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九届山东省高校机器人大赛比赛成绩（公示）

序号 赛项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院校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 双足竞步机器人 Porigin 青岛理工大学 鹿爱丽、武帅、高佳绪、党腾、李宗辉 邢丽娟 一等奖

2 双足竞步机器人 电创双足1队 青岛黄海学院 陈峥、白航源、王振宇、王大志、纪光洋 曾实现 一等奖

3 双足竞步机器人 Aimer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朱盛荣、刘欣、李晓晗 丁华刚、毕延刚 一等奖

4 双足竞步机器人 NO.11 山东科技大学 李晨、李智、于其楷、郭俊峰、侯国伟 隋涛 一等奖

5 双足竞步机器人 对不队 菏泽学院 王晓凡、亓文泽、王禧龙、崔章旭 周景雷 二等奖

6 双足竞步机器人 神鸟组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贾子涵、李俊逸、王秀宇、李海鹏、刘艳泉 郑宏 二等奖

7 双足竞步机器人 鸵鸟组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张震、刘彦兵、李雨晴、李金玉、步高阳 戈娟 二等奖

8 双足竞步机器人 蜂鸟队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郑凯艺、张健、孙国利、李晓蓓、盖晓峰 孙会来 二等奖

9 双足竞步机器人 马克NAO 青岛农业大学 刘兴浩、张豪、张聪、刘轩呈、胡毅然 李娟 二等奖

10 双足竞步机器人 左腿一流 青岛农业大学 郭德达、李宏福、李秉帅、景西东、田少华 李娟 二等奖

11 双足竞步机器人 ZMP 青岛农业大学 公冯豪、王宗鼎、袁成坤、阎春廷、李昂 白皓然 二等奖

12 双足竞步机器人 轮子队 青岛滨海学院 丁凯伦、孟凡奇、任明星、刘渊、王亚楠 陈立刚 三等奖

13 双足竞步机器人 电创双足2队 青岛黄海学院 李硕、王佳磊、王恩军、马铭、徐振旭 朱青青 三等奖

14 双足竞步机器人 电创双足3队 青岛黄海学院 刘亚辉、马玉潇、薄基文、李颜伸、宫晓阳 刘树龙 三等奖

15 双足竞步机器人 机电梦之队 菏泽学院 王同泽、王旭龙、郁金霖、侯泽昊、颜鹏辉 李忠广 三等奖

16 双足竞步机器人 科创一队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刘永芮、张子然、吕宏宇、王晗、吴兴郭 乔晋崴 三等奖

17 双足竞步机器人 Robot 山东科技大学 刘铮、李浩哲、王雷、孙振琪、李科锦 崔保春 三等奖

18 双足竞步机器人 黄金右脚 青岛农业大学 郭庆增、郭庆豪、张哲宾、李荣浩、邢津维 李娟 三等奖

19 双足竞步机器人 RNG 青岛农业大学 刘哲、张海婷、邱茂森、迟宝森、赵旭涵 白皓然 三等奖

20 机器人灭火 静香队 青岛滨海学院 夏召庆、郝春森、谢玮、陈晨、王海齐 陈立刚 一等奖

21 机器人灭火 梦想队 青岛滨海学院 底浩勇、夏宇、张学骜、李新凯、王英贤 李永光 一等奖

22 机器人灭火 智控一队 青岛黄海学院 韩军晓、王俊盛、赵元昊、张鹏举、路广禄 牛海春 一等奖

23 机器人灭火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山东科技大学 朱婧熹、崔宇轩、苗蓬雨、王煜、许瑞兴 刘秀芝 一等奖

