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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2022 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赛初赛即将开始，现将本科生

组比赛安排及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比赛时间

日期 时间 赛程安排

9 月 24 日

08:00-08:30 线上开幕式

08:30-09:00 签到及工业网络组网与网络安全赛题下载

09:00-11:00 工业网络组网与网络安全比赛

13:30-14:00 签到及数字孪生与仿真赛题下载

14:00-16:00 数字孪生与仿真比赛

16:00-16:30 线上闭幕式

二、比赛安排

本科组初赛采用线上比赛形式，以分赛区为单位进行组织。相关安排如下：

1. 参赛名单确认：各分赛区于 9 月 14 日-16 日向各参赛队伍预先统计初赛出席/缺席人员

情况，确定初赛线上比赛时签到人员名单。各队伍须于 9 月 14 日-16 日报备，报备后

不得更改。

2. 赛前模拟演练：各分赛区于 9 月 17 日-20 日安排线上流程演练，具体时间及安排由分

赛区提前与各参赛队伍沟通后确认。参赛队伍需根据要求和所通知时间提前准备和进行

模拟测试。

3. 线上文件云平台：使用坚果云平台进行文件管理，参赛队伍用坚果云进行赛题下载与作

品上传；

4. 比赛考场监控：使用腾讯会议系统进行监考及考场管理，每个赛队设置（主机位+辅机

位）双重机位。主机位数量与参赛队伍现场所使用的电脑数量一致（每台答题电脑前均

设一个摄像头监控电脑屏幕）；辅机位一个，设置后方 45 度角用于监控现场环境，监

控范围需包括主机位设备。设备均由参赛队伍自行准备。

5. 比赛评审：比赛结束后次日进行评审，于初赛比赛结束后 3 日内在大赛官网公布比赛

获奖名单及决赛晋级名单。

6. 证书发放：决赛结束后原则上 20 日内，比赛获奖证书从大赛执委会寄出。邮寄地址统

一按照报名表中的收件地址为准，不得更改。

三、分赛区设置

本科组初赛设六个分赛区，按照大赛规章制度及赛制要求，进行分赛区比赛组织、监考

及评审等工作。各个分赛区的参赛队伍名单详见附件。分赛区联络人如下（9 月 14 日起开

放联络）：

分赛区 联络人

合肥工业大学赛区 刘征宇老师 18955138600 徐东镇老师 13956079236
上海大学赛区 韦庆玥老师 13795333163

西安交通大学赛区 杨立娟老师 18229099521 赵 丹老师 1519184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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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晶老师 15388625128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赛区 王海霞老师 13776001581 职山杰老师 15862450211

武汉理工大学赛区 王 波老师 18971439417
哈尔滨工业大学赛区 曾昭阳老师 18686769824 李跃峰老师 13303661105

四、线上比赛要求

1. 人员要求：所有队伍须独立进行比赛。同一参赛队伍内的所有成员须在同一考场，并按

相关要求进行准备和诚信比赛。无法在同一现场的其他队员，则不需参加本场比赛，队

伍可保留该成员名额。不支持同一队伍的成员异地比赛。指导老师及本队伍之外的其他

人员，均不得在场。如有校方安排的监考人员/技术保障人员，需于 9 月 14 日-16 日

将监考/技术支持人员的身份信息及联络方式报备给分赛区，比赛过程中监考/技术支持

人员不得进场，统一在门外静候。

2. 会议准备：队伍需提前安装腾讯会议客户端，并于 9 月 14 日-16 日向各分赛区提前报

备初赛预备出席/缺席的人员名单。比赛开始前，分赛区将统一安排线上会议签到，确

保实际参赛人员与名单一致。

3. 账号准备：队伍需提前注册坚果云账号，用于在比赛中进行赛题文件下载及作品上传。

请在坚果云官网 https://www.jianguoyun.com 进行账号注册。一支队伍仅使用一个账号，

无需下载客户端。

4. 证件准备：所有参赛成员需每人携带自己的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同时携带盖章的比赛报

名表原件一份，并于比赛开考前展示，以便于监考人员在线核对参赛人员的身份。

5. 现场要求：每个赛队需在一个相对安静、独立，无干扰的教室或房间，现场光线明亮，

不逆光，保证满足监考设备的布置和使用要求。不同赛队，禁止在同一考场进行比赛。

6. 设备要求：要求使用带有摄像头的手机和手机支架、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或 pad 平板设

