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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 

2018RoboWork 机器人产业与教育大会 

 

主办单位    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方法教学指导委员会 

         

协办单位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认知系统与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 

              科技部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机器人专业委员会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办公室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 

 

地点时间    湖北省武汉市中国地质大学     2018年 4月 26-29日 

 

主席团 

名誉主席 

孙增圻  清华大学教授 

裴  钢  教育部创新方法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 

主  席 

孙富春  清华大学教授 

朱纪洪  清华大学教授 

冯  林  教育部创新方法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赖旭龙  中国地质大学副校长，教授 

王林清  中国地质大学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副主席 

吴季泳  科技部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机器人专业委员会主任 

李  刚  国际工程机器人联盟中国委员会主任，天津大学教授 

邵贝贝  清华恩智浦 NXP应用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陈言俊  教育部创新方法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教授 

余有成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办公室主任 

殷坤龙  中国地质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 

丁华峰  中国地质大学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院长，教授 



李  波  中国地质大学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教授 

秘书长 

王  军  中国矿业大学 

副秘书长 

王  强  中国地质大学 

 

技术委员会 

  

主任  委员  李汉军 （空军勤务学院） 

副主任委员  杨文飞 （陆军工程大学） 

技术委员（按姓名笔画排序） 

王立志 （山东大学） 邓  成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方  志 （南京工业大学） 王思明 （兰州交通大学）          

王  琪 （江苏科技大学） 王程民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左希庆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申忠宇  （南京师范大学）     

卢  涌 （解放军理工大学） 刘国栋 （江南大学） 

朱海荣 （南通大学）  匡敏驰 （清华大学） 

江鹏程 （装甲兵工程学院） 李  刚 （天津大学） 

李  懿 （西安航空学院） 张  力 （三峡大学） 

张  林      （南京晓庄学院）             杨文飞 （军械工程学院） 

杨数强 （洛阳师范学院） 汪语哲 （大连民族大学） 

汪帮富 （苏州科技大学） 金大海 （西安工程大学） 

罗永顺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林  华 （福州大学） 

周  伟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赵东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永瑞 （中国石油大学） 郭  健 （南京理工大学） 

胡福文 （北方工业大学） 徐瑞霞 （山东职业学院） 

殷蔚明 （中国地质大学） 崔庆权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谢旭红 （江西理工大学） 廖巨华 （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熊  慧 （天津工业大学） 薛  阳 （上海电力学院） 

 



组委会办公室 

王  强（开幕式等事宜）                 李向南（志愿者等事宜） 

杨文飞（比赛现场等相关事宜）           李玉莲（报名报到证书等事宜） 

报名方式 

 登陆 www.robotmatch.cn下载报名表； 

 2018年 3月 12日前，将填好后的报名表发送至大赛官方邮箱 robotatwork@163.com； 

 提交报名表后，5日内将赛事服务费 800元/队汇款至指定账户，不接受现场缴费。 

 

工程机器人产业与教育大会 

(一) 每年竞赛同时召开； 

(二) 邀请机器人企业代表介绍机器人最新发展趋势； 

(三) 邀请机器人专家学者探讨教育和竞赛； 

(四) 邀请参赛单位、优秀教师和队友分享经验。 

 

比赛项目设置 

一、社会力量组 01 

(一) 工程创新项目 01 

1) 工程创新设计赛 01 

2) 物联创新设计赛 02 

(二) 人工智能项目 02 

1) 灵巧手赛 01 

2) 外骨骼赛 02 

3) 智能义肢赛 03 

(三) 卡通动漫项目 03 

1) 卡通设计赛 01 

2) 动漫制作赛 02 

(四) 搬运工程项目 04 

1) 光电车型赛 01 

2) 摄像头车型赛 02 

3) 人型赛 03 

4) 创新设计赛 04 

(五) 双足竞步项目 05 

1) 单电机竞步赛 01 

2) 窄足赛 02 

3) 交叉足赛 03 

4) 体操赛 04 

5) 标准平台赛 05 

(六) 仿人竞速项目 06 

1) 标准赛 01 

2) 障碍赛 02 

(七) 仿生爬坡项目 07 

1) 双足仿人赛 01 

2) 四足仿生赛 02 

(八) 医学工程项目 08 

1) 技术挑战赛 01 

2) 创新设计赛 02 

(九) 工程越野项目 09 

1) 对抗赛 01 

2) 竞技赛 02 

3) 全地形赛 03 

(十) 仿人搏击项目 10 

1) 遥控赛 01 

2) 程控赛 02 

(十一) 空中机器人项目 11 

1) 小型四旋翼赛 01 

2) 中型六旋翼赛 02 

3) 标准平台赛 03 

(十二) 水中机器人项目 12 

1) 水中运送赛 01 

2) 绕标竞速赛 02 

(十三) 机器人舞蹈项目 13 

1) 双足仿人赛 01 

2) 多足仿生赛 02 

(十四) 机器人书法项目 14 

http://www.robotmat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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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笔书法赛 01 

2) 软笔书法赛 02 

(十五) 机器人射门项目 15 

1) 单人点射赛 01 

2) 三人点射赛 02 

(十六) 机器人赛车项目 16 

1) 对抗赛 01 

2) 竞技赛 02 

(十七) 机器人物流项目 17 

1) 快递分拣赛 01 

2) 快递配送赛 02 

(十八) 机器人移动项目 18 

1) 六足竞走赛 01 

2) 双轮竞速赛 02

 

