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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智能制造赛

本科生组决赛获奖名单公示
 各参赛院校、选手：

          2022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智能制造赛本科生组决赛获奖名单公示如下：

（一）主办方奖项

本科组综合成绩奖

学校 队名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 奖项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黄皓宇 韩子琪 郑少杰 蔡万利 唐堂 一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刘明熠 陈柏翰 林希宁 杨照坤 李文贤 一等奖

同济大学 黄渡先润队 钟敏烨 曾维晨 罗子铖 李梦如 一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智造小分队 丁小浩 封志岗 王文彬 李晶 杨立娟 赵丹 一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王熙原 侯旭东 张翔 訾斌 刘征宇 王帅 一等奖

南昌大学 会的都对不会也全队 李玮诺 李鸿梅 胡勇 杨大勇 熊鹏文 廖玮 一等奖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闫振 黄宝忠 李彦霖 宋巍 王林森 一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说的都队 罗逸冲 张亦凡 林太升 林希宁 杨照坤 李文贤 一等奖

江汉大学 喵喵队 雷洛 邵梦淇 袁俊豪 轩亮 刘晓卉 一等奖

大连理工大学 米奇妙妙屋 刘昱麟 张家源 孟祥涛 金晗 王云赫 一等奖

南京工业大学 云创 石泽华川 秦镇楠 郭律融 孙付仲 袁鸿 程文洁 一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奇峰小队 万羽亮 韩帅 胡乐乐 祖磊 徐东镇 陈甦欣 一等奖

南京理工大学 智润 朱浩泽 周孝霆 吴昊 柳林燕 田梦楚 陈豪 一等奖

武汉纺织大学 熬夜不秃头队 胡堃 王坚勇 袁广 周国鹏 樊飞 饶成 一等奖

湖北工业大学 TOP 闫钦 高智鹏 邱高 殷希彦 李西兴 一等奖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桃园三结义 王天宇 李智 杨艳戎 王海霞 程晓 王林森 二等奖

广东工业大学 冲冲冲 朱红宇 郑骁煜 张展铖 赵荣丽 俞爱林 冷杰武 二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逐火三英桀队 白晨浩 柯嘉彪 李昆洋 彭开元 胡孔元 董方方 二等奖

东华大学 疯狂吃手手都写不队 虞倪萍 仇薛宸 黄施振 宙 张朋 张洁 二等奖

武汉纺织大学 IAET 熊王乐 迅 张吴佳权 弛 杜利珍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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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 通宵学习发际线与我作队 窦浩轩 李博 袁鹏 朱克忆 金秋谈 李娟 二等奖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三带一队 陈奎 唐浩力 熊玉文 谭安平 杨飞 谢斌 二等奖

上海电机学院 SDJU_KKIP 1队 袁航 朱元捷 任思哲 苏庆刚 张泽坤 二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小分队 吴俊杰 孔彪 李阳 董嘉伟 张迪 马秀娟 二等奖

苏州大学 奥创纪元队 李政辰 周远恒 杨承昀 杨宏兵 刘亚运 王传洋 二等奖

南京理工大学 我爱智造 吴文瑞 周浩 施润 柳林燕 二等奖

上海大学 鹰击长空 丁佳文 邹嘉淼 朱越辰 沈南燕 吴洋 田应仲 二等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翻斗花园队 汪垚旭 李凯奇 李子珂 李肖 李伟 袁新安 二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三得利乌龙茶 张众一 李一帆 黄日琢 赵丹 李晶 杨立娟 二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智周万物 郑琪 缪劭炜 赵帅杰 郭宇 黄少华 张立童 二等奖

江汉大学 汪汪队 张琳 项盛奎 陈雨晗 轩亮 余五新 二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第二小队 文鼎灏 杨远锋 熊鸿 董嘉伟 王亚东 许宇飞 二等奖

