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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第四届智能制造赛 

分赛区队伍名单（本科组） 

西安交大赛区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参赛队员 

河南理工大学 冲冲冲 刘群坡 张建军  赵龙元 王泳森 蔡彬源 赵万里 魏超源 

河南理工大学 手可摘星辰 张建军 刘群坡  吴鸿沛 刘赛云 李振炫 赵志诚 方勇政 

黑龙江工程学院 小荷才露尖尖角 郭霆 康周妹 徐莉 钟雄 刘帅克 颜强强 刘书豪 周汶静 

黑龙江工程学院 勇往直前 1 郭霆 田泽宇 安少军 杨洋 王策 王恩慈  路芊芊  曹美怡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二队 孙慧超   马天华 傅逸天 郭俊男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一队 刘海忠   朱俊杰 李振宇 李宇哲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工商学院 1队 韩雪冰 薛玉霞 韩啸 蒲祥昊 张博 彭峪峰 于博浩  

陕西科技大学 零顿科技 欧阳海波   王沙沙 钟辛子 屈楠 蒋永 武敏琦 

沈阳工业大学 GDZZ 于鸣鸣 莱恩刚 孙凤 朱林泉 薛磊 葛立业   

西安航空学院 西航智能 02 史诺   马逸豪 卓玉博 何斯龑 郭叶叶 张启航 

西安航空学院 西航智能 01 何洁 田晴晴  邬子亮 杨文秀 查皓然 蔡一晨 樊科蓝 

西安交通大学 巨能生产队 杨立娟 李晶 陈富民 王岳龙 曾能源 徐晨昊 魏雨凡 杨逢诜  

西安交通大学 好狗狗 杨立娟 李晶 徐亮 邵雅雯 赵睿 杨思雨 权佳宁 孟令涵 

西安交通大学 热带冰红茶 李晶 杨立娟 赵丹 廖远峰 王凯伦 刘向森 胡锦源 徐培凯 

西安科技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 
王岩 赵江滨  石鑫钰 雷盼洁 王新雨 周子玥 朱晓涵 

长安大学 生产汪汪队 夏晓华   胡鹏 王博胜 韩希 苗真才 何秋 

长安大学 鲁迅说的队 夏晓华   马新智 于广澍 陈明明 王帅 纪舒杰 

长春大学 长春大学一队 史尧臣 徐田恬 于雪莲 方序航 郭昊 刘玲玲 程贺琦 奚领翔 

长春大学 长春大学二队 马世强 段景淞 方涛 解明鑫 杨鑫宇 王程远 樊继午 黄鸿昊 

长春工程学院 工业赋能 李明达 吴波  覃润基 于凡博 王康 谢继琛  

长春工程学院 扬帆起航 李明达 吴波  孙超 黄庭威 李龙飞 李东儒 彭程 

长春工业大学 league of CCUT 杨宏韬 张振国 李秀兰 王钰庭 孟凡禄 李嘉睿   

长春理工大学 Penta Kill 王红平 张乂文  战博宇 柳健 赵劲鹏 曹炳田 杜亦智 

长春理工大学 追风 张乂文 王红平  张健 尤阳 陈皖滨 张乾鹏 陈匡琪 

北京理工大学 BIT 工业之光 闻敬谦 苏伟 郝佳 刘炳毅 喻尔东 华益威 杨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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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赛区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参赛队员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萌鸡小分队 谢斌 袁敏 向茜 李海洋 王雲岚 罗林斌 朱帅 孙阳飞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 
男祥 杨飞 雷真 袁敏 曾权好 张涛  朱洪宇 尹子睿 邓森洪 

