旭、张龙、饶江磊
、刘雨欣、曾怡智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戏好不由人 护地号 王陈向、张雪芬 桂杨、杨谦、苏都那

山东赛区 青岛黄海学院 创新队！！ 玉米脱粒机 于晓、李媛媛
高森、宋子豪、陈仕远
、冯思嘉、

山东赛区 泰山科技学院 现学现卖
一种新型数控机床手动
脉冲发生器

娄玲玉、马芸慧
侯忠华、田新雨、张至
圣、位金鹏、徐国澳

陕西赛区 西安交通大学 卓普团队
核酸检测—基于芯片式
集成化液滴数字PCR技
术的引领者

徐峰、李泽东
任玉林、季京成、陈述
濛、吴洪亮、黄瑞

上海赛区 东华大学 捞捞
国风山水系列厨房置物
架

王思萍、
王贝琪、杨颖洁、黄青
青、沈禹玥、

四川赛区 西华大学 印道理小队
基于3D打印的降噪减震
拓扑优化的个性化摩托
车头盔设计

徐磊、何红
唐靖媛、邓霆峰、游金
菊、杜雨恒、余纪希

浙江赛区 宁波工程学院 3D_M_C 智能助残眼镜清洗机 王飞、
徐东海、刘念、蔡贤杰
、陈劲松、常浩

浙江赛区 宁波工程学院 恋恋不忘
基于3D打印的可装载式
开源智能高精度物流小
车

王飞、程鸿
徐东海、刘念、于武均
、金晓婷、邹奇材

浙江赛区 嘉兴技师学院 嘉技1队 多功能无叶风扇 李涛、钱怿晖
吴少晴、余嘉硕、俞森
浩、吴骏、

重庆赛区 长江师范学院 三无产品 天问仿真悬浮模型 宋永石、
陈汉宾、谢璐璐、俞俊
瑞

重庆赛区 长江师范学院 牛奶桂花糕 航天空间站 宋永石、郑显华
李勇、徐露、易鸿茜、
何玲玲、张洋洋

重庆赛区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古道西北 3D打印创意测温器 邓璘、徐凤娇
姚山鸽、门依林、夏健
宁、杨荣、



参赛赛区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河北赛区 河北科技大学 八珍果
基于手模型的逆向创新
设计

马世博、王伟
邵海涛、王奕博、张超
、张永辉、邢博

湖北赛区 黄冈师范学院 你上岸了没队
手持式小风扇的逆向设
计

匡鑫、
尹颖、赵治祺、马迎澳
、赵雨佳、刘嘉荣

湖北赛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噗仔工作室
木模的逆向建模及数据
检测

陈勇、邹春龙
孟凡璞、章培杰、贺紫
娟、李林根、

湖北赛区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队名就叫这个
队

基于逆向工程的轮滑鞋
逆向建模及创新设计

夏会芳、苏秀芝
童泽圆、冉清华、胡文
军、程智、廖鹏

湖北赛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科技学院

荼 富康后车门的逆向设计 陈勇、程炎明
邹幸、范佳君、张清聪
、赵子钰、董晓宇

湖北赛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擎动设计队伍
FSCC大学生方程式赛
车轮辐设计

陈勇、程炎明
姚宏程、何世杰、何志
豪、武凤娇、胡俊

江苏赛区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
学院

事竟成
植保无人机药箱优化设
计

姜宽舒、于泓
王喜龙、宋元山、马刚
、王靖鑫、徐雅文

江苏赛区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云鸟 逆向昆虫机器人 邵东基、孙艳芬
刘建、尹鑫洋、邓文、
朱海亮