24 机器人灭火 日薪越亿 山东科技大学 段元奕、滕延福、刘家博、鲁秀磊、王宗吉 沈怡平 一等奖

25 机器人灭火 不知火无 山东科技大学 王韶阳、胡华昌、薄天成、初延泽、程子超  王立华 一等奖

26 机器人灭火 龙之队 青岛滨海学院 马康龙、钟水连、刘付炎、张旭阳、崔洪馨 陈立刚 二等奖

27 机器人灭火 安方队 青岛滨海学院 温学营、毛修泽、荆广明、吴昊、张新凯 陈振军 二等奖

28 机器人灭火 逐梦 青岛滨海学院 徐顺成、徐浩然、王春青、赵东升、王宝华 李瑞 二等奖

29 机器人灭火 科创一队 青岛黄海学院 胡德水、邵淇、王开阳、许霞 刘培学 二等奖

30 机器人灭火 科创五队 青岛黄海学院 安宏江、刘田瑞、王月南 陈会伟 二等奖

31 机器人灭火 智控二队 青岛黄海学院 王振宇、王德源、林立业、王姝婷、张卿 陈玉杰 二等奖

32 机器人灭火 火箭队 菏泽学院 于为旭、张忠辉、刘文景 张海英 二等奖

33 机器人灭火 起凡2队 潍坊科技学院 兰希超、蒋红慧、李娜、张浩 孙红伟 二等奖

34 机器人灭火 机器人漫步者 山东科技大学 邹茂珍、张良涛、鄢华康、王福俊、徐斌 郭梅 二等奖



35 机器人灭火 芳心纵火 山东科技大学 鹿麟、王昊晨、李宁、王艺喆、李纪辉 郭梅 二等奖

36 机器人灭火 山科消防 山东科技大学 刘远衡、刘官政、周宏、杜昕哲、任萍 许琳、宋保业 二等奖

37 机器人灭火 划水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杨宇航、刘晓然、王征、邓涵文、张志超 韩立立 三等奖

38 机器人灭火 消防大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胡远航、赵俣名、周封涵、邹天成、邓笑言 郭亮 三等奖

39 机器人灭火 火炎焱燚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蔡肇棋、陈长青、李凯、许洪宁、周一帆 马士腾 三等奖

40 机器人灭火 一二三队 青岛滨海学院 崔润祥、李威、单鹏宇、薛勇杰、王中山 张万里 三等奖

41 机器人灭火 速达队 山东科技大学 修忠辰、徐兴宇、王兆尊、赵圣琳、马风滨 王海霞 三等奖

42 机器人灭火 我把航母开翻了 山东科技大学 周斌、周大江、冯昌文、尤九州、李彧涵 尹唱唱 三等奖

43 机器人灭火 博人传 山东科技大学 张楠、杨振民、杨荆柯、韩开睿、郭伟旭 孟庆祥 三等奖

44 机器人灭火 勇往直前队 山东科技大学 于润乐、张峻硕、张凯芃、张诗睿、刘坤蕃 吕英俊 三等奖

45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啥也不是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付珂瑞、曾清源、周曼、李傲然、胡瑞 李莉 一等奖

46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JUST DO IT 青岛滨海学院 陈福坦、许鹏、宋世晨、于伟江、朱秀奇 杨学凤 一等奖

47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星火队 青岛滨海学院 孙冲、江龙、李成龙、朱海、于金龙 刘翠 一等奖

48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交通一队 青岛黄海学院 王恩磊、郭靖、古元佳、房泳臻、曹墨文 宋海燕 一等奖

49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科创四队 青岛黄海学院 王天赐、鲁天阔、杜冰涛、王雲锌 闫东 一等奖

50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智控三队 青岛黄海学院 张黎明、陈庆高、蔡逢雨、吕顺田、马庆辉 牛海春 一等奖

51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电创避障2队 青岛黄海学院 刘成龙、乔林通、李伊凡、姜鑫、窦全清 邵瑞影 一等奖

52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最强机甲 潍坊科技学院 倪传浩、董家迪、孟令皓、巴志龙、杨建鹏 李守奎 一等奖

53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避障小车 曲阜师范大学 王成龙、朱禛祚、刘泽伟、山婷婷、廖文辉 闫绍敏 一等奖

54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嵙彳亍 山东科技大学 马泽超、吴越、贾毅乾、付兴琛、王一多 卢文娟 一等奖

55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大聪明机器人 山东科技大学 黄一哲、蔡泽光、张腾、季嘉沂、李亚轩 于凯 一等奖

56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迷惑机器人 山东科技大学 付嘉骏、焦体淇、李传博、齐保金、孙浩楠 高宏岩 一等奖

57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沃斯林北队 山东科技大学 李浩文、蔡毅伟、孟祥瑞、朱振明、姚心淳 沈怡平 一等奖