二、研究生组 02 

※竞赛项目同社会力量组 

 

二、本科生组 03 

※竞赛项目同社会力量组 

 

二、职业院校组 04 

※竞赛项目同社会力量组 

 

奖励事项 

(一) 设置单项冠亚季军奖品； 

(二) 设置优秀组织单位、优秀指导教师、优秀裁判员、优秀志愿者等评选项目。 

 

重要事宜咨询方式 

 官方网站 www.robotmatch.cn 

 官方学生 QQ群（314935820/539829734），教师/企业 QQ群（259386217） 

 官方邮箱 robotatwork@163.com 

 项目咨询：杨文飞老师（社会力量组/研究生组/本科/职业院校组） 13831168989 

赵  希老师（中学组/小学组）                      18186822291 

 报名咨询：李玉莲老师 18238825206 

 报名事项、缴费事项、规则事项、赛制安排、比赛日程、奖励事项、系列研讨会等详细

安排请关注官网通知 

 未尽事宜详见后续官网通知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组委会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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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获奖注意事项   

(一) 2018年设置 RoboWork创新大奖一个，奖励人民币拾万元整（除此奖项外，其它均

不设置奖金）；创新大奖由各创新类单项的裁判长推荐，原则上为各单项冠军，特例情

况如多推荐或另行推荐需由单项裁判长书面说明，并由技术委员会另行组织二次评审；

创新大奖的水平应不低于挑战杯特等奖的技术水平，如由技术委员会讨论，确实当年作

品水平未达到获奖水平，则当年创新大奖空缺，奖励累计至下一年发放； 

(二) 各单项设置特等奖三名（冠亚季军）； 

(三) 各单项设置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原则上为 15%、25%，35%（此比例不包含特

等奖）； 

(四) 2018年企业赞助冠军奖品，各单项设置奖品的条件为报名单位数量≥20个，且报

名队伍数量≥30 个； 

(五) 为鼓励更多的单位参赛，同一参赛单位（校级、社会团体或公司级单位）在同一

单项比赛项目中进入冠亚季军的队伍只能有一个队伍；但原冠亚季军的一二三等奖获奖

等级不变； 

(六) 经技术委员会研究，可适当照顾首次参赛高校和西部院校等几个类别，在部分单

项中适当扩大获奖比例或直接提高获奖等级颁奖； 

(七) 各单项比赛实际名次在比赛现场盖章后公示，各校实际获奖情况请以领取到的纸

质版获奖证书为准。 

附二  报名注意事项 

(一) 报名表可在大赛官网 www.robotmatch.cn或 QQ群中下载；  

(二) 每个参赛队的领队最多 1人，指导教师最多 2人，参赛队员最多 3人； 

(三) 每个单位（可以大学校为单位，也可以各校二级学院/系为单位）各单项报名

队伍总数量≤4 支； 

(四) 建议各单位组织校内选拔并严格控制报名数量，超过报名总数的队伍视为总体

报名无效； 

(五) 机器人爱好者以个人身份参赛，报名类别为社会力量组，证书上不打印单位信

息、指导教师和领队等信息，只打印参赛队员信息；如以企业为单位，则报名类别为社

会力量组，证书上打印单位等全部信息； 



 

 

(六) 报名后 5日内将赛事服务费汇款至指定账户，否则视为报名无效； 

(七) 当某个组别报名单位数量≤10 个或报名队伍数量≤20 个时，经技术委员会审

定，酌情组合各组别并评奖。 

附三  参赛费用注意事项 

(一) 各参赛队食宿差旅费用自理； 

(二) 每单项每支参赛队收取赛事服务费 800元，用于大赛流程和组织费用； 

(三) 按照各参赛队实际报到的人员（含领队、指导教师、参赛队员），每人发放大

赛纪念 T恤一件； 

(四) 为尽早统计报名信息，安排比赛场地制作，鼓励各单位早报名早缴费，2017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缴费的队伍，报到时发放参赛队队员每人大赛期间四份餐券；2018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缴费的队伍，报到时发放参赛队队员每人大赛期间三份餐券；2018

年 2 月 28 日前完成缴费的队伍，报到时发放参赛队队员每人大赛期间两份餐券；2018

年 3 月 12 日前完成缴费的队伍，报到时发放参赛队队员每人大赛期间一份餐券；2018

年 3 月 12 日后完成缴费的队伍，报到时不发放餐券；（缴费信息以银行账户实际到账

为准） 

(五) 每份餐券可在参赛期间换领中餐或晚餐一份，餐券按照各队参赛队员实际报到

人数发放，每人限发一次，不重复发放； 

(六) 网络报名收到自动回复邮件后，5日内通过银行汇款方式缴纳； 

(七) 汇款后，将网银截图或汇款单据扫描件发送至邮箱 robotatwork@163.com； 

(八) 汇款账号 

1、 公司账号 

账户名称：淮安市零零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淮安市健康支行；账号：3200 1725 5360 5251 1838 

2、 个人账号 

账户名称：李玉莲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徐州中山北路支行；账号：6222 6202 3000 2122 809 