东华大学 三分甜桃桃星冰乐 张洁 张朋  李正楠 沈航 周作源 李董 芮绕青 

东华大学 IMDH 杨芸 鲍劲松  吕雪娇 郭广海 汪文政 钟靖宇 杜洋 

贵州大学 yyds 杨观赐 张安思  胡鹏程 刘晨旭 李永康 杨双宁 梁璐娜 

贵州大学 天机未泄 杨观赐 周鹏  任为 任澳  董成鹏 张国章 方杰 

湖北工业大学 TOP队 张金姣 肖华秀 汪威 陈旭朋 李梦婷 邱高 闫钦 黄光琦 

湖北工业大学 overtop 张金姣 周伟 欧阳勇 陈洪彬 卢秋沛 王飞 杨盛泽 张益豪 

江汉大学 lemon 轩亮 施超  胡菲 吴梦婷 朱高高 宋洋 胡冰彦 

江汉大学 玛卡巴卡队 高军 梅磊  陶瑞 曹俊杰 朱子恒 彭妍玥 高梦楠 

昆明理工大学 智能制造团队 刘美红 王娟  朱鑫鹏 唐明华 李佳荣 缪青松 徐威 

昆明理工大学 工业工程队 侯开虎 阴艳超  曹炜烨 张林 高佳园 樊飞 舒凡珂 

上海建桥学院 尖叫 5.0 队 潘铭杰 董嘉伟  刘晓梅 杨方闰 文鼎灏 刘章乐 杨远锋  

上海建桥学院 你说的都对 董嘉伟 潘铭杰  龙玉峰 吴俊杰 顾纪鸣 罗尹宁 李仁裕  

武昌工学院 武昌工学院 1 队 邱旋 王奔军  肖阳 蔡雪伟 宋汶其 田伟 张洋 

武昌工学院 好好学习 江晓明 李皓  杨大鹏 程俊康 吴兴高 郭鹤高 蔡萌 

武汉大学 智能制造小队 周东国   姚跃洋 苏九铮 陈永波 赵飞帆 洪祖杭 

武汉科技大学 武科大干饭队 魏国前   王艺举 肖京 田毅恒 关庆睿  

武汉理工大学 cbssw小队 朱超   柴东 摆强 吴春颖 苏浩然 宋雨晨 

武汉理工大学 五班 F4 朱超   马荣喆 张佳乐 万创 张治文  

武汉理工大学 whuters of ME 彭兆 郭钧 郭晨  刘世禧 郭炜鹏 吴文成 周忻致 张浩轩  

西华大学 Spuer idol5 封志明 徐全  何清平 唐伟 刘思彤 朱志英 杜先锋 

西南交通大学 SWJTU 高宏力   王海舟 罗恩泽 叶明松 郭沛兴 姬宇璐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神锋小队 周旋 赵雄 李建彪 韦安林 和聪元 苏笛 杨仕良 彭科孝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三带一队 周旋 王春永 蒋润怀 熊凌欣 李升龙 吕华锋 韩发焰 姚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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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大应用赛区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参赛队员 

河海大学 河润万物 顾文斌 苑明海 裴凤雀 甄云婷 刘婉莹 蒋一凡 万魁 吴菁菁 

河海大学 海纳百川 裴凤雀 苑明海 顾文斌 黄涵钰 翟政林 宦星宇 谭文翔 资龙斌 

湖南大学 岳麓山智能小分队 朱克忆 金秋谈  陈梁燕 徐金山 高攀 顾译心 马骋浩 

湖南大学 麓山南路 朱克忆 金秋谈  李思涵 鲁奕铭  薛世纪 杨晨旭 王凯峰 

江南大学 江南智造总局 钱善华   孙康 仰钧毅 夏普松 徐论 邓财 

江苏大学 智能制造工程 03 肖爱民 陈兰  李哲源 李雯  许李诚 嵇周龙 张恒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机械 01队 毛卫平 任国栋  吴越 余雅婷 唐敖 董钧逸 魏铭 

南京工业大学 NGD智联队 王国乾 蒋南云 孙付仲 孔凡睿 黄汇川 蔡燕鑫 江锦鹏 王欢 

南京工业大学 制造一支智能队伍 王国乾 蒋南云 孙付仲 吴思远 刘鹏 殷忠瀚 涂晨冉 胡宇航 

南京理工大学 成风试斫 王志明 祖莉  李辰晖 胡博文 索煦东 王乔木 肖涵 

南京理工大学 走上战场的非线性 柳林燕 童一飞  江浩宇 方朱权 吴苏湘 许瑶琪 吴亲亲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

院 
未来道具研究所 马竹樵 杨敏 罗秋华 张彦 杜羽燕 沈雨杰 朱怡琳 杨继鹏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