江苏赛区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奇客优创7队
汽车前罩三维扫描与逆
向设计

马常亮、陆广华
刘贤浩、王壮、陈利雯
、王思颖、叶佃

江西赛区 江西理工大学 合伙人
基于逆向工程的外骨骼
固定支具的设计

陈爽、
王振涛、栾琳杨、杨瑞
来、罗英杰、

内蒙古赛区 内蒙古大学 恭囍发财 涡轮增压器逆向工程 玉荣、苟建军
王逸伦、杨墨、张晨晖
、唐潇琳、赵奕铭

宁夏赛区 北方民族大学 AA6092
基于逆向工程的麋鹿摆
件

刘广君
张学军、王仙琼、张盛
林、刘金凯、

宁夏赛区 北方民族大学 AA6091
基于逆向工程的机械猫
创新设计

刘广君
赵文、邵烁、杨付敏、
王婷婷、谢涛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
行业/企业热点命题-3D扫描逆向工程与在线检测大赛入围年度总决赛名单



陕西赛区 西安工业大学 快乐至上 基于逆向的手持按摩仪 万宏强、 高琪、冯厚民

四川赛区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勇于创新2队
智能垃圾分类桶逆向创
新设计

张旭、 胡云勇、吴思黄、丁涛

四川赛区 西华大学 辉煌 水陆两栖沙滩玩具车 彭必友、王正云
肖铭基、廖一臻、罗秋
雨、梁进秋、朱波

四川赛区 西华大学 打工人小队
基于逆向工程的图形显
卡拓展坞设计

肖兵、闵忠华
何嘉成、邓辉、李佳汶
、刘启洲、赵阳

四川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SMILE^____^ 3D扫描与逆向设计 张军、 张琪、冯辛财

四川赛区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勇于创新1队
24小时动态心电监测仪
逆向创新设计

陈艳、
吴思黄、金心月、龚朝
阳

重庆赛区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永恒之队 新型测温器 徐凤娇、邓璘
杨荣、姚山鸽、杨明彦
、程街、黄澳庆

参赛赛区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北京赛区 北京邮电大学
3DMAX两周练习
生

悦享骑行——VR健身生
活骑行设计

黄小红、郑思瑶
王皓天、保明喆、张雨
骁、高欣宇、方子童

北京赛区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漫步工业
漫步工业-基于VR的编
钟科普游戏

李洪海、
马安怡、刘斯琦、王廉
德、张冬洋、

北京赛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煌城数字文化
工作室团队

《敦煌奇旅》VR体验游
戏

徐静秋、
张婧、邹广雯、张光正
、岳安达、梁世博

北京赛区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cup_数组 ”济世“智能中医馆 赵彤远、 刘硕、孙悦、郭童

北京赛区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CUP-3D
AR技术在立体化学学习
中的应用

孙源卿 宋鑫、刘佳宁、邢朝阳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
行业/企业热点命题-[中视典]VR/AR创新创意大赛入围年度总决赛名单



福建赛区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
学院

乘风破浪的程
序员

基于VR的急救演练 林昌意、蔡银河
吴海霖、王嘉禾、邱嘉
、杨洁、廖艳婷

福建赛区 三明学院 动感光波
福建闽南妈祖庙三维数
字VR交互漫游

卢文杰、
刘建源、李春晓、林镇
煌、陈鹏龙、龚周琳

甘肃赛区 天水师范学院 不实习小队 兰州战役纪念馆VR漫游 杨红平、李妍
程璐璐、郭骁煊、张悦
、于玥、

甘肃赛区 兰州交通大学 IT主旋律 VR实训，联动漫游 雍玖、王阳萍
卢晓春、马发海、孟阿
莉、李茗晖、苏慧娜

广西赛区 梧州学院 爱迪尔
2022冬奥会VR项目体
验

唐静、宫海晓 韦梅美、梁千千、梅雪

河南赛区 安阳工学院 DSM-Ⅳ 数控码垛VR展示 杨慷、殷雪
王铭浩、张洋、刘家奇
、罗阳、龚晓飞

湖北赛区 荆楚理工学院 "Senna"小队 新型自动化床体 高正明、赵娟 刘园满、王具龙、万全

湖南赛区 湘潭大学 好嗨呦 阿格里的奇幻之旅 胡中平、
温灵月、李采书、陈明
晟、任鑫赫、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暂时没有名字
队