58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LHL 山东科技大学 李超凡、栗向锋、韩明旭、徐兴宇、李亚轩 孟庆祥 一等奖

59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啥也不会对不队 山东科技大学 毕鑫鹏、陈金刚、高硕、孟永、徐琳 刘春晖 一等奖

60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成功上岸队 山东科技大学 凌子杰、刘瀚文、朱雪冬、张晶、段会龙 高正中、孟庆祥 一等奖

61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The dream team 山东科技大学 刘兴杰、董翔宇、付冲、胡继英朔、李潇潇 陆翔 一等奖

62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风之子 山东科技大学 赵冠皓、贾锡瑞、白宇、刘莞晴、刘俊江 陆翔 一等奖

63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偷影子的人 山东科技大学 吴忠强、王草原、王钇博、许珂振、黄伊晨 陆翔 一等奖

64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山科向前队 山东科技大学 王泽谦、李振宇、高涵彬、陈路、谷彦达 陆翔 一等奖

65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你说得都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晓栋、李浩楠、鲁光喜、高宇栋、骆火模 潘浩 二等奖

66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所以叫啥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丁进、王赫、孙海宜、孟佳璐、何智豪 马士腾 二等奖

67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混不到省一不离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陈泽荣、姜宪福、陈志钦、翁泽、李其杰 马士腾 二等奖

68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Vulcan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江寒、赵磊、李永翰、吴美聪、郝静 潘浩 二等奖

69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飓风队 青岛滨海学院 刘德志 、刘盛源、卢堃、刘祎博、张佳楠 陈立刚 二等奖

70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犹豫就会败北 青岛滨海学院 汪雨航、李新杰、刘婉婷、郝朝阳、许瑞 邸改 二等奖

71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梦中雨队 青岛滨海学院 康俊淇、黄文卓、张鹏飞、张越超、白宇琪 陈立刚 二等奖

72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电子梦之队 青岛滨海学院 董岩、刘津豪、肖楠、夏强强、赵政宇 韩程章 二等奖

73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交通二队 青岛黄海学院 罗文良、耿春雷、宋彦辰、王志敏、张泽辰 李华光 二等奖



74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交通三队 青岛黄海学院 王富甲、任顺、朱龙国、姜晓雪、姜慧君 曹爱霞 二等奖

75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交通四队 青岛黄海学院 洪滋博、刘文斌、刘佳辉、王小雪、李卓鹏 杜友威 二等奖

76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电创避障3队 青岛黄海学院 李昱、岳喜硕、谭伟琳、李云飞、沈建强 宋慧 二等奖

77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世界和平队 菏泽学院 梁佳伟、任玉豪、王皙方 周景雷 二等奖

78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拯救者队 菏泽学院 李俊、安宁、房可心、高广云、高天旭 张海英 二等奖

79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千鹤队 菏泽学院 李晓东、纪云霄、王泰瑞 侯建华 二等奖

80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弯道车神 潍坊科技学院 刘澔旸、韩金浩、魏亚飞、荆玉创、李霁洋 田会 二等奖

81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起凡1队 潍坊科技学院 刘文政、南逸伶、刘延天琪、刘继远 孙红伟 二等奖

82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智障小分队 山东科技大学 王学鹏、张硕、张鹏程、陈永昂、王雅斤 崔保春 二等奖

83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旺仔小分队 山东科技大学  张浩、张帅、焦世东、褚洪淳、张可欣 吕常智 二等奖

84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Kris 山东科技大学 赵承宇、李明捷、史凯宁、周厚银、杜海鑫 卢文娟 二等奖

85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TUF 山东科技大学 杨舜清、冯明宇、张先德、李政岳、程德鑫 刘春晖 二等奖

86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THE DREAM TEAM 山东科技大学 闫金泽、范培皓、李卓轩、沈瑞丽、王可心 陆翔 二等奖

87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越险队 山东科技大学 郝淼、徐玉鹏、张家胜、华硕、葛翔宇 陆翔 二等奖

88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古怪的青蛙 山东科技大学 彭昱润、王靖翔、李广、梁如阳、徐胜杰 陆翔 二等奖

89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无名队 山东科技大学 胡金明、魏咸若、张博、张皓明、田成 丁庆安 二等奖