备，通过腾讯会议进入线上考场，摄像头分辨率须达 1080P 及以上，并保证设备电量

充足，提前准备好充电设备。

7. 网络要求：至少百兆宽带环境，应具有线宽带、WIFI、4G/5G 网络等两种以上网络条件，

建议 10Mbps 以上，手机建议单独配备上网流量卡，确保网络信号良好以满足比赛要求。

五、比赛纪律

1. 比赛线上签到统一检查参赛人员身份证及报名表，严禁代考、串考；

2. 赛项开考迟到者则不能入场，如整支赛队缺席，则该赛项判为零分；

3. 比赛必须按照报备分赛区的签到名单参赛，严禁代考、串考、闲杂人等进入考场或线上

会议室；

4. 比赛中允许使用多台电脑，笔记本或台式机均不限；现场比赛用的电脑需提前接受检查，

不得使用主机位/辅机位电脑进行监考以外的操作；

5. 比赛中允许查阅纸质资料；

6. 比赛中不可使用电脑中预备的模板、代码、模型、图表等有利于答题的文件及资料，仅

限使用比赛下发的文件及允许使用的赛项软件工具和坚果云平台；

7. 比赛中不可使用监考会议系统之外的其他任何通讯设备（包括监考设备之外的手机）、

任何其他通讯及工具软件（包括微信、QQ、百度云、或坚果云之外的其他网页），不

允许使用百度、谷歌等网站搜索工具；

8. 比赛中可以使用空白 U 盘拷贝文件，需为空白 U 盘，所使用的 U 盘需提前接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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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支队伍须独立完成比赛，不得进行任何超出本队伍之外的通讯交流和协助；

10. 比赛过程中，如遇网络或信号等原因造成的通信效果不佳或中断等故障时，参赛成员/
校方安排的监考人员/技术保障人员须立即联系本队伍所对应的分赛区联络人，并按照

要求进行恢复或启动应急预案。

11. 比赛过程中，如整支队伍的所有主机位和辅机位从腾讯会议中掉线，而在监考人员与该

赛队场外技术支持人/比赛队员/赛队指导老师连续进行三次电话联络后仍无任何响应，

则作违规处理，取消比赛资格；

12. 如队伍比赛过程中需上厕所，或有任何异常状况需反馈，则需面向监考机位举手示意，

并与监考人员说明情况。如厕时间为 5 分钟，离场及返场前接受监考人员检查，不得

携带通讯工具或 U 盘出入考场。如需离场 5 分钟以上，则不得再次返回考场。

六、评审规则

比赛评审专家委员将本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按照规定的评审要求和规则，对所负责

赛项的参赛作品进行独立评分，及审定参赛的获奖队伍。成绩说明：

1. 单个赛项成绩：参赛队伍的每个赛项成绩，为该赛项所有评委的所打分数的平均分；两

个赛项分值相同，满分均为 100 分。

2. 初赛综合成绩：参赛队伍的最终初赛成绩，由两个赛项所得分数累加而成。

七、奖项和晋级

1. 各分赛区初赛评奖独立，分别按照成绩先后排名评出本赛区的获奖队伍及晋级队伍。初

赛获奖证书由大赛主办单位颁发，获奖队伍每名选手各获一张。

2. 每个赛区的获奖比例一致，均为本赛区参赛队伍数量的 60%，其中一等奖 10%，二等

奖 20%，三等奖 30%。
3. 本科组晋级总决赛队伍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60 支赛队，每个分赛区晋级比例原则上不超

过 10%，按照赛队综合成绩排名及每所学校晋级队数不超过 2 队的原则。各个赛区的晋

级比例相等。

4. 各分赛区初赛成绩排名前 30%但未能进入决赛的队伍（按照每所学校不限制获奖队伍数

原则），颁发决赛综合三等奖证书。

八、举报与申诉

1. 比赛开始起至比赛结束后 2 小时内，各参赛队如有发现其他队伍存在作弊、抄袭等违规

行为，或发现不符合大赛要求和赛项规程规定的赛场管理、竞赛执裁、及工作人员的不

规范行为等，可及时进行举报；如发现因以上违规行为影响到本队伍的成绩与排名，可

及时进行申诉。

2. 举报或申诉主体为赛队指导老师，其须向执委会监督仲裁委员会递交亲笔签字的书面举

报信/申诉信。书面报告应对举报/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相关依据等

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非书面、无实名、无充分凭证、超时提交的举报信/申诉

信，均不予受理。

3. 监督仲裁委员会将在收到举报或申诉后的 1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向举报人/申诉人