汽车性能与驾驶特性认
知实训平台

吴文征、刘津彤
朱俊杰、于航、陆冠文
、刘茁、金昊哲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哥哥说的都队 虚拟夹具教学平台 王志琼、刘欣
傅逸天、邓亦轩、陈一
帆、章志成、马天华

吉林赛区 吉林大学 星光闪烁
汽车后桥总成VR虚拟教
学展示

刘继明、罗彦茹
王彦哲、漆攀、赵洋洋
、张世福、

江西赛区 南昌工学院 StarPlatinum 虚拟星空科普馆 祝智颖、
胡东昊、李磊、付轶敏
、金泽涛、

江西赛区 江西财经大学 镰刀队 VR敦煌 唐睿、 韩祺、李浩、冯欣格

江西赛区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红船队 《辉煌时代》数字漫游 徐宇玲、陈磊涛
曾绍文、陈智超、赖松
明、朱斯伟、胡盛



辽宁赛区 大连海事大学 做的都很队 海洋梦想 王静漪、 杨健、张湉琪、陶艺心

辽宁赛区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东软数艺6队 畅想未来 李婷婷、 姜欣慧、王璐尧

山东赛区 青岛大学 大神坦克队 安迪的日记 邵磊、 方敬、李雨桐、谌红林

山西赛区 山西大同大学 OnlyOne 《北魏贵胄出行》 赵慧勤、张天云
徐超、符尉、高嘉凯、
闫鑫、闫星辰

上海赛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智联团队
基于leapMotion体感
的零件拆装训练

项阳、
张紫轩、童安科、齐岩
松、薛怡霏、

上海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军医大学

深蓝梦想
冰雪之旅-基于智能VR
技术的滑雪运动虚拟体
验系统

郑奋、
潘乾禹、沈力炀、从炜
杰、王添、罗名扬

四川赛区 四川音乐学院 雅典卫城 雅典卫城 姚子杰、
雷家华、冯云霄、王洋
、崔泳钰、唐浩亮

四川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3T视效团队 美丽乡村小镇 殷吉、
王镇市、秦月利、吴天
俣、喻学洁、李虹霖

天津赛区 天津大学 锦绣年华
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土
族盘绣游戏体验平台

张毣、郑岩
陈世博、赵素磊、陶宇
靓、崔晓、

天津赛区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星星星王者 AR故事书 张晓媛、
葛云云、芈诗雨、段璎
宴、朱磊、

云南赛区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
学院

西南联大复工
组

绝徼移栽桢干质——西
南联大数字博物馆

王琦、
梁航峰、郭金凤、程杨
艳、冯金宝、王毅

云南赛区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
学院

梦客感官
基于HTC的家装交互系
统设计

胡鹏、
刘中欣、杨维、竺章敏
、余显飞、王毅

浙江赛区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

机器防护安全
VR小组

机器防护安全技术VR体
验系统

王璋、
魏俊文、郁百超、邵江
涛、陈奕好、沈健康

重庆赛区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陆意 针叶林 杨亚琴、
何玉琳、邓小雨、王灿
、张均瑶、罗寓洋



重庆赛区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赛博洪崖 汽车轮胎更改过程 赵娜、杨亚琴
袁鸿森、张莎莎、汪俊
雅、雷文文、

重庆赛区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重电智联
汽车变速器虚拟仿真实
训平台

刘竞一、
郭子晖、王培晓、许伟
、门依林、

参赛赛区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贵州赛区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创想MAX
水生态健康监测仿生鲨
鱼

马震、刘轶
周久杨、李晓、何佰英
、蒲涛、姚小莉

河南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Blue_Star 输液智能监护设备 侯守明、周敏
杨鹏伟、彭智远、李雪
、李泽萍、