河海大学 摆烂小队 欧阳琦 翟永康 方志良 顾文斌 苑明海 裴凤雀 二等奖

南昌航空大学 二仙桥 刘炜 杨远 许少明 左红艳 鲁宇明 洪连环 二等奖

广东工业大学 早知能寄 刘瀚点 蔡桂章 周可松 张浩 赵荣丽 张定 二等奖

浙江理工大学 草莓奶冻 王志杰 陈雨 章家威 赵欣怡 李浩然 程骁 二等奖

苏州大学 汪汪联盟队 闵颢翰 孙齐政 王坤 杨宏兵 王传洋 孙荣川 二等奖

武昌工学院 蓝天 王启澳 梁云飞 陈子康 邱旋 王伟 王卉军 二等奖

武昌工学院 南天队 叶荣坤 喻业鹏 陈勇 邱旋 王卉军 江晓明 二等奖

河海大学 踏浪者 姚坤 陈双双 王嘉怡 苑明海 裴凤雀 二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001 黄军敬 张齐翔 李彧博 杨立娟 李晶 陈富民 二等奖

长春工业大学 不想丸辣 王钰庭 李嘉睿 孟凡禄 张振国 杨宏韬 李秀兰 二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上摆下寄 顾申杰 汪家宁 彭炜 吴炳晖 赵阳 宋丽斐 二等奖

南京工业大学 浩瀚宇宙与海洋队 石浩辰 刘洋 沈宇 程文洁 袁鸿 孙付仲 二等奖

浙江理工大学 维克特瑞队 赵丹珺 王欣欣 王颖 赵欣怡 宋奇 蔡高参 二等奖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芜湖 潘国涛 凌国峰 田豪 左施施 袁敏 向茜 二等奖

武汉理工大学 智行合一 张浩轩 谢颂恩 王磊 李益兵 二等奖

汕头大学 一张王冠 张春 郑冠鹏 王虎禅 毛忠发 黄建锋 熊智 二等奖

上海大学 啊队队队 杨荣耀 廉亚珂 熊中毅 蔡红霞 吴洋 田应仲 二等奖

湖南大学 岳麓山智能小分队 谢璧泽 梁杰 陈晴 朱克忆 金秋谈 二等奖

厦门华厦学院 奇思妙想 洪少波 陈第荣 方逸君 万瑾 廖耿斌 谭文奇 三等奖

扬州大学 格物创新 鲍霆峰 刘晓宇 陈志平 寇海江 张帆 三等奖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ABC 杨杰睿 朱建林 王玉珏 邢青青 范利辉 三等奖

上海海事大学 火车头队 高雨桐 贺安心 李国伟 王尧 嘉红霞 三等奖

江苏大学 江大智造队 魏铭 顾振涛 魏元宝 任国栋 毛卫平 王文波 三等奖

广东理工学院 藏龙卧虎队 朱冠庆 庞宇佳 张政 高志远 黎志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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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 智能 田凯旭 李竟兢 唐飞 向伟 邓彦松 蒋玉莲 三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GK战队 许炳 王志洪 龙思清 吴炳晖 宋丽斐 赵阳 三等奖

上海大学 笑出强大 刘晓龙 李浩鹏 廖毅 李静 吴洋 田应仲 三等奖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不可思议队 付嘉加 杨仪鹏 刘思远 李跃峰 王玉魁 郭超众 三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积极干饭队 林新宇 马煜森 刘楚鹏 李晶 赵丹 杨立娟 三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之光 韦家鑫 陈红海 孙成祥 杨立娟 李晶 徐亮 三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大摆才算摆队 姚晨彧 宋先科 林立强 訾斌 刘征宇 三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干净又卫生队 刘伟洲 李奕诚 刘亚东 彭开元 王帅 三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建模小分队 刘祥程 毕佳宾 陈陈 祖磊 徐东镇 三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维周之翰队 曹晨 孙明昊 杨逸驰 张玺 彭开元 三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啊对对队 丛添瑞 卢浩 王景硕 胡孔元 董方方 三等奖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做啥都队 路佳霖 柳智慧 高伟 职山杰 任勇 王勇刚 三等奖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黑八 王东明 张嘉烨 孙士航 王爽 陈雅 三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白昼 周刘成 于洋 杨柳奕 许彬彬 杨旭 陈菲 三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荒泷派坪山小分队 谢灿宇 焦梓豪 邱霖烁 许彬彬 杨旭 陈菲 三等奖

