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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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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赛高职组决赛获奖名单公示如下：

（一）主办方奖项

高职组综合成绩奖
学校 队名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 奖项

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 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 朱中铭 张茁昂 章霄榆 张俊 王小祥 魏宁宇 一等奖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沈职院智能制造大赛一队 陶金翰 和育民 杨丰鞠 关颖 罗丹 一等奖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控雄鹰队 骆乾 成诚 崔鹏飞 陈华奎 刘丽 刘进福 一等奖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我们都一样 罗嘉鹏 杨世忠 金华飚 池治玮 二等奖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队 宁嘉伟 王天赐 程子华 甘学沛 余楷鑫 二等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功林 白志华 王思恒 刘美珍 袁俊宝 朱丽青 二等奖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公用事业技师学院一队 刘金宝 刘强 徐振华 叶春晓 赖建评 陈培淇 二等奖

云南省玉溪技师学院 勇士队 崔向权 吕谨辰 段李平 张旻 宋文红 张燕 二等奖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view future队 尹鹏程 王立盛 逄昊璇 刘晓龙 杜勤第 郝亚丽 二等奖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控黑马队 朱晓晨 张艳 舒桓 凌松 李永杰 马锋 二等奖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梦一队 朱明铭 杨梦浩 曾琳峰 王志海 三等奖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公用事业技师学院二队 卢志彬 陈嘉乐 李建佳 赖建评 陈培淇 马晓燕 三等奖

云南省玉溪技师学院 快船队 刀涛 陈宇豪 李自永 韩磊 陈子威 侯跃云 三等奖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4队 赵承名 罗锦辉 程子华 余楷鑫 张福利 三等奖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孤勇者 秦辉闽 谭令 吴杭 骆峰 胡菡 李智 三等奖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沈职院智能制造大赛二队 雍兆东 孟祥慧 郭嘉麒 王国欣 祝溪明 三等奖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国家队 宋鹏军 雷乐梵 钟建豪 周欢欢 钟辉 三等奖

淄博职业学院 脚踏实地队 徐鹏龙 姚世涛 张焕昊 张明奎 三等奖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 赵嘉乐 王薇 李颖 李夜 三等奖

淄博职业学院 啊对对对队 杨学才 邱相斌 郭平航 李金亮 三等奖



高职组数字孪生与仿真单项奖

学校 队名 获奖学生 奖项

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 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 朱中铭 张茁昂 章霄榆 一等奖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我们都一样 罗嘉鹏 杨世忠 金华飚 一等奖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队 宁嘉伟 王天赐 二等奖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控雄鹰队 骆乾 成诚 崔鹏飞 二等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功林 白志华 王思恒 三等奖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view future队 尹鹏程 王立盛 逄昊璇 三等奖

高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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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沈职院智能制造大赛一队 陶金翰 和育民 杨丰鞠 一等奖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公用事业技师学院一队 刘金宝 刘强 徐振华 一等奖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控雄鹰队 骆乾 成诚 崔鹏飞 二等奖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公用事业技师学院二队 卢志彬 陈嘉乐 李建佳 二等奖

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 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 朱中铭 张茁昂 章霄榆 三等奖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我们都一样 罗嘉鹏 杨世忠 金华飚 三等奖



（二）企业奖项

摩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调试员培训证书

学校 队名 获奖人员 证书名称

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 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 朱中铭 张茁昂 章霄榆

工业以太网高级调试员培训证书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沈职院智能制造大赛一队 陶金翰 和育民 杨丰鞠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控雄鹰队 骆乾 成诚 崔鹏飞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公用事业技师学院一队 刘金宝 刘强 徐振华

       公示说明：

1、高职组决赛获奖名单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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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