湖北赛区 武汉商学院 Els-cim 智慧导览机器人 周浩、
朱林峰、梅术龙、杨一
帆、桂尧天、惠馨玉

湖北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没有什么队
海普智慧：智能助老助
残服务机器人

李益群、
梁少强、李安明、陈总
、潘树楷、田程鹏

湖南赛区 湘潭大学 蓝天护卫队 便携式搅拌摩擦焊接车 陈宇、李湘文
边缘、李江南、李文浩
、尹菊红、

江苏赛区 南通理工学院 2021NIT3D16 植物智能检测桌面宠物 孙健华、顾海 张新龙、张欣渝、张悦

江西赛区 江西理工大学 LCZ
“go购”-一种超市智
能跟随购物车设计与实
现

焦海宁、
凌陈荣、陈智超、曾华
福

山东赛区 山东交通学院 轨道乘风破浪 讲解式旅游服务机器人 季广港、
贾守东、于若凡、王辰
昊、李云浩、张中煦

山西赛区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灼华队
湖泊浮游垃圾智能清洁
鱼

董作峰、郑宪秋
燕锦宇、陈紫硕、孙佳
豪、郝运佳、杨若澜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
行业/企业热点命题-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大赛入围年度总决赛名单



陕西赛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精益小队
智能时代，舒适生活--
基于Kociemba算法慧
鱼魔方机器人

聂阳文、
朱代坤、李子正、张兴
华、张昱坤、陈林

陕西赛区 西安工程大学 Luck团队
柔性抓取智能仿生机械
手研究

管声启、
王静国、王俊强、于资
江、王旭、

参赛赛区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辽宁赛区 大连海事大学 可乐汉堡炸鸡 三星堆青铜汉剑 曹淑华、吴迪 黄子豪、董汶龙

天津赛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风鹏正轩
守望-三星堆主题望远
镜

赵佳寅
徐子轩、赵凤泽、苑澎
洋

天津赛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圾小怪的工坊 天问鼠标套装 霍昕
阴泽群、张娟、戴湘军
、王康、

山西赛区 运城学院 就是这个队 一体化植物印染机 董芬 武天宇、程果、王一倩

辽宁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xi小分队
智能磁悬浮球形轮平衡
车设计

李正军、陈国强
李彤、郭凌志、杨帆、
庞星昊、

四川赛区 成都工业学院 地球护卫队 重力驱动式智能运输车 陈谨、杨大理
杨海、周星宇、邓慧丽
、蔡雪婷、张雯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
数字工坊挑战赛入围年度总决赛名单



参赛赛区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北京赛区
北京医学院附属中
学

智能火车头 智能火车头 杨菲 敖翔、曾庆雨

北京赛区
北京医学院附属中
学

多功能机器人 多功能机器人 杨菲
师文晋、王冠一、周君
豪、洪湛伦

福建赛区 厦门市莲龙小学
厦门市莲龙小
学参赛队

智能椅子 应和锦 林佳熠、高嘉熙

福建赛区 厦门市莲河中学
厦门市莲河中
学参赛队

智能衣柜 陈金定 高维成、李雯瑾

福建赛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
实验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
第二实验小学
参赛队

智能下穿隧道救援系统 张茜、高扬 魏婧萱、许苏恩

福建赛区
厦门市第五中学小
学部

厦门市第五中
学小学部参赛2
队

智能舒适沙发 吴琼静 邢瑞淇、王毅

福建赛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
海沧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
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参赛1队