本科组系统集成与调试单项奖

学校 队名 获奖学生 奖项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闫振 黄宝忠 李彦霖 一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王熙原 侯旭东 张翔 一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智造小分队 丁小浩 封志岗 王文彬 一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刘明熠 陈柏翰 一等奖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黄皓宇 韩子琪 郑少杰 一等奖

南昌大学 会的都对不会也全队 李玮诺 李鸿梅 胡勇 一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奇峰小队 万羽亮 韩帅 胡乐乐 二等奖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桃园三结义 王天宇 李智 杨艳戎 二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逐火三英桀队 白晨浩 柯嘉彪 李昆洋 二等奖

同济大学 黄渡先润队 钟敏烨 曾维晨 罗子铖 二等奖

江汉大学 喵喵队 雷洛 邵梦淇 袁俊豪 二等奖

东华大学 疯狂吃手手都写不队 仇薛宸 黄施振 倪萍 二等奖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三带一队 陈奎 唐浩力 熊玉文 三等奖

上海电机学院 SDJU_KKIP 1队 袁航 朱元捷 任思哲 三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小分队 吴俊杰 孔彪 李阳 三等奖

苏州大学 奥创纪元队 李政辰 周远恒 杨承昀 三等奖

上海大学 鹰击长空 丁佳文 邹嘉淼 朱越辰 三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说的都队 罗逸冲 张亦凡 林太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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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组生产系统分析与优化单项奖

学校 队名 获奖学生 奖项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黄皓宇 韩子琪 郑少杰 一等奖

同济大学 黄渡先润队 钟敏烨 曾维晨 罗子铖 一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刘明熠 陈柏翰 一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说的都队 罗逸冲 张亦凡 林太升 二等奖

南京工业大学 云创 石泽华川 秦镇楠 郭律融 二等奖

南昌大学 会的都对不会也全队 李玮诺 李鸿梅 胡勇 二等奖

大连理工大学 米奇妙妙屋 刘昱麟 张家源 孟祥涛 二等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翻斗花园队 汪垚旭 李凯奇 李子珂 二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智造小分队 丁小浩 封志岗 王文彬 二等奖

江汉大学 喵喵队 雷洛 邵梦淇 袁俊豪 三等奖

广东工业大学 冲冲冲 朱红宇 郑骁煜 张展铖 三等奖

武汉纺织大学 IAET 王乐 熊迅 吴佳权 三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王熙原 侯旭东 张翔 三等奖

武汉纺织大学 熬夜不秃头队 胡堃 王坚勇 袁广 三等奖

南京理工大学 智润 朱浩泽 周孝霆 吴昊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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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组数字孪生与仿真单项奖

学校 队名 获奖学生 奖项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奇峰小队 万羽亮 韩帅 胡乐乐 一等奖

湖南大学 通宵学习发际线与我作队 窦浩轩 李博 袁鹏 一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小分队 吴俊杰 孔彪 李阳 一等奖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闫振 黄宝忠 李彦霖 一等奖

河海大学 踏浪者 姚坤 陈双双 王嘉怡 一等奖

湖北工业大学 TOP 闫钦 高智鹏 邱高 一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王熙原 侯旭东 张翔 二等奖

上海大学 鹰击长空 丁佳文 邹嘉淼 朱越辰 二等奖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第二小队 文鼎灏 杨远锋 熊鸿 二等奖