(九) 在报到现场凭汇款凭据和身份证，领取大赛正式通知和正式发票。 

附四 报到注意事项 

（一） 报到时需上交的技术资料 

1、 所有参赛队必须提供电子档的技术报告（www.robotmatch.cn 下载统一格式）； 

2、 各单项创新创意赛参赛代表队，必须将机器人作品制作、调试和演示过程自行

拍摄成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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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报到时，技术报告和视频材料有专人负责统一收集和拷贝。 

（二）  报到时需上交的其它材料 

1、 各参赛单位上交四号校旗一面，组委会统一悬挂，赛后自行取回； 

2、 各项目规则或另行通知中要求上交的材料。 

附五 大赛优秀组织单位和指导教师评选 

(一) 评选条件：（1）每个单项成绩排名前 3名的队伍，每支代表队可推荐一名优

秀指导教师候选人；（2）报名总队伍数超过 10个的学校，每校可推荐 1名优秀指导教

师候选人；（3）连续三年组织超过 20支代表队参加工程赛的单位，可以考虑授予“优

秀组织单位”称号； 

(二) 优秀指导教师填写申报表（www.robotmatch.cn 下载统一格式），在报到现场

或大赛结束前上交到组委会办公室；优秀组织单位由各单位直接向大赛秘书长联系申

请； 

(三) 每届大赛评选的优秀指导教师总数不超过大赛指导教师总数的 8%；每届大赛

评选的优秀组织单位总数不超过大赛参赛单位总数的 3%。 

附六 其它注意事项 

(一)     各单项赛前不再另行抽签，以报名缴费先后为比赛顺序，报名缴费越早比赛顺

序越靠后，以最终版秩序册为准； 

(二) 各单项竞赛规则中有关报名队伍数量、作品提交方式等所有与本通知相悖的条

款，均以本通知表述为准； 

(三) 本通知和各项目规则解释权归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组委会秘书

处，最终解释权归大赛技术委员会主任和大赛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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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七：各单项裁判长 

 

项目组别 项目名称 各项目裁判长 

社会力量组 

研究生组 

本科生组 

职业院校组 

工程创新项目工程创新设计赛 

工程创新项目物联创新设计赛 

生物医学工程项目创新设计赛 

人工智能项目灵巧手赛 

人工智能项目外骨骼赛 

人工智能项目智能义肢赛 

搬运工程项目创新设计赛 

李汉军 

搬运工程项目光电车型赛 王思明 

搬运工程项目摄像头车型赛 

搬运工程项目人型赛 薛阳 

双足竞步项目单电机竞步赛 

双足竞步项目窄足赛 孙方红 

双足竞步项目交叉足赛 

双足竞步项目标准平台赛 左希庆 

双足竞步项目体操赛 

卡通动漫项目卡通设计赛 

卡通动漫项目动漫制作赛 
赵永瑞 

仿人竞速项目标准赛 

仿人竞速项目障碍赛 

仿生爬坡项目双足仿人赛 

仿生爬坡项目四足仿生赛 

杨文飞 

生物医学工程项目技术挑战赛 

机器人书法项目硬笔书法赛 

机器人书法项目软笔书法赛 

机器人射门项目单人点射赛 

机器人射门项目三人点射赛 

朱海荣 

工程越野项目对抗赛 

工程越野项目竞技赛 杨数强 

工程越野项目全地形赛 王  琪 

仿人搏击项目遥控赛 

仿人搏击项目程控赛 李懿 

空中机器人项目小型四旋翼赛 

空中机器人项目中型六旋翼赛 

空中机器人项目标准平台赛 
匡敏驰 

水中机器人项目水中运送赛 

水中机器人项目绕标竞速赛 
胡福文 

机器人舞蹈项目双足仿人赛 

机器人舞蹈项目多足仿生赛 
汪帮富 

机器人赛车项目对抗赛 

机器人赛车项目竞技赛 

机器人物流项目快递分拣赛 

机器人物流项目快递配送赛 

卢涌 

机器人移动项目六足竞走赛 

机器人移动项目双轮竞速赛 殷蔚明 



 

 

附八：赛事日程表 

 赛 事 日 程 表  
(按赛事手册顺序比赛，不另行抽签；所有场馆开放时间为 7:00—21:00，夜间不开放； 

A 馆—西区体育馆；A 馆主馆—西区体育馆篮球馆；A 馆配馆—西区体育馆羽毛球馆； 

B 馆—大学生活动中心二楼；C 馆—工程楼；D 馆—北区体育馆） 

时间 日程 地点 备注 

4.25 15:00—17:00 专家组，工作组报到 
西区体育馆

北侧 
 

4.26 
8:00—17:00 报到环节 

西区体育馆

北侧 
实地测试 

全天开放 赛前测试 
A-D四个场

馆 

4.26 

13:00-21:00 

空中机器人项目小型四旋翼赛

1-40号 
B馆二楼  

搬运工程项目光电车型赛 

1-40号 
D 馆  

工程越野项目全地形赛 

1-40号 
D 馆  

20:00-21:00 

工程越野项目对抗赛抽签 A馆-主馆 抽签 

仿人搏击项目遥控赛、程控赛 A馆-主馆 抽签 

机器人赛车项目对抗赛 A馆-主馆 抽签 

 