90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星梦队 山东科技大学 王斌、张志豪、沈维祥、张晓敏、牛群 丁庆安 二等奖

91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奋力向前队 山东科技大学 张春涛、李怀彤、张培鑫、陈福佳、李全 丁庆安 二等奖

92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海底捞小队 山东科技大学 秦稳凯、程宇辰、白兴凯、张振、范寒冰 陆翔 二等奖

93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智造未来小分队 山东科技大学 张舒、王作林、赵子萱、付一哲、张祥宇 吕英俊 二等奖

94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CY创客 山东科技大学 刘运嘉、刘文暄、葛宇杰、陈欣悦、楚进凯 吕英俊 二等奖

95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智信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胡园、梁子浩、李亚博、苑天豪、贾立建 吴琼 三等奖

96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有何不可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张润庚、贝仕豪、李乘锐、许浩然、王佳煦 齐玉娟 三等奖

97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交通五队 青岛黄海学院 文思硕、宋子龙、程文韬、李金斗、栾志辉 刘纪新 三等奖

98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交通六队 青岛黄海学院 侯子桓、徐振双、于卓、姜凯文、徐明洋 安菲菲 三等奖

99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科创二队 青岛黄海学院 朱树昊、邱福博、黄帅、邢悦坤 陈会伟 三等奖

100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智控四队 青岛黄海学院 冯宇轩、李天利、刘延奇、冯明晨、邱正祥 曹爱霞 三等奖

101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电创避障4队 青岛黄海学院 谭信勇、西益辉、孔庆蕊、王大志、杜羽龙 刘娜 三等奖

102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志高队 菏泽学院 刘振玉、孟宇、万国民、臧俊恒、王峰 李振武 三等奖

103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团结队 青岛理工大学理学院 刘泽、袁继凤、王芳、刘广顺、郑曜 王玉辉 三等奖

104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脚踏实地队 青岛理工大学理学院 史长淳、赵晨龙、薛东坤、陈勇男、付明昊 王淑梅 三等奖

105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雷神组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徐硕、朱林兴、李朝阳、魏振顺、尚方正 王明禄 三等奖

106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一起加油 曲阜师范大学 于惟旺、王梦钶、崔凯、庞亚敏、孙康昕 孔祥新 三等奖

107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上分小队二队 曲阜师范大学 隋明月、李亚轩、初金泉、王一凡、王昊 孔祥新 三等奖

108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上分小队 曲阜师范大学 姚旭、孙铭阳、周芃、刘秋君、许心蕊 滕艳 三等奖

109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你说的都队 山东科技大学 朱小龙、王楷毅、王轩、徐越 尹唱唱 三等奖

110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智障小车队 山东科技大学 李孟宸、周晨、孙宇辰、马天宇、唐和 张晓 三等奖

111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Dream 山东科技大学 蒲禛睿、白勇杰、申莹、于鑫雨、符佳歆 郭梅 三等奖

112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智障小车不智障 山东科技大学 王宇璇、辛彦毅、杨佳瑞、董叶桐、滕熙雨 高正中 三等奖



113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popping队 山东科技大学 路东鹏、马鹏翔、董金耀、赵恩、田心语 孟庆祥 三等奖

114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小车小车向前冲 山东科技大学 史茗元、李森、辛诗琪、刘世豪、荆淑萍 隋涛 三等奖

115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Racing-Squad 山东科技大学 江晟、孔文凯、战其东、李宇晴、巩治鑫 隋涛 三等奖

116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龙飞向前冲 山东科技大学 张明玥、刘婕、冯益翔、王善超、王龙飞 骆兰帅 三等奖

117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托马斯小队 山东科技大学 代禾洋、张伟、刘万顺、臧永锴、邵恩泽 孟庆祥 三等奖

118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EDANB 山东科技大学 王晓强、魏尧、黄振浩、杨松林、王相宇  梁慧斌 三等奖

119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叮叮车 山东科技大学 张磊昌、谷小爱、王浩宇、赵智贤、张鑫 陆翔 三等奖

120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开拓者 山东科技大学 聂睿杰、王继增、朱未、王建峰、栾晓蕊 陆翔 三等奖

121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相亲相爱一家人 山东科技大学 宋号奇、李琳琳、吴迪、马德杰、张晓晴 郝建军 三等奖