南京工业大学 云创 石泽华川 秦镇楠 郭律融 二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说的都队 罗逸冲 张亦凡 林太升 二等奖

武昌工学院 南天队 叶荣坤 喻业鹏 陈勇 二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逐火三英桀队 白晨浩 柯嘉彪 李昆洋 三等奖

浙江理工大学 维克特瑞队 赵丹珺 王欣欣 王颖 三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三得利乌龙茶 张众一 李一帆 黄日琢 三等奖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桃园三结义 王天宇 李智 杨艳戎 三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刘明熠 陈柏翰 三等奖

上海电力大学 GK战队 许炳 王志洪 龙思清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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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组工业网络组网与网络安全单项奖

学校 队名 获奖学生 奖项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王熙原 侯旭东 张翔 一等奖

湖南大学 通宵学习发际线与我作队 窦浩轩 李博 袁鹏 一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三得利乌龙茶 张众一 李一帆 黄日琢 一等奖

东华大学 疯狂吃手手都写不队 一等黄施振 倪萍 仇薛宸 奖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一等陈柏刘明熠 翰 奖

武汉纺织大学 熬夜不秃头队 胡堃 王坚勇 袁广 一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奇峰小队 万羽亮 韩帅 胡乐乐 二等奖

湖南大学 岳麓山智能小分队 谢璧泽 梁杰 陈晴 二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智造小分队 丁小浩 封志岗 王文彬 二等奖

南京理工大学 智润 朱浩泽 周孝霆 吴昊 二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说的都队 罗逸冲 张亦凡 林太升 二等奖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黄皓宇 韩子琪 郑少杰 二等奖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逐火三英桀队 白晨浩 柯嘉彪 李昆洋 三等奖

南昌大学 会的都对不会也全队 李玮诺 李鸿梅 胡勇 三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 积极干饭队 林新宇 马煜森 刘楚鹏 三等奖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闫振 黄宝忠 李彦霖 三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 荒泷派坪山小分队 谢灿宇 焦梓豪 邱霖烁 三等奖

同济大学 黄渡先润队 钟敏烨 曾维晨 罗子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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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奖项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人才能力认证证书

学校 队名 获奖人员 证书名称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黄皓宇 韩子琪 郑少杰

TÜV Rheinland Certified Integrated Competence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刘明熠 陈柏翰

同济大学 黄渡先润队 钟敏烨 曾维晨 罗子铖

西安交通大学 智造小分队 丁小浩 封志岗 王文彬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王熙原 侯旭东 张翔

南昌大学 会的都对不会也全队 李玮诺 李鸿梅 胡勇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闫振 黄宝忠 李彦霖

深圳技术大学 说的都队 罗逸冲 张亦凡 林太升

江汉大学 喵喵队 雷洛 邵梦淇 袁俊豪

大连理工大学 米奇妙妙屋 刘昱麟 张家源 孟祥涛

南京工业大学 云创 石泽华川 秦镇楠 郭律融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奇峰小队 万羽亮 韩帅 胡乐乐

南京理工大学 智润 朱浩泽 周孝霆 吴昊

武汉纺织大学 熬夜不秃头队 胡堃 王坚勇 袁广

湖北工业大学 TOP 闫钦 高智鹏 邱高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奇峰小队 万羽亮 韩帅 胡乐乐

 TÜV Rheinland Certified Production Line Planner

湖南大学 通宵学习发际线与我作队 窦浩轩 李博 袁鹏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小分队 吴俊杰 孔彪 李阳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闫振 黄宝忠 李彦霖

河海大学 踏浪者 姚坤 陈双双 王嘉怡

湖北工业大学 TOP 闫钦 高智鹏 邱高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闫振 黄宝忠 李彦霖

TÜV Rheinland Certified  Production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ician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王熙原 侯旭东 张翔

西安交通大学 智造小分队 丁小浩 封志岗 王文彬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刘明熠 陈柏翰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黄皓宇 韩子琪 郑少杰