4.27 

8:30-9:00 开幕式 A馆-主馆  

9:30—21:00 

工程创新项目工程创新设计赛、

物联创新设计赛 

生物医学工程项目创新设计赛 

人工智能项目灵巧手赛、外骨骼

赛、智能义肢赛 

搬运工程项目创新设计赛 

C 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搬运工程项目光电车型赛 

41-100号 
D 馆  

搬运工程项目摄像头车型赛、人

型赛 
D 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4.27 9:30—21:00 

双足竞步项目单电机赛 

双足竞步项目窄足赛 

1-60号 

D 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双足竞步项目交叉足赛 

1-100号 
D 馆  

卡通动漫项目卡通设计赛、动漫

制作赛 
C 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双足竞步项目体操赛 

1-60号 
D 馆 

仿人竞速项目标准赛、障碍赛 D 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医学工程项目技术挑战赛 A 馆  

工程越野项目对抗赛 A 馆  

工程越野项目全地形赛 

41号及以后 
D 馆  

仿人搏击项目遥控赛 A馆-主馆  

空中机器人项目小型四旋翼赛

41-110号 
B 馆  

水中机器人项目水中运送赛、绕

标竞速赛 
A馆-配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机器人舞蹈项目双足仿人赛、多

足仿生赛 
A馆-主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机器人赛车项目对抗赛、竞技赛 

机器人物流项目快递分拣赛、快

递配送赛 

A馆-配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机器人移动项目六足竞步赛、双

轮竞速赛 
A馆-主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注：休息时间：11:20—12:10    17:20—18:00      

4.28 8:00—21:00 

工程创新项目工程创新设计赛、

物联创新设计赛 

生物医学工程项目创新设计赛 

人工智能项目灵巧手赛、外骨骼

赛、智能义肢赛 

搬运工程项目创新设计赛 

C 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搬运工程项目光电车型赛 

101号及以后队伍号 
D 馆  

双足竞步项目窄足赛 

61号及以后队伍 
D 馆  

双足竞步项目交叉足赛 

101号及以后队伍 

双足竞步项目标准平台赛 

D 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双足竞步项目体操赛 

61号及以后队伍 
D 馆  

仿生爬坡项目双足仿人赛、四足

仿生赛 
D 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工程越野项目对抗赛、竞技赛 A馆-主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仿人搏击项目遥控赛、程控赛 A馆-主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空中机器人项目小型四旋翼赛

111号及以后队伍 

空中机器人项目中型六旋翼赛、

标准平台赛 

B馆二楼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机器人书法项目硬笔书法赛、软

笔书法赛 

机器人射门项目单人点射赛、三

人点射赛 

A馆-配馆 
同组裁判 

顺序进行 

部分赛项颁奖 A馆-主馆  

4.29 10:00—12:00 领取证书 A馆-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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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项目与参赛队伍 

1.工程创新项目工程创新设计赛（共 61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清华大学 清华创新队 

2 本科生组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 蓝鹰一队 

3 本科生组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 蓝鹰二队 

4 本科生组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 蓝鹰三队 

5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非凡队 

6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歼击出击 

7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New Bie 

8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头脑风暴 

9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文豪队 

10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司南队 

11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走到黑 

12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机器人队 

13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阿塔贝队 

14 本科生组 洛阳师范学院 雷鸣九号 

15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海豹突击队 

16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小 J 

17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易无体 

18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神无方 

19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饕餮 

20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妙手回春 

21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远航 8队 

22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远航 9队 

23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奔跑的蜗牛 

24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雪狼一队 

25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梦之队 

26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工程教育学院 垃圾清理工 

27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2队 

28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3队 

29 本科生组 辽宁科技大学 创新餐饮队 

30 本科生组 南通理工学院 萝卜乐队 

31 本科生组 南通理工学院 紫琅工控队 

32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BC 战队 

33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纵横战队 

34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恩尼格玛战队 

35 本科生组 皖西学院 皖创 1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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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本科生组 常熟理工学院 常熟理工创新队 

37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新源团队 

38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变形金刚 

39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郝郝科技 

4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快乐扳手 

4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攀登队 

4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薛定谔的猫 

43 本科生组 宿州学院 宇宇 

44 本科生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灵戟队 

45 本科生组 南京农业大学 三月 

46 本科生组 东北林业大学 东林三队 

47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1209 梦之队 

48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雷霆机器人团队 

49 本科生组 榆林学院 机器人创新 A队 

50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皓月队 

5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天人合一 

5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管道清理助手 

53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科瑞特队 

54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扬琴机器人队 

55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音乐先锋队 

56 研究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Z队 

57 研究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铁人拓荒者 

58 研究生组 东北林业大学 东林一队 

59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方新队 

60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音乐先锋队 

61 研究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工程创新一队 

2. 工程创新项目物联创新设计赛（共 13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 蓝鹰四队 

2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好丽友 

3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业 1 号 

4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物联队 

5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0 

6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管家机器人 

7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FTD 

8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一抹蔚蓝 

9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铁翼心空队 

10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缔造者一队 

11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地穴编织者 

12 研究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未来侦察兵 

13 研究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物联创新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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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项目灵巧手赛（共 9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参赛单位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清华大学 灵巧手队 