122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生医小车避障 山东科技大学 冯志鸿、张广吉、韩瑞轩、李鑫龙、韩浩 陆翔 三等奖

123 智能避障避险小车 凌钰战队 山东科技大学 王以军、李朝阳、靳丙、范慧妍、王继勋  闫祥东 三等奖

124 Roban任务挑战赛 遇见鲁班队 青岛科技大学高密校区 王欣瑶、吕永杰、李贺、王祥凯、刘佳乐 曲震遵、李春家 一等奖

125 Roban任务挑战赛 齐奇战队 山东理工大学 马俊杰、廉凯新、刘谦、王督桢 苑城玮 二等奖

126 Roban任务挑战赛 鲁班小队 青岛科技大学高密校区 于瀚文、孙闻岳、王钰红、郑丁勇、王海源 贾文广、姚勇 三等奖

127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青科智协fly 青岛科技大学高密校区 张博文、赵丞、陈华争、刘子绮、王敬淳 梁晓明、高心心 一等奖

128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A&T队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宋洋、李叙宁、苑承舜、高源、崔晓润 丁华刚 一等奖

129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王牌飞行员 山东科技大学 王雷、杨雨森、王驰宇、尹立腾、孙传宇 于凯 一等奖

130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小飞机，呼 山东科技大学 许瑞兴、蔡泽光、赵文惠、葛迪、曹婵娟 陈升刚 一等奖

131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梦济九州科创团队 山东科技大学 李靖声、杨建宏、郭俊峰、刘咨辰、李彧涵 吕常智 二等奖

132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山科飞行队 山东科技大学 许志强、周智毅、王巍森、张荣煜、谭彦飞 高正中 二等奖

133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三勾 山东科技大学 李智、于其楷、王昊晨、李晨、孔文凯 刘秀芝 二等奖

134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FLIGHT 山东科技大学 刘官政、刘远衡、周宏、杜昕哲、任萍 宋保业 二等奖

135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WINGS飞行器 曲阜师范大学 王成龙、朱禛祚、刘泽伟、梁瑞、刘淑敏 闫绍敏 三等奖

136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王牌飞行队 山东科技大学 孙振琪、季嘉沂、张腾、张一诺、刘浩越 高正中 三等奖

137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芜湖，起飞！ 山东科技大学 崔宇轩、司鑫魁、王振东、朱婧熹、马鹏翔 刘秀芝 三等奖

138 空中飞行机器人（旋翼） OpenDevelop 山东科技大学 刘运嘉、刘文暄、楚进凯、葛宇杰、陈欣悦 吕英俊 三等奖

139 六足寻迹竞步赛 happy六足 青岛理工大学 宫鑫、蒋锟、贾琦琦、夏葳豪、孟令东 邢丽娟 一等奖

140 六足寻迹竞步赛 723队 青岛滨海学院 刘渊、孙冲、朱海、于金龙、李成龙 刘桂萍 一等奖

141 六足寻迹竞步赛 WALL-E Spider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杨东哲、李晓晗、朱炳阳 张艳艳、汪宁 一等奖