南昌大学 会的都对不会也全队 李玮诺 李鸿梅 胡勇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黄皓宇 韩子琪 郑少杰

 TÜV Rheinland Certified Machine Visual Inspection Analyst同济大学 黄渡先润队 钟敏烨 曾维晨 罗子铖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刘明熠 陈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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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培训证书

学校 队名 获奖人员 证书名称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黄皓宇 韩子琪 郑少杰

自动化系统工程师培训证书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刘明熠 陈柏翰

同济大学 黄渡先润队 钟敏烨 曾维晨 罗子铖

西安交通大学 智造小分队 丁小浩 封志岗 王文彬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王熙原 侯旭东 张翔

南昌大学 会的都对不会也全队 李玮诺 李鸿梅 胡勇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闫振 黄宝忠 李彦霖

深圳技术大学 说的都队 罗逸冲 张亦凡 林太升

江汉大学 喵喵队 雷洛 邵梦淇 袁俊豪

大连理工大学 米奇妙妙屋 刘昱麟 张家源 孟祥涛

南京工业大学 云创 石泽华川 秦镇楠 郭律融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奇峰小队 万羽亮 韩帅 胡乐乐

南京理工大学 智润 朱浩泽 周孝霆 吴昊

武汉纺织大学 熬夜不秃头队 胡堃 王坚勇 袁广

湖北工业大学 TOP 闫钦 高智鹏 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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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认证证书

学校 队名 获奖人员 证书名称

同济大学 你不对我队 黄皓宇 韩子琪 郑少杰

Process Simulate助理工程师认证证书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刘明熠 陈柏翰

同济大学 黄渡先润队 钟敏烨 曾维晨 罗子铖

西安交通大学 智造小分队 丁小浩 封志岗 王文彬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王熙原 侯旭东 张翔

南昌大学 会的都对不会也全队 李玮诺 李鸿梅 胡勇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Nefelibata 闫振 黄宝忠 李彦霖

深圳技术大学 说的都队 罗逸冲 张亦凡 林太升

江汉大学 喵喵队 雷洛 邵梦淇 袁俊豪

大连理工大学 米奇妙妙屋 刘昱麟 张家源 孟祥涛

南京工业大学 云创 石泽华川 秦镇楠 郭律融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奇峰小队 万羽亮 韩帅 胡乐乐

南京理工大学 智润 朱浩泽 周孝霆 吴昊

武汉纺织大学 熬夜不秃头队 胡堃 王坚勇 袁广

湖北工业大学 TOP 闫钦 高智鹏 邱高

湖南大学 通宵学习发际线与我作队 窦浩轩 李博 袁鹏

上海建桥学院 维承小分队 吴俊杰 孔彪 李阳

河海大学 踏浪者 姚坤 陈双双 王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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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培训证书

学校 队名 获奖人员 证书名称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小摆不算摆 王熙原 侯旭东 张翔

工业以太网助理工程师培训证书

湖南大学 通宵学习发际线与我作队 窦浩轩 李博 袁鹏

西安交通大学 三得利乌龙茶 张众一 李一帆 黄日琢

东华大学 疯狂吃手手都写不队 仇薛宸 黄施振 倪萍

深圳技术大学 Hurricane 卢剑豪 刘明熠 陈柏翰

武汉纺织大学 熬夜不秃头队 胡堃 王坚勇 袁广

    公示说明：

1、本科生组决赛获奖名单于2022年12月2日起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期结束后，各参赛队获奖名单正式生效。

2、公示期内如对获奖名单存在质疑，可向大赛监督仲裁委员会发送邮件进行申诉。大赛邮箱：info@cmes-imic.org.cn。

3、如队伍信息有误，请于2022年12月7日18:00前反馈大赛执委会，如无及时反馈或提供无效证据，则以本名单为准。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智能制造赛执委会

2022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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