2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17队 

3 本科生组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厚技队 

4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惊蛰 

5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金色帽徽队 

6 本科生组 常熟理工学院 常熟理工巧手队 

7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神奇动物园 

8 本科生组 哈尔滨石油学院 机械先锋队 

9 研究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灵巧手一队 

4.人工智能项目外骨骼赛（共 1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机器人协会二队 

5. 人工智能项目智能义肢赛（共 3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天才少年 

2 本科生组 三峡大学 求索机器人一队 

3 本科生组 常熟理工学院 常熟理工义肢队 

6.卡通动漫项目卡通设计赛（共 25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胖达队 

2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匠心队 

3 本科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南宫工设 

4 本科生组 商丘工学院 机械之歌队 

5 本科生组 南华大学 机动队 

6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雪豹 

7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空天动漫队 

8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空天动漫 2队 

9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土酷 

10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VE 联盟 

11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红豆 

12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大嘴布丁 

13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地质辅助队 

14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野狼战队 

15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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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打印先锋队 

17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问渠 

18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凌霄 

19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龙晶 

20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柠檬汁队 

21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彩虹 6队 

22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T执行队 

23 社会力量组 个人参赛 可口可乐队 

24 社会力量组 个人参赛 造化钟神秀 

25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飞星队 

7.卡通动漫项目动漫制作赛（共 21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院 YWl队 

2 研究生组 山东科技大学 科大强星 

3 研究生组 山东科技大学 科大恒星 

4 研究生组 山东科技大学 科大晨星 

5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灵犀队 

6 研究生组 山东科技大学 秒杀队 

7 研究生组 山东科技大学 Yohkoh Team 

8 研究生组 山东科技大学 The Black Pearl 

9 研究生组 山东科技大学 银翼队 

10 研究生组 山东科技大学 快乐战队 

11 研究生组 山东科技大学 Fly战队 

12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寻梦者队 

13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动漫队 

14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雄鹰战队 

15 本科生组 南华大学 机动队 

16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漫悦队 

17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SKT T2 

18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援手队 

19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思想线 

20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LZW 

21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很队 

8.搬运工程项目光电车型赛（共 136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你们说的都 

2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冰原狼 

3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我们队 

4 本科生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A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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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 搬运一队 

6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一队 

7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二队 

8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三队 

9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Ev No.1 

10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EVer 队 

11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EVem 队 

12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EV 老虎队 

13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超能陆战队 

14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白驹队 

15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光电游侠 

16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电力之光 

17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烽火 

18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前哨 

19 本科生组 安徽大学 DreamWingGD 

20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海一队 

21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海二队 

22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旋风队 

23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霸天队 

24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英特吉搬运一队 

25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英特吉搬运二队 

26 本科生组 兰州交通大学 先锋队 

27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车型搬运一队 

28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梦想天空队 

29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王炸队 

30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与非门 

31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搬运总队 

32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搬运小能手 

33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南望山车队 

34 本科生组 洛阳师范学院 雷鸣一号 

35 本科生组 上海电力学院 光影队 

36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追梦者 

37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疯狂机器人 

38 本科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SONIC 队 

39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搬运工程 1队 

40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搬不了啊队 

41 本科生组 三峡大学 求索机器人三队 

42 本科生组 三江学院 三江优创 1队 

43 本科生组 三江学院 三江优创 2队 

44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1队 

45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4队 

46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7队 

47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10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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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永流渊 

49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 卓越 1队 

50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 卓越 2队 

51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 卓越 3队 

52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 卓越 4队 

53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欧洲咸鱼队 

54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1队 

55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2队 

56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3队 

57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4队 

58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5队 

59 本科生组 商丘工学院 开拓者队 

60 本科生组 西京学院 函牛之鼎 6队 

61 本科生组 西京学院 函牛之鼎 7队 

62 本科生组 西京学院 函牛之鼎 8队 

63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火箭 

64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老司机 

65 本科生组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天河学院搬运队 

66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搬运一队 

67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搬运二队 

68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淮工搬运先锋队 

69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WYZ 战队 

7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红旗不倒队 

7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共和国战队 

7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蓝天利剑 

73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自动化系 上升队 

74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光电一队 

75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光电二队 

76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搬运一队 

77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搬运二队 

78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搬运三队 

79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 枫之青 

80 本科生组 北方民族大学 贺兰山一队 

81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24 队 

82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25 队 

83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26 队 

84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27队 

85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09 队 

86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10 队 

87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11 队 

88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12 队 

89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九大队 1905 队 

90 本科生组 东北林业大学 东林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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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本科生组 东北林业大学 东林紫椴 