反馈复议结果，对违规赛队的成绩及所获奖项予以取消，对涉事工作人员/组织进行通

报批评并取消该院校参赛队伍的成绩及所获奖项，对因故导致成绩及排名有误的队伍予

mailto:举报信或申诉报告，均需赛队相关老师签字后，将纸质版递交至组委会，或扫描后发送组委会邮箱info@cmes-imic.org.cn。组委会将在收到举报或申诉后进行复核，对违规赛队所获奖项予以取消，对成绩有误的队伍予以勘正及公布。非实名的举报/申诉，均视为无效意见。
mailto:举报信或申诉报告，均需赛队相关老师签字后，将纸质版递交至组委会，或扫描后发送组委会邮箱info@cmes-imic.org.cn。组委会将在收到举报或申诉后进行复核，对违规赛队所获奖项予以取消，对成绩有误的队伍予以勘正及公布。非实名的举报/申诉，均视为无效意见。
mailto:举报信或申诉报告，均需赛队相关老师签字后，将纸质版递交至组委会，或扫描后发送组委会邮箱info@cmes-imic.org.cn。组委会将在收到举报或申诉后进行复核，对违规赛队所获奖项予以取消，对成绩有误的队伍予以勘正及公布。非实名的举报/申诉，均视为无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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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勘正及重新公布。监督仲裁委员会裁定为最终裁定。

4. 举报/申诉信提交方式：请将纸质版举报信/申诉信直接递交至监督仲裁委员会，或将举

报信/申诉信扫描后发送至 info@cmes-imic.org.cn 邮箱，并联络监督仲裁委员会（ 楼

老师 15000550562）。

九、其它

附件 1： 【初赛赛项说明】

附件 2： 【分赛区队伍名单】

其它赛事组织安排与服务信息、比赛操作指南及相关要求，将于后续通知文件及大赛官网中

公告，请关注赛事官网 http://cmes-imic.org.cn 及大赛微信群通知。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大赛执委会

2022 年 9 月 2 日

mailto:举报信或申诉报告，均需赛队相关老师签字后，将纸质版递交至组委会，或扫描后发送组委会邮箱info@cmes-imic.org.cn。组委会将在收到举报或申诉后进行复核，对违规赛队所获奖项予以取消，对成绩有误的队伍予以勘正及公布。非实名的举报/申诉，均视为无效意见。
mailto:可将纸质版直接递交监督仲裁组，或拍照/扫描后发送至组委会邮箱info@cmes-imic.org.cn并联络相应工作人员。
mailto:可将纸质版直接递交监督仲裁组，或拍照/扫描后发送至组委会邮箱info@cmes-imic.org.cn并联络相应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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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赛

初赛赛项说明（本科组）

赛项：工业网络组网与网络安全

1. 比赛时间：120 分钟

2. 比赛形式：线上下发赛题，现场答题，答题结束后上传结果

3. 软件及工具：电脑、Office 软件（Word、PowerPoint、Excel、Visio 或其他可编辑 Word

文档、绘制流程图、网络设计图等的工具软件）、PDF 阅读器。

4. 赛题方向：在掌握工业网络组网与网络安全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能够分析工业场景需求，

进行网络设计、网络配置等应用。

5. 赛题范围：网络通讯原理、以太网组网与配置、工业网络设计方法、网络安全设计与配置、

工业交换机与路由器配置等。

6. 提交文件：提交答卷文件

7. 评分依据：知识掌握的准确性、网络设计的合理性和规范性、网络配置的正确性等

8. 评分规则：评委专家分别打分，取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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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数字孪生与仿真

1. 比赛时间：120 分钟

2. 比赛形式：线上下发赛题，现场答题，答题结束后上传结果

3. 软件及工具：电脑、西门子 Tecnomatix -Process Simulate v16.0 以上版本、西门子博图

v16、PLCSIMAdvanced 3.0、Office 软件、PDF 阅读器

4. 赛题方向：在数字孪生系统上根据要求进行虚拟产线的组装、配置及虚拟调试，使虚拟产

线按规定工艺流程运行。

5. 赛题范围：数字孪生模型的组装、配置、运动逻辑定义、PLC 编程、虚拟调试等。

6. 提交文件：实现效果录屏文件、Process Simulate 模型文件、PLC 项目打包文件

7. 评分依据：模型配置的完整性、产线运行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代码书写的规范性、实现效