142 六足寻迹竞步赛 哇，有蜘蛛啊！！！ 山东科技大学 刘咨辰、崔宇轩、杨建宏、王振东、李靖声 刘秀芝 一等奖

143 六足寻迹竞步赛 汪汪队坐大牢 中国海洋大学 邱择鹏、周妍、蒋林均、江东权 李相坤 一等奖

144 六足寻迹竞步赛 明德致远队 青岛滨海学院 董岩、王亚楠、王海齐、封格妮、钟水连 钟仙凤 二等奖

145 六足寻迹竞步赛 大宝子队 青岛滨海学院 郝朝阳、崔洪馨、张旭阳、徐同辉、朱沛伦 汪瑞雪 二等奖

146 六足寻迹竞步赛 小飞侠 青岛滨海学院 丁凯伦、康俊淇、任明星、张鹏飞、黄文卓 陈立刚 二等奖

147 六足寻迹竞步赛 电创六足2队 青岛黄海学院 周孔生、秦静、尤劲恺、矫田帅、程志浩 刘纪新 二等奖

148 六足寻迹竞步赛 三人六足 中国海洋大学 李钰祥、王荫东、樊越、江枘岭、方心玥 任凭 二等奖

149 六足寻迹竞步赛 一起搞钱队 中国海洋大学 单子昊、林博 文宏宇 叶子鸣 卢国强 张磊 二等奖

150 六足寻迹竞步赛 江龙队 青岛滨海学院 江龙、刘津豪、夏强强、汪成、肖楠 陈立刚 三等奖

151 六足寻迹竞步赛 我始终亮剑 中国海洋大学 王瑞泽、宋广义、张智杰、李思琪、江志伟 张磊 三等奖



152 四足仿生机器人（小型组） 四足机器人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苑承舜、王伟栋、杜威廷、崔晓润、宋洋 张艳艳、孙檬檬 一等奖

153 四足仿生机器人（小型组） LCU-robotT1  聊城大学 周祥雨、郭文志、吕建军 张来刚 二等奖

154 四足仿生机器人（小型组） 淄博师专一队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传林,程天乐,张铱宸,刘禛,徐莹 梁旭 二等奖

155 四足仿生机器人（小型组） 战车工厂 山东交通学院 王冠乔、郭宗靖、马钰鑫、唐震宇、龙金坤 刘美丽、李国栋 三等奖

156 四足仿生机器人（中型组） 淄博师专二队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舒婷,杨汉鹏,李诚瑞,郝秋霖,金晓敏 刘建波 一等奖

157 四足仿生机器人（中型组） 乘风破浪队 山东交通学院 吴昊、时铭远、蔡庆坤、颜欣婷、何斐斐 高佼、杨福广 二等奖

158 四足仿生机器人（中型组） 梦工厂 山东交通学院 唐震宇、石耀铭、曲兆雨、邓涵、高鹏祥 张吉卫 二等奖

159 四足仿生机器人（中型组） 机甲小分队 山东科技大学 许浩、孔庆豪、李子晗、郭硕、胡吉瑞 刘明 三等奖

160 无人驾驶智能车 还没想好队 青岛理工大学理学院 邹畅、赵晨龙、鲁效龙、苗琦慧、成昊 刘尊年 一等奖

161 无人驾驶智能车 EEA二队 曲阜师范大学 谷晗、刘康文、张文哲、滕菲、何欣 黄金明 一等奖

162 无人驾驶智能车 小学二年级学车 山东科技大学 马步云、杨培炎、徐可超、朱铭、张鹏程 高正中 一等奖

163 无人驾驶智能车 TUF队 青岛理工大学理学院 宋杨、江纪、孙庆逊、张万友、李永鹏 王贵飞 二等奖

164 无人驾驶智能车 EEA一队 曲阜师范大学 徐麟涛、吕鑫鹏、时彦捷、王元升、胡春苗 黄金明 二等奖

165 无人驾驶智能车 EEA四队 曲阜师范大学 卢庆文、刘子丰、龙海强、宋志豪、单蔚 黄金明 二等奖

166 无人驾驶智能车 雪莲花队 鲁东大学 苏美世、刘文琪、黄子松、杨基鑫、兰发宝 张全忠 二等奖

167 无人驾驶智能车 干啥啥都行队 青岛理工大学理学院 郭光浩、施丽娟、仝川 沈美丽 三等奖

168 无人驾驶智能车 勇敢牛牛队 青岛理工大学理学院 刘泽、苏玉清、张晓晨、刘亚茹、尤玉琪 李宏升 三等奖

169 无人驾驶智能车 求破类队 青岛理工大学理学院 付明昊、厉冠均、吴冰、田崇航 夏欣 三等奖

170 无人驾驶智能车 有手就行队 青岛理工大学理学院 陈勇男、赵一鸣、郑振、史长淳、薛东坤 王宇琛 三等奖

171 无人驾驶智能车 对啥队 青岛理工大学理学院 金永豪、刘瑞祥、徐占瑶、郑博傲、徐孜和 高新亚 三等奖

172 无人驾驶智能车 低调队 青岛理工大学理学院 武旭飞、孙浩、李壮、高彭、张乙涵 张睿 三等奖

173 无人驾驶智能车 EEA三队 曲阜师范大学 王帅程、刘淑晗、王萍萍、王艺佳、王凯琳 黄金明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