92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第七班 

93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未来星 

94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野狼队 

95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大黄蜂 

96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Judy+1 

97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风之翼 

98 本科生组 贵州大学 搬运先锋 

99 本科生组 中国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战神 1队 

100 本科生组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搬山队 

101 本科生组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移山队 

102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缔造者一队 

103 本科生组 常熟理工学院 大力参孙队 

104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5队 

105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6队 

106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曙光搬运队 

107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单项选择队 

108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留说照雪 

109 本科生组 安徽理工大学 无畏搬运队 

110 本科生组 井冈山大学 老司机 

111 本科生组 井冈山大学 瓦力队 

112 本科生组 枣庄学院 光电科创一队 

113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精进号队 

114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卖酱油队 

115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666 队 

116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风雨队 

117 本科生组 石家庄铁道大学 TopRoboNo1 

118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Victory 

119 本科生组 内蒙古民族大学 创客九队 

120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马里奥 

121 本科生组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光电一队 

122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七色光 

123 研究生组 安徽理工大学 危险流浪者 

124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智联队 

125 职业院校组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华宇队 

126 职业院校组 山东职业学院 乘风破浪战队 

127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搬运小能手 

128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搬运小创新 

129 职业院校组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搬运 1队 

130 职业院校组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搬运 2队 

131 职业院校组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搬运 3队 

132 职业院校组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人 

133 职业院校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 彩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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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职业院校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 追光者队 

135 职业院校组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飞天队 

136 职业院校组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蚂蚁搬“佳”队 

9.搬运工程项目摄像头车型赛（共 40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X-Robot Team5 

2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无畏战车 

3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EV geek队 

4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EV 银子弹 

5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20队 

6 本科生组 上海电力学院 天眼队 

7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搬运者联盟 

8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海三队 

9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海四队 

10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英特吉搬运三队 

11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鹰眼 

12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铁血 

13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从未放弃队 

14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18队 

15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19队 

16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蕾蕾队 

17 本科生组 洛阳师范学院 雷鸣二号 

18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铁人战队 

19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芒果队 

20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搬运工程 2队 

21 本科生组 三峡大学 求索机器人五队 

22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卓越 5队 

23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卓越 6队 

24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卓越 7队 

25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卓越 8队 

26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1队 

27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2队 

28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3队 

29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搬运 107 

30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捕食者 

3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诗和远方 

3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小黄鸭 

33 本科生组 浙江科技学院 蚂蚁特工队 

34 本科生组 浙江科技学院 你说对不队 

35 本科生组 江汉大学 对对队 

36 本科生组 山东理工大学 介量科技陆军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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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本科生组 山东理工大学 介量科技陆军二队 

38 本科生组 常州大学 cczu小钻风 

39 本科生组 常州大学 二巴 

40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易燃易爆队 

10.搬运工程项目人型赛（共 6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双眼乾坤队 

2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人型搬运一队 

3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搬运一队 

4 本科生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X-Robot Team3 

5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麦旋风 

6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麒麟臂 

11.搬运工程项目创新设计赛（共 16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百折不挠 

2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暗影精灵 

3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光影精灵 

4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霹雳队 

5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车型搬运一队 

6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01队 

7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02队 

8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淮工搬运创新队 

9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印象团队 

10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 枫之青 

11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7队 

12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8队 

13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9队 

14 研究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搬运创新一队 

15 研究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搬运二队 

16 研究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搬运三队 

12.双足竞步项目单电机竞步赛（共 49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DONT 

2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行足者 

3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Heracles Heracles 

4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灵风组 

5 本科生组 兰州交通大学 溜达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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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酷舞堂 

7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创实队 

8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探路者 

9 本科生组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雄鹰队 

10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海五队 

11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海六队 

12 本科生组 商丘工学院 探索队 

13 本科生组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单电机竞步一队 

14 本科生组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单电机竞步二队 

15 本科生组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单电机竞步三队 

16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 飞跃队 

17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 超越队 

18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竞步一队 

19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给力二队 

20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疾风一队 

21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崛越队 

22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绝队 

23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工程教育学院 闪电侠 

24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工程教育学院 猎豹 

25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 开拓一队 

26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 开拓二队 

27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 开拓三队 

28 本科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星之希望 

29 本科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独行侠 

30 本科生组 皖西学院 皖创 2队 

31 本科生组 皖西学院 皖创 3队 

32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洛理梦想队 

33 本科生组 许昌学院 许院一队 

34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猛士队 

35 本科生组 齐鲁工业大学 风驰电掣 

36 本科生组 榆林学院 西北风驰 1队 

37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学院 鹤行队 

38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学院 初行队 

39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众心小队 

40 本科生组 山东农业大学 不良人 

41 本科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水寒 

42 本科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雪霁 

43 本科生组 北华大学 一触即发 

44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小明快跑 

45 社会力量组 霍比特人 铁人队 

46 职业院校组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九州 1队 

47 职业院校组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九州 2队 

48 职业院校组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九州 3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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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职业院校组 乌兰察布职业学院 勇往直前队 

13. 双足竞步项目窄足赛（共 154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暨南大学 星火 1队 

2 本科生组 暨南大学 星火 2队 

3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EV 双足二队 

4 本科生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X-Robot Team4 

5 本科生组 上海电力学院 速度之王队 

6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一队 

7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二队 

8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人师 

9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先锋 

10 本科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AIR 队 

11 本科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吃瓜群众队 

1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蓝天卫士 

13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急速小分队 

14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奔跑吧，少年 

15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无敌铁人 

16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窄足一队 

17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窄足二队 

18 本科生组 安徽大学 DreamWingZZ 

19 本科生组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 蓝鹰 

20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英特吉窄足一队 

21 本科生组 兰州交通大学 StarDust 

22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追风筝的男孩 

23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你不 

24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米莱西安队 

25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白羊 

26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101 

27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25 队 

28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26 队 

29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璀璨月空 

30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璀璨太空 

31 本科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击昏队 

32 本科生组 长春工程学院 机电一队 

33 本科生组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师窄足一队 

34 本科生组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师窄足二队 

35 本科生组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师窄足三队 

36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 超越自我队 

37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 飞翔队 

38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疾步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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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本科生组 三江学院 三江优创 3队 