果的流畅性、创新性等

8. 评分规则：评委专家分别打分，取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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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赛

初赛赛区队伍名单（本科组）

西安交通大学赛区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第二小队 39 西南民族大学 搬砖小分队

2 上海建桥学院 保留队 40 西南民族大学 千里之行

3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小分队 41 西南民族大学 星跳水立方

4 上海建桥学院 不管怎么样都要拿奖队 42 西南科技大学 精益制造 001

5 上海海事大学 火车头队 43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never back down 队

6 四川大学 TFBOYS 44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2048

7 兰州理工大学 苏世民队 45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嘉州钵钵鸡

8 台州学院 材控智能一队 46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智创未来

9 台州学院 材控智能二队 47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啊对对对

10 扬州大学 魔法会跳舞 48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三带一队

11 扬州大学 矩阵革命 49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芜湖

12 扬州大学 格物创新 50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种子二号

13 扬州大学 致知力行队 51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鸡汤来喽

14 西安交通大学 三得利乌龙茶 52 昆明理工大学 发际线跟我作队

15 西安交通大学 1 53 呼伦贝尔学院 筑梦战队

16 西安交通大学 积极干饭队 54 呼伦贝尔学院 草原雄鹰

17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之光 55 宝鸡文理学院 风向标

18 西安交通大学 智造小分队 56 宝鸡文理学院 必成功

1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Hephaestus 57 宝鸡文理学院 2180

20 西安科技大学 西科秦风翱翔 58 宝鸡文理学院 日月星河

21 西安航空学院 西航智能 001 59 宝鸡文理学院 戈彤和小房说的都队

22 西安航空学院 西航智能 01 60 宝鸡文理学院 精进队

23 西南石油大学 海绵宝宝水母搜捕大队 61 宝鸡文理学院 受不了了开摆队

24 西南民族大学 胜羽队 62 宝鸡文理学院 晨曦队

25 西南民族大学 追求极限小队 63 宝鸡文理学院 大部队

26 西南民族大学 驱魔人 64 宝鸡文理学院 星火队

27 西南民族大学 指日可待队 65 宝鸡文理学院 宝文理智能大队

28 西南民族大学 智能 66 宝鸡文理学院 主旋律

29 西南民族大学 WAB 67 宝鸡文理学院 传奇队

30 西南民族大学 美少女战队 68 宝鸡文理学院 我们队

31 西南民族大学 张美琪队 69 宝鸡文理学院 LZL

32 西南民族大学 一起向前队 70 陕西科技大学 化光为能团队

33 西南民族大学 械械你 71 陕西科技大学 乒乓 A 梦

34 西南民族大学 华生战队 72 重庆工商大学 锤虫队

35 西南民族大学 天机战队 73 重庆工商大学 小太阳（xty）智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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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西南民族大学 栀子花 74 重庆科技学院 不破不立队

37 西南民族大学 友谊队 75 重庆科技学院 登峰造极队

38 西南民族大学 百炼 G 能 G 造 76 重庆科技学院 多喝热水

合肥工业大学赛区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 大连民族大学 重案六组 39 江苏大学 江大智造队