智能沙发 王昕 江俊国、江春钰

福建赛区
厦门市鹭江新城小
学

厦门市鹭江新
城小学参赛2队

智能晾晒熨烫机 连琳琳 赖宇皓、蔡静宜

福建赛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厦门市民立小
学参赛1队

智能核酸采样仪 陈蓉 张华烜、张蒋

福建赛区
厦门市鹭江新城小
学

厦门市鹭江新
城小学参赛1队

智能儿童床 柯雅辉 黄子为、邱崇轩

福建赛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厦门市民立小
学参赛2队

智能电饭煲 陈蓉 黄嘉睿、周弋涵

福建赛区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
学校

厦门五缘第二
实验学校参赛
队

智能床 杨英杰 薛蔚宽、林子涵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
青少年组入围年度总决赛名单



福建赛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
海沧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
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参赛2队

智能超声波洗菜机 陈会芳、武佳琦 温恒荣、江佩曈

福建赛区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
学

福建省厦门第
六中学参赛队

智能茶几 冯延璋 林子喻、林子竣

福建赛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厦门市民立小
学参赛3队

蜘蛛机器人 陈蓉 肖杨、梁峥

福建赛区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
中心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
内厝中心小学
参赛队

无人快递车 黄采虾、林明辉 黄宇浩、黄文岑

福建赛区
厦门市第五中学小
学部

厦门市第五中
学小学部参赛1
队

太阳能烧烤器 彭晓彰 沈俊龙、廖振旭

福建赛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厦门市槟榔小
学参赛队

社区智能塑料再造机 李鹭燕 吕牧歌、李俊逸

福建赛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厦门第二实验
小学参赛队

骑行行李箱 林黛芳 罗婧怡、刘怀宇

福建赛区 厦门市梧村小学
厦门市梧村小
学参赛队

空中自行车停车装置 林文茹 杨译晨、林明杰

福建赛区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
学

福建省厦门第
一中学参赛队

家庭废水光解发电系统 梁婕
施烁羽、许锐宇、许莹
莹

福建赛区 厦门市民安中学
厦门市民安中
学参赛队

海洋垃圾收集艇 陈明昆 杨建俊、陈家瑜

福建赛区 厦门市新圩学校
厦门市新圩学
校参赛队

海上垃圾清洁机 蔡蕴琦 黄佳玮、吴玲珊

福建赛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厦门市思明小
学参赛队

公交站智能座椅 汤岚琛 肖心翔、张逸霏

福建赛区 厦门市滨北小学
厦门市滨北小
学参赛队

便携式智能电吹风 陈颖 郑睿进

广东赛区 祈福新邨学校 方块儿 天和飞天百年夙愿 赖柳青、 冯睿、林泰豪



广东赛区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我不发光谁发
光！

T-T 坦克 汤建浩、
蔡利春、赵宣杰、黄梓
峰、蔡伦、张硕

广西赛区 博杨县沙河高中 火箭一号 火箭一号 罗杨 刘旭、王相杰

贵州赛区 松桃第三高级中学
IT技术联盟社
团

莲花光伏小镇 张秋燕、田应顶 龙正、何承修、田苹

海南赛区 南州中学 海南4队 扫地机器人 杨伟 郭钰、李乐、

海南赛区 南州中学 海南3队 陪护机器人 杨伟 张扬、李乐

海南赛区 南州中学 海南5队 家用机器人 杨伟 赵梦雨、王磊、

海南赛区 南州中学 海南2队 除湿机器人 杨伟 杨昭、赵世博、