40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2队 

41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5队 

42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8队 

43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11队 

44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工科二队 

45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太湖 1队 

46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太湖 2队 

47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太湖 3队 

48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一颗赛艇队 

49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第一队 

50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环太平洋 

51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苏科天平 3 

52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苏科天平 4 

53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Nice 队 

54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给力三队 

55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疾风二队 

56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2222 

57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光影队 

58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1队 

59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2队 

60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3队 

61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4队 

62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5队 

63 本科生组 商丘工学院 飞翔队 

64 本科生组 淮阴师范学院 淮师一队 

65 本科生组 西京学院 函牛之鼎 1队 

66 本科生组 西京学院 函牛之鼎 2队 

67 本科生组 西京学院 函牛之鼎 3队 

68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工程教育学院 机械革命 

69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窄足走出大世界 

70 本科生组 阜阳师范学院 暴风队 

71 本科生组 阜阳师范学院 勇进队 

7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木牛流马 

73 本科生组 新疆农业大学 星浓三队 

74 本科生组 新疆农业大学 星浓四队 

75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 进取一队 

76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 进取二队 

77 本科生组 南阳理工学院 启航一队 

78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黑洞战队 

79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TSLA 

80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CBT 战队 

8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对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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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雄鹰 2018 

83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洛理梦想队 

84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战地医院队 

85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闪睿 lighting 

86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大山 

87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暴走小分队 

88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机器人一队 

89 本科生组 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盖世 

90 本科生组 山东理工大学 齐奇一队 

91 本科生组 山东理工大学 齐奇二队 

92 本科生组 江汉大学 铁阿莫一山的迷妹 

93 本科生组 宿州学院 韶华队 

94 本科生组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航 3队 

95 本科生组 许昌学院 许院二队 

96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 梦梵卓越 

97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悍马队 

98 本科生组 中国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战神 3队 

99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萝卜特战队 

100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星环队 

101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风下 

102 本科生组 常州大学 先锋 

103 本科生组 常州大学 蝰蛇 

104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缔造者一队 

105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缔造者二队 

106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小草队 

107 本科生组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落地成盒二队 

108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甘霖队 

109 本科生组 榆林学院 西北旋风 1 队 

110 本科生组 榆林学院 西北旋风 2 队 

111 本科生组 兰州工业学院 毛毛虫 

112 本科生组 兰州工业学院 甲壳虫 

113 本科生组 内蒙古农业大学 零起点 

114 本科生组 枣庄学院 光电科创二队 

115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鹏飞队 

116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飞跃队 

117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FIR 队 

118 本科生组 山东农业大学 逐梦之灵 

119 本科生组 山东农业大学 麦克纳姆队 

120 本科生组 山东农业大学 幸运四叶草队 

121 本科生组 山东农业大学 火速糖 

122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精英联盟总队 

123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青春之旅 

124 本科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修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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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本科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凌虚 

126 本科生组 北华大学 王者归来 

127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LAST WAR 

128 本科生组 滨州学院 滨院竞步一队 

129 本科生组 滨州学院 滨院竞步五队 

130 本科生组 滨州学院 滨院竞步六队 

131 本科生组 滨州学院 滨院竞步八队 

132 本科生组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漫步者 

133 本科生组 个人参赛 彼得潘队 

134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窄足一队 

135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窄足二队 

136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窄足三队 

137 本科生组 安徽建筑大学 开拓者队 

138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76 

139 社会力量组 个人参赛 灵动足迹 

140 社会力量组 个人参赛-河南理工大学 呼啸队 

141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奋进队 

142 职业院校组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change 

143 职业院校组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梦之队 

144 职业院校组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窄足先锋队 

145 职业院校组 山东职业学院 勇往直前 

146 职业院校组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无锡办学点 奋进队 

147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八爪蜘蛛 

148 职业院校组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窄足 1队 

149 职业院校组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窄足 2队 

150 职业院校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捷足先登 1队 

151 职业院校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捷足先登 2队 

152 职业院校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 瓦力队 

153 职业院校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 追梦赤子心队 

154 职业院校组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窄足一队 

14. 双足竞步项目交叉足赛（共 146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暨南大学 燎原 1队 

2 本科生组 暨南大学 燎原 2队 

3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HEU 交叉足二队 

4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HEU 交叉足一队 

5 本科生组 上海电力学院 人生梦想队 

6 本科生组 安徽大学 DreamWingJC 

7 本科生组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 蓝鹰 

8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竞速超人 

9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B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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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英特吉交足一队 