院 
遨头小簇行春队 魏星 李俊敏 赵曼 叶祥炜 李文浩 李明阳 张晓琪 李泽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格林剧团 刘平英   张成阳 林相如 乔馨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大数据特别行动小组 刘平英   姬文宇 田钧溶 居小斐 卢宏峻  

深圳技术大学 Pushpush 申文静 杨旭 施天宇 冯文静 王瑞盈 杨佳淇 郑婉吟 李晴茹 

深圳技术大学 XDER 林希宁 李文贤 杨照坤 罗力 黄英伟 刘永发 李兴邦 张新宇 

苏州大学 代码敲不队 孙荣川 杨宏兵 尤凤翔 田俊彦 施清怀 孙齐政 王坤 韩泰来 

苏州大学 碔砆队 杨宏兵 孙荣川 尤凤翔 林政 罗鹤飞 董依菲 李政辰 唐海原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

院 
苏应冲冲冲 任勇 李东亚  王乾 俞稷 路佳霖 徐家宁 芦英俊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

院 
智数先锋 职山杰 王海霞  李伟 刘雨生 管永华 王玉珏 郭逸峰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

院 
智创未来 王勇刚 莫栋成  吴之晟 丁浩 杨华林 张永江 黄宝忠 

扬州大学 机智飞扬 丁爽 戴敏  罗睿强 任季伟 王家喜 王秀娟 聂传斌 

扬州大学 星辰大海队 寇海江 张帆  蒋凯佳 刘嘉豪 邢煜斌 陈成伟 李佳眙 

集美大学 小油条 纪志飞 柯江岩  雷通伟 高子凯 王钰 吴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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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赛区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参赛队员 

常熟理工学院 共产主义接班人 王超   辛胜辉 吴辛磊 冯振杨 张玉龙  

常熟理工学院 智能制造施工队 李特 王超  许骁宇 高缪成 姜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五个人肝数字孪生 朱海华   黄琛 李晗 简晖 康能生 周博恩 

南通大学 晨曦  陈红艳 朱志松  戴傲寒 陈祥林 杨圆 李佳琪 陈镜安 

青岛大学 行远小队 孙万超 褚琳娜 张博 杜虎山 王旭阳 乔杨之 金衎哲 常森瑞 

青岛大学    我觉得我做的队 程联军 李延辉 任伟伟 王世浩 李正平 李保庆 朱贵金 张子琛 

山东科技大学 潜伏者 于涛   王麾 肖永昌 赵玉琦   

山东科技大学 A-Team 周刚   王振宇 杨博 高旋 刘雪莹 魏启振 

上海大学 泮池摩托队 李静 沈南燕 刘丽兰 凡铭昊 李一博 马茂源 刘骞 黄才臣 

上海大学 智海云上 SHU 李静 沈南燕 刘丽兰 任泽宇 顾飞宇 毛嘉伟 靳跃可 赵亦泽 

上海大学 宝山智造厂 蔡红霞   王曹俊 何征宇 
瞿谈晨

恺 
周孜 樊云欣 

上海电机学院 开拓者 苏庆刚 高羽 傅强 苗凯 武星韬 陈炳戌 刘亚卓 倪刚强 

上海电机学院 咖喱给给 印松 汪烨  吉翔 张姝 黄文 成佳俊 张少奇 

上海电力大学 GK 战队 吴炳晖 谢飞 秦德昭 许炳 王志洪 戴新宇 龙思清 吕泽昌 

上海电力大学 能机队伍 2 吴炳晖 谢飞 秦德昭 赵逸晗 顾申杰 丁正宇 程骏杰 尹盛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智”勇兼备 SUES 张爱华 周俊 张海峰 邓国勇 刘佳宁 余永和 齐学睿 陈乾宇 

上海海事大学 沧澜 李国伟 王尧  袁惠怡 赵珈辉 朱郁涵 张海迪 顾骁  

上海海洋大学 路人丁丙乙甲 杨男 吴迪  朱梦祥 谭浩 梁修滔 张鹏飞  

上海海洋大学 你说得都队 
上官春

霞 
李俊  王晗 周琪 刘铁英 秦杰浚 向希尧 

上海市第二工业大学 fakuyaBB 王才峄   帅振杰 纪凯乐 施鹏飞 唐立雯 钱亦扬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VR-Team 王文峰 蒋文萍 邱锐 孟泽润 柒浩洋 孟泽彬 张向银 谢宇进 