2 大连民族大学 麦克斯韦方程组 40 江苏大学 三个诸葛亮

3 大连民族大学 六神无组 41 汕头大学 头大智造冲冲冲！

4 大连民族大学 风雨无组 42 汕头大学 一张王冠

5 大连民族大学 盛意山河组 43 安徽工程大学 若逐凌云志队

6 大连民族大学 光宗耀组 44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工程大学智造队

7 大连民族大学 定值电组 45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超越数字队

8 大连民族大学 手可摘星辰 46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元宇宙

9 大连科技学院 溜溜糖 47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初生队

10 大连科技学院 啊，对对对 48 郑州轻工业大学 SGZ

11 大连科技学院 桥洞底下盖小被 49 河南工学院 河工起航

12 大连科技学院 专业团队 50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熬夜不秃头

13 大连海洋大学 海枫组 51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创新先锋

14 大连海洋大学 青工队. 52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N 维创意

15 大连海洋大学 鸿途 53 河南理工大学 省一梦之队

16 大连海洋大学 The pioneers 54 河南理工大学 可乐队

17 大连理工大学 米奇妙妙屋 55 河南理工大学 阿对对

18 上海电机学院 SDJU_KKIP 2 队 56 河南理工大学 小栗子队

19 上海电机学院 SDJU_KKIP 1 队 57 河南理工大学 星光组

20 广东工业大学 冲冲冲 58 南阳理工学院 啊对对

21 广东工业大学 早知能寄 59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ICC

22 广东海洋大学 焊接小分队 60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念白队

23 广东海洋大学 “液”“挫”越勇 61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开拓者

24 广东海洋大学 质量检测小组 62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全力以赴

25 广东理工学院 藏龙卧虎队 63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西瓜子

26 广州航海学院 向阳而生 64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随便对队

27 广州航海学院 The Waves 65 洛阳理工学院 尚拙不器

28 东莞理工学院 智能梦工厂 66 洛阳理工学院 追梦队

29 华北电力大学 华电小队 67 洛阳理工学院 雄鹰队

30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啊对对队 68 洛阳理工学院 勇越者

31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逐火三英桀队 69 洛阳理工学院 先锋队

32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干净又卫生队 70 厦门华厦学院 沉舟争魁

33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建模小分队 71 厦门华厦学院 奇思妙想

34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奇峰小队 72 集美大学 虚拟仿真小组

35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73 集美大学 高能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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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大摆才算摆队 74 集美大学 新青年

37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维周之翰队 75 集美大学 无电电池

38 江苏大学 二次待续 76

上海大学赛区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 九江学院 机械之眼 39 沈阳城市学院 机器人队

2 九江学院 跃起动力 40 沈阳科技学院 面向未来

3 上海大学 啊队队队 41 沈阳科技学院 离冬枳

4 上海大学 笑出强大 4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IEer

5 上海大学 鹰击长空 43 青岛大学 文谦队

6 上海交通大学 交大智造 44 青岛大学 扬帆起航队

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爱拼才会赢 45 青岛大学 机电智能

8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FAKUYABB 46 青岛大学 我看行队

9 东北大学 NEU 开摆队 47 青岛大学 我做的队

10 东北大学 WZ 48 青岛大学 现学现卖队

11 东北大学 双碳瞄准队 49 南昌大学 Pluto

12 东北大学 东北虎 50 南昌大学 会的都对不会也全队

13 东北大学 多功能医疗小队 51 南昌大学 戒卷所

14 东北大学 相柳氏 52 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威斯盟队

15 东北大学 虚拟小队 53 南昌大学 起名字好难之三人行队

16 齐鲁工业大学 无敌对怼队 54 南昌大学 甄嬛传 10 级学者队

17 齐鲁工业大学 长清湖的海鸥 55 南昌大学 磨锤子队

18 齐鲁工业大学 努力冲奖队 56 南昌航空大学 二仙桥

19 江汉大学 飞鹰队 57 南昌航空大学 牛牛

20 江汉大学 汪汪队 58 南昌航空大学 好运连连队

21 江汉大学 学习使我快乐队 59 济南大学 引领未来

22 江汉大学 春花秋月 60 浙江理工大学 MAN IN GREEN

23 江汉大学 喵喵队 61 浙江理工大学 三人成行队

24 沈阳工业大学 book 思议队 62 浙江理工大学 你觉得对不

25 沈阳工业大学 工程设计队 63 浙江理工大学 卷心菜队

26 沈阳工业大学 不负韶华队 64 浙江理工大学 草莓奶冻

27 沈阳工业大学 双王组合 65 浙江理工大学 起名字也太难了

28 沈阳工业大学 知岸 66 浙江理工大学 啊对对队

29 沈阳工业大学 笃行队 67 浙江理工大学 捷禾晚舟

30 沈阳工业大学 逐梦队 68 浙江理工大学 维克特瑞队

31 沈阳工业大学 晨旭队 69 浙江理工大学 智能制账

32 沈阳工学院 无限可能 70 营口理工学院 极锐团队

33 沈阳工学院 史莱克战队 71 营口理工学院 勇敢者战队

34 沈阳工学院 对不队 72 营口理工学院 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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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沈阳工学院 沈工智能团队 73 营口理工学院 智孪队