湖北赛区
武汉市黄陂区第四
中学

灵动 智能机器人 李冰、程建忠 程雪鹏、陈子涵、李琴

湖北赛区 宜昌市七里中学 智能飞行器 智能飞行器 李阳 陈鑫、李灿、

湖北赛区 红钢城小学 抗疫勇士 校园防疫机器人 曾飞、 张博文、张黎光

湖北赛区
武汉市黄陂区第四
中学

无人驾驶小车
一队

无人驾驶小车一队 李冰、程建忠 张凯、郑和

湖北赛区
武汉市黄陂区第四
中学

无人驾驶小车
二队

无人驾驶小车二队 李冰、程建忠 张凯、郑和、

湖北赛区 郧西青云中学 飞跃 海陆两栖车 王乐平 董燕、郑明、王宇恒

湖南赛区 育新中学 艺术花瓶 艺术花瓶 刘东、李建
陈子航、陈子涵、李建
伟



湖南赛区 华容中学 创意书架 创意书架 李明轩 张家涛、杨伟

江苏赛区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
业学校

匠心设计1队 可按摩颈椎的蓝牙耳机 穆永清、赵兰凤 杨菲、薛琴

江苏赛区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
业学校

匠心设计5队 可爱蓝牙音响风扇 王涌、汤骏程
陈忠健、唐荣振、吉志
清

江苏赛区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
业学校

匠心设计3队 宏帆远航笔筒 周建红、郝文倩 姜浩、顾淼、柏霖

江苏赛区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
业学校

匠心设计4队 地球仪台灯 邓柠锶、杨建党 陈诺、张志鹏、王家琪

西藏赛区 林周中学 畅想星空 星际战队 王欣宇 杨佳文、陈元、

吉林赛区 东师中信实验学校 励志队 学习伴侣机器人 牛骏东
刘奇霖、刘瀚元、王颢
添、王颢添

吉林赛区 东师中信实验学校 逐梦队 学习管家机器人 侯伟
张雨晴、谷金禹、陈厚
霖、陈厚霖、刘子琪

吉林赛区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
学校

三线合一 海洋城市 郑策
李权效、王竞宇、陈松
石、陈松石

吉林赛区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尚德学校

未来战士 一站式智能厨房 闫晖丹
袁珑菡、丁新宇、任梓
尧、任梓尧、刘馨泽

吉林赛区 长春南湖实验中学
哲理的山路八
十弯

家庭智能按摩椅 刘欣
刘奕圻、艾千依、闫家
宝、闫家宝

吉林赛区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

Tornado Trump 集成式厨房一体机 田爽
刘嘉奕、周瑗、杨竣乔
、杨竣乔、张泽栋

吉林赛区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
实验学校

Innovation队 智能导盲杖 苏向红 李梓萌、孙婉琪

吉林赛区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
实验学校

穹顶队 海洋垃圾清理器 苏向红
班圣桉、刘丽佳、李宇
航、李宇航



吉林赛区 东师中信实验学校 同路人队 学习伴侣 柳阳
梁健皓、池轩丞、柳羽
童、柳羽童

吉林赛区 极客晨星 创想队 便携式发电学习平台 袁静、王天赐 韩念岑、王思俊博

吉林赛区 长春南湖实验中学
哲理的水路九
十环队

 智能恒温婴儿车 刘欣
艾千雨、郭珺铭、高晨
硕、高晨硕

吉林赛区 长春南湖实验中学 战狼队 机械躺椅 刘欣
刘奕璠、李昱达、卢浩
宇、卢浩宇

吉林赛区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
街小学校

创智队 多功能病床 杜国乐
张泓博、苏广括、余思
嘉、余思嘉

吉林赛区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
街小学校

旋风队 智能眼镜 潘慧敏
田野、魏德轩、张泓博
、张泓博

吉林赛区
长春市朝阳实验小
学校

海燕队 智能学习桌椅 刘诺 陈佳禾、张嘉赫

吉林赛区 长春市第二中学 锉刀团队 家用智能多功能种植器 杨光、鞠超
赵志国、白航瑞、张傲
旋、张傲旋

吉林赛区 长春市第五中学 星晴 多功能巡逻机器人 王伟儒、赵浩艳
张涵语、祁诣茗、杨杰
、杨杰

吉林赛区
长春市第一实验银
河小学

 YH Stars
team

数字化智能汽车 石蕾