浙江理工大学 Godlike 程晓 张烈山  李帆 张诚 郑颖策 经成炜 付子嘉 

浙江理工大学 我都能蒙对 程晓   汪海 蒋伦兴 叶潘宇 陈宇轩 杨咏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一飞冲天 陈卫明   凌小宝 聂钇合 郭廷瑞   

华东理工大学 华理智造 严莹 刘金库  张文康 刘昭祺 王扬 王相晔 郝新士 

华东理工大学 智创团队 胡德兴 陈翀  蔡杨 吕萌 龙腾 卫宇枫 孙珮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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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根据赛事承办细则，作为赛事承办单位的参赛院校，拥有 3 个队伍的报名名额； 

请核对以上信息是否与报名表一致，并于通知发布后 3 日内反馈组委会。如无及时反馈或提供无效证据，则以本名单为准。 

合肥工大赛区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参赛队员 

安徽工程大学 ZTLG战队 吴锋 刘志 修宇 刘国葆 李明磊 张笑男 吕子琦 葛丽茹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工程大学队 沈超 奚琳 操雅琴 韩晨伟 江玉婷 詹文豪 陈明阳 赵文俊 

大连工业大学 Winner 小组 刘环宇 王明伟 程金石 李龙坤 牛奔 雷宏程   

大连工业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代表队 刘环宇 王明伟 程金石 侯传特 张海辉 张博文   

阜阳师范大学 傻熊出没玩机床 胡楠 李震  王秀朋 董杰 裴亮 杨涛  

阜阳师范大学 海枯学城 李震 胡楠  周如康 陈皓 刘钱豪 王子昂 郑想 

广西科技大学 不负韶华 

Muhammad 

Shamrooz 

Aslam 

  董玟君 于海雨 王东浩 王加泰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代码敲得队 徐东镇 陈甦欣 董方方 苏浩然 任宇 刘潇翔 孙谢炜 高王应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做的都队 张玺 胡孔元 毕海林 陈子鹏 陆毅 廖翊杰 张超然 刘康华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宣逸智创队 吴喆 刘勇  陈存园 孙桤康 杜慧龙 朱利宏 陈泽 

合肥学院 CG 金飞翔 鲁翠萍 胡保华 邢雅倩 谢一凡 王贡欣   

合肥学院 智能小队 金飞翔 鲁翠萍 胡保华 张震 黎阳 李凯 王宇碟 汪瑞 

景德镇陶瓷大学 New world 张儒   谢学浩 徐敬豪 尹泽源 郭杭 胡森尧 

宿迁学院 成城 刘海洋 赵岩 孙延永 邱俊棱 高奇 刘宇超 龙梅  

宿迁学院 众志 刘海洋 赵岩 孙延永 罗成 孙克玺 屈志强 周妍琳  

同济大学 你这奖保熟吗 李仕成 孙波  陈逸扬 袁肖瀚 邵颖诗 王馨宁 杨嘉城 

同济大学 先想一想 于颖 唐堂  孙晨 韦欢夏 马超 金珂 董元泉 

同济大学 发际线总是和我作队 张文娟 王亮  李朝鑫 洪楷贤 王鸿 何潇 管佳文 

西南石油大学 西柚来客 龙樟 陈林燕 吴攀 钟磊 罗伟豪 李嘉伟 刘海滔  陈卓颖 

西南石油大学 石油小分队 梁春平 周春晓 陈广 袁淏 李实威 李雷 李金校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

学院 
秃鸡队 李凝 朱桂勇   何杨涛 陆畅 戚燚楠 安秀秀 刘康威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

学院 
永不秃顶 李凝 朱桂勇  金陈梦 赵袁晓 夏微 钟泽赣 骆子杨 

重庆工商大学 困了就睡 杜彦斌 何坤  胥师源 敖锐 余康 谭蕊 凡景强 

重庆工商大学 饿了就吃 杜彦斌 何坤  李禹锋 周成燚 李杰 赵俊杰 李佳欣 

广东白云学院 工控 曹振辉   彭泽生 黄超 蓝晓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