36 沈阳工学院 指望另一队 74 湖南大学 快乐星球队

37 沈阳工学院 智造未来 75 湖南大学 岳麓山智能小分队

38 沈阳工学院 智能联动队 76 湖南大学 通宵学习发际线与我作队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赛区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 山东科技大学 贝叶斯公式 39 苏州城市学院 机器不学习

2 山东科技大学 SuddeN 40 苏州城市学院 不管什么都

3 山东科技大学 天韵队 41 苏州城市学院 苏州城市学院21机电

4 山东科技大学
恒迅智汇-煤炭开采设

备智能诊断解决方案
42 南京工业大学 miracle 队

5 山东科技大学 极光 2.0 43 南京工业大学 智能制造先疯队

6 山东科技大学 serendipity 44 南京工业大学 创建一直智能队伍

7 山东科技大学 发奋图强 45 南京工业大学 云创

8 山东科技大学 五行缺金队 46 南京工业大学 浩瀚宇宙与海洋队

9 山东科技大学 LZZ 47 南京工程学院 说什么我都啊对对队

10 山东科技大学 天天向上 48 南京工程学院 智能随想队

11 山东科技大学 千鸿科技 49 南京工程学院 志远队

12 山东科技大学 啊对队 5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智造梦

13 山东科技大学 起风了 5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智周万物

14 山东科技大学 茂珍 5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苦力怕小队

15 山东科技大学 分拣小队 53 南京理工大学 我爱智造

16 山东科技大学 森森科创团队 54 南京理工大学 智能制造队

17 东华大学 疯狂吃手手都写不队 55 南京理工大学 Vigil

18 江苏海洋大学 百事队 56 南京理工大学 新能源网安联队

19 苏州大学 阳澄湖三闸蟹 57 南京理工大学 怒放的菊花

20 苏州大学 SCU-AI 智造队 58 南京理工大学 IM 队

21 苏州大学 山竹队 59 南京理工大学
Intelligent To

Future

22 苏州大学 嘉然今天吃什么 60 南京理工大学 ∑cHo³

23 苏州大学 北斗星 61 南京理工大学 智润

24 苏州大学 苏大阳村队 62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智能制造精品制造

25 苏州大学 贾维斯 63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特工组

26 苏州大学 汪汪联盟队 64 浙大城市学院 菜鸟队

27 苏州大学 奥创纪元队 65 浙大城市学院 石头门

28 苏州大学 智能小队 66 浙大城市学院 严格把控组

29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67 浙江工业大学 雏鹰凯旋队

30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桃园三结义 68 浙江大学 工人代表队

31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二元一次方程组 69 浙江大学 三墩镇人民公园

32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捣蛋大队 70 浙江大学 三人成行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赛执委会

12

33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做啥都队 71 浙江农林大学 冲击队

34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进击的虎虎队 72 浙江农林大学 v587

35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你说的都队 73 常熟理工学院 玛卡巴卡小分队

36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星星王者 74 常熟理工学院 兜兜小分队

37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黑八 75 嘉兴南湖学院 南湖之光

38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ABC 76 嘉兴南湖学院 测控一队

武汉理工大学赛区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 上海电力大学 机电花果山 39 武汉纺织大学 熬夜不秃头队

2 上海电力大学 上摆下寄 40 武汉纺织大学 伍一六队

3 上海电力大学 给你创一下 41 武汉纺织大学 薪光小队

4 上海电力大学 GK 战队 42 武汉纺织大学 好好学习吧

5 山东英才学院 乘风破浪 43 武汉纺织大学 巧夺 PLCOAR

6 山西工学院 飞翔队 44 武汉纺织大学 《机智过人》小组

7 山西工学院 你说对就队 45 武汉纺织大学 IAET

8 山西工学院 蒸蒸日上队 46 武汉科技大学 两头猪

9 山西工学院 创 47 武汉科技大学 别与此同时的小队

10 山西工学院 永不言败 48 武汉科技大学 3z 队

11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智强战队 49 武汉理工大学 智行合一

12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智新战队 50 武汉理工大学 马房山智造厂

13 天津工业大学 格物致知队 51 武汉理工大学 Siemens Go

14 天津大学 天大智造 52 武汉理工大学 智能机器人爱好者

15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

学
千机宗匠 53 武昌工学院 彩旗飘飘

1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回收装置队 54 武昌工学院 Newboys

1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Mental Fire 55 武昌工学院 蓝天

1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未来城市“智慧呼吸树”