罗思航、贺禹泽、田铮
、田铮

吉林赛区
长春市第一实验银
河小学

银河队 校园清洁机 石蕾
王垚迪、王怿恺、孙诗
博、孙诗博

吉林赛区 长春市少年宫
长春市少年宫2
组

多功能智能书桌 陆柏
郭浩源、荣歆艺、王治
衡、王治衡

吉林赛区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
实验学校

MAYA之玨 护目智能眼镜 苏向红 王梓鉴、王艺茗

吉林赛区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
实验学校

蛟龙队 全智能学霸手环 苏向红 张展熙、李士圣林



吉林赛区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
实验学校小学部

勇士队
“先行者”火星激光3D
打印机器人

刘宇丰、赵日超
赵巴图、姜敏雅、董一
麟、董一麟、王硕晨、
国廉雨

吉林赛区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

四白 智能消毒车 田爽
孙启皓、宋帛恩、王胤
茗、王胤茗、周峻宇、
李浩然

吉林赛区 东盛小学 东盛创客 3D创意声控铅笔盒 吕富雪
张博熙、赵梓烨、陈馨
蕾、陈馨蕾、魏子喧

吉林赛区 格致科教
NURSING
PEOPLE

Superrobot 连楠楠
何睿凡、郝赫、齐文晗
、齐文晗

吉林赛区
吉林省第二实验高
新学校

创意之星队 智能清扫车 伦晓凤 于耀茗 、赵禹赫

吉林赛区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
洋学校

雷电极光队 植物自动培养机器 王英琪
刘璟睿、刘昊彤、庞贺
夫、庞贺夫

吉林赛区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慧仁学校

蛟龙队 智能家庭医疗管家 李昕芮、王梓轩
刘佳睿 、李东泽 、陶
禹蒴 、陶禹蒴 、马嘉
泽 、孙一茗

吉林赛区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尚德学校

剑客家族 油气分离装置 闫晖丹
韩昊祤、白奇申、朱雨
泽、朱雨泽

吉林赛区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尚德学校

魔术王 太极魔术师 闫晖丹
李鸿鹏、贾翰伊、王翎
宇、王翎宇、杨舒涵

吉林赛区
长春净月第一实验
学校

APEX 一体化汽车服务中心 陈柯均 郑龙杰、刘羲林

吉林赛区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
街小学校

乐创队
甩干式防滴水雨伞收纳
桶

王辉
陈卓、苑随心、唐佳一
、唐佳一

吉林赛区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
街小学校

智慧队 智能刷鞋器 包玉玲
余思嘉、苑随心、陈秋
衡、陈秋衡

吉林赛区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
街小学校

晴天队 智能碗橱 王铁柱
桑浩人、陈秋衡、苏广
括、苏广括

吉林赛区
长春市朝阳实验小
学校

纵箭出击 神舟笔筒 刘诺 李卓远、孙意智



吉林赛区
长春市第一0三中
学校

创新小队 防疫机器人 王蕾
刘梦琪、李孟阳、李柏
良、李柏良

吉林赛区
长春市第一0三中
学校

创意无限 《防疫公交车》 金晓莹
王悠然、王悠然、廉静
泽、廉静泽、张赫轩

吉林赛区
长春市第一实验银
河小学

智慧星娃 电子自助报刊亭 孙丽丽
赵春成、彭熙奡、温曜
嘉、温曜嘉、滕美慧

吉林赛区
长春市第一实验中
海小学

天蝎 笔筒 符昆仑、刘思思
熊思淇、王子岩、林禹
皓、林禹皓

吉林赛区
长春市第一实验中
海小学

卫星团队 投影仪 符昆仑、刘思思
夏鸣阳、谢兆昕、魏欣
竹、魏欣竹、隋品一

吉林赛区 长春市少年宫
长春市少年宫1
组

多功能书柜桌 陆柏
郭泽宇、蔡可祯、陆芃
棋、陆芃棋

吉林赛区 长春市十一高中 协同创新团队 新型保密箱 曹刚健、赵春辉
付弘、安家莹、李卓恒
、李卓恒、邢政印、付
继伟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2021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