系统的开发设计
56 武昌工学院 南天队

1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热解团队 57 武昌工学院 槐花队

20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翻斗花园队 58 武昌工学院 CWC

2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石大队 59 青岛农业大学 Fing My Heart

22 中南大学 求求别闪退了 60 贵州大学 光棍司令队

23 中南大学 伍六七 61 贵州大学 yyds 队

24 中南大学 汤汤蒸蒸 62 贵州大学 应该都队

25 中南大学 加藤惠太可爱啦 6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勇敢牛牛

26 中南大学
黔东北二人转-冉东风、

黄乾松
64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啥都能造

27 中南大学 LYT 65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攻城狮

28 中南大学 CSU_wyc 66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敢死队

29 中南大学 这三人 tql 队 67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仙人掌在长城开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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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 CIOO 工作室 68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碳和化生物队

31 中南大学 智能智涨队 69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阿对对队

32 同济大学 重在参与队 70 湖北工业大学 湖工勇士队

33 同济大学 黄渡先润队 71 湖北工业大学 2077

34 同济大学 中国制造业未来之光 72 湖北工业大学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队

35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73 湖北工业大学 TOP

36 同济大学 试作型智能生产线 T0 74 湖北工业大学 蓝波湾

37 武汉工程大学 红色齿轮 75 湖北民族大学 就决定是你了

38 武汉工程大学 夕阳红老年团 76 湖北民族大学 微光

哈尔滨工业大学赛区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1 大连工业大学 智能制造 670 39 吉林大学 不会起名队

2 大连工业大学 超级小组 40 吉林农业大学 卓创队

3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

工程学院
大连蛤蜊代表团 41 河海大学 WWL 小队

4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

工程学院
歪瑞顾德 42 河海大学 123321

5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

工程学院
艺信 sinoenergy 43 河海大学 虎啊虎啊队

6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

工程学院
GPBZ 小队 44 河海大学 wyh123

7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

工程学院
花果山 45 河海大学 风林火山

8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套娃大队 46 河海大学 摆烂小队

9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云端 47 河海大学 H.I.M

1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莱比锡不苦胡桃 48 河海大学 三人行

11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智能未来 49 河海大学 智能队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无颜灭队 50 河海大学 踏浪者

13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擎苍 51 河海大学 河海小分队

14 长春工业大学 不想丸辣 52 河海大学 造起来了

15 长春工业大学 长春工大 IMST 53 河海大学 517

16 长春工业大学 未来之光 54 河海大学 加油努力

17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

院
探索队 55 哈尔滨工业大学 灵图队

18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

院
MK 创客队 56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不可思议队

19 长春大学 牛牛战队 57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程小队

20 长春光华学院 智能创新团队 58 深圳技术大学 荒泷派坪山小分队

21 长春理工大学 智造无限 59 深圳技术大学 说的都队

22 东北电力大学 西门武大金莲的故事 60 深圳技术大学 白昼

23 东北电力大学 一路向前 61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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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东北电力大学 一路向北 62 渤海大学 优万团队

25 东北电力大学 东电斯格勒突击队 63 渤海大学 杂木成林

26 东北电力大学 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64 渤海大学 江山代有才人秃队

27 北华大学 工控人家 65 渤海大学 不负韶华

28 北华大学 登山队 66 渤海大学 智能风暴队

29 北华大学 三人众 67 渤海大学 “车帮帮”小分队

30 北京工业大学 IBH 队 68 渤海大学 脑电波小队

31 北京工业大学 做的都队 69 渤海大学 学佳超队

32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全自动倒圆角机设计 70 渤海大学 地图构建家居机器人

33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彩球自动输送机设计 71 渤海大学 我们说的队

34 北京建筑大学 追光发电小队 72 渤海大学 qml

35 北京理工大学 智造云梦队 73 渤海大学 筑梦引航队

36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智造 74 渤海大学 三个臭皮匠

37 辽宁科技大学 NYY 三次方 75 渤海大学
疫路花开-数字赋能机

械云养植装置

38 吉林大学 发际线和我作对 76 渤海大学 雄狮少年

* 提示

请各参赛队核对以上赛队信息与报名表一致，如有问题，于通知发布后 3日内反馈执委会联系人：李老师，电话：17701617024
（微信同号）。如无及时反馈或提供无效证据，则以本名单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