11 本科生组 兰州交通大学 暴走兄弟 

12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酉鸡 

13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交叉队 

14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神行太保 

15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配送小霸王 

16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天风吹我队 

17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九大队 1906 队 

18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九大队 1907 队 

19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巴比龙 

20 本科生组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启智队 

21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三只松鼠队 

22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魔法攻击队 

23 本科生组 南京晓庄学院 怪物队 

24 本科生组 南京晓庄学院 幽灵疾步队 

25 本科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黑豹 

26 本科生组 长春工程学院 机电二队 

27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交叉足一队 

28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一队 

29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二队 

30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 翔翼队 

31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 翼展队 

32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3队 

33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6队 

34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9队 

35 本科生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石化 12队 

36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工科一队 

37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太湖 4队 

38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太湖 5队 

39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太湖 6队 

40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前进号 

41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后退号 

42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苏科天平 5 

43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苏科天平 6 

44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苏科天平 7 

45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苏科天平 8 

46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远航 5队 

47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常工院 1队 

48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常工院 2队 

49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蓝精灵队 

50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给力队 

51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1111 

52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主旋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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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赛虎队 

54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1队 

55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2队 

56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3队 

57 本科生组 淮阴师范学院 淮师二队 

58 本科生组 西京学院 函牛之鼎 4队 

59 本科生组 西京学院 函牛之鼎 5队 

60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工程教育学院 小短腿 

61 本科生组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威 E战队 

62 本科生组 阜阳师范学院 大黄蜂 

63 本科生组 阜阳师范学院 勇翼联盟队 

64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闪电双蟋蟀 

65 本科生组 新疆农业大学 星浓一队 

66 本科生组 新疆农业大学 星浓二队 

67 本科生组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天河学院二队 

68 本科生组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天河学院一队 

69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交叉一队 

70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交叉二队 

71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 创新一队 

72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 创新二队 

73 本科生组 南通理工学院 竞速者 

74 本科生组 南阳理工学院 启航二队 

75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H战队 

76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霸王龙战队 

77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YZZ 战队 

78 本科生组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Maker 

79 本科生组 皖西学院 皖创 4队 

80 本科生组 皖西学院 皖创 5队 

8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蓝天队 

8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蓝色神锋 

83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迅疾如风队 

84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洛理梦想队 

85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雷霆之光 

86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蓝天下的守望 

87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王者组合 

88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机器人二队 

89 本科生组 山东理工大学 齐奇三队 

90 本科生组 山东理工大学 齐奇四队 

91 本科生组 宿州学院 速稳队 

92 本科生组 许昌学院 许院三队 

93 本科生组 个人参赛 矿大小分队 

94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 枫之青 

95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 集成陆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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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以下各队 

97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我们像太阳 

98 本科生组 齐鲁工业大学 风驰电掣 

99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机动 1队 

100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Evergarden 

101 本科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逐梦少年队 

102 本科生组 个人参赛 黑豹突击队 

103 本科生组 个人参赛 top 

104 本科生组 常州大学 钢铁侠 

105 本科生组 常州大学 蓝色妖姬 

106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缔造者一队 

107 本科生组 榆林学院 西北极速 1队 

108 本科生组 安徽理工大学 极速王者队 

109 本科生组 安徽理工大学 开拓者队 

110 本科生组 兰州工业学院 七星瓢虫 

111 本科生组 枣庄学院 光电科创三队 

112 本科生组 河南科技大学 基地二号 

113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学院 夸父队 

114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学院 EYAS 

115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飞雪队 

116 本科生组 山东农业大学 探索者 

117 本科生组 山东农业大学 时代先锋队 

118 本科生组 山东农业大学 同路人 

119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DLNU-1 

120 本科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渊虹 

121 本科生组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行走者 

122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卓越金刚 

123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鹰隼队 

124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 双足竞步队 

125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交叉足一队 

126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交叉足二队 

127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交叉足三队 

128 本科生组 安徽建筑大学 集结号队 

129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车轮滚滚队 

130 研究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南工程竞步 1队 

131 研究生组 河南科技大学 风林火山 

132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归羽队 

133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云杰队 

134 职业院校组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交叉开拓者队 

135 职业院校组 山东职业学院 无畏先锋 

136 职业院校组 山东职业学院 奋勇前进战队 

137 职业院校组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无锡办学点 超智能队 

138 职业院校组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九州 4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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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职业院校组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九州 5队 

140 职业院校组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九州 6队 

141 职业院校组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交叉足 1队 

142 职业院校组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交叉足 2队 

143 职业院校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神气十足 1队 

144 职业院校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神气十足 2队 

145 职业院校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 大白队 

146 职业院校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 小侠客队 

15. 双足竞步项目体操赛（共 90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攻坚吾赢队 

2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奇迹苍蓝星 

3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花儿与少年 

4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英特吉体操一队 

5 本科生组 兰州交通大学 行云流水 

6 本科生组 兰州交通大学 龙飞凤舞 

7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一队 

8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二队 

9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三队 

10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苏科天平 1 

11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苏科天平 2 

12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竞步二队 

13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竞步三队 

14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体操骑士 

15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这就是民主队 

16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勇翼队 

17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佛说我最酷 

18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21队 

19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22队 

20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23队 

21 本科生组 泰州学院 体操大师队 

22 本科生组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太阳石队 

23 本科生组 南京晓庄学院 奥运冠军队 

24 本科生组 南京晓庄学院 奥运全能队 

25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 体操队 

26 本科生组 长春工程学院 机电三队 

27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常工院 3队 

28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常工院 4队 

29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天进一队 

30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1队 

31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2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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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科生组 商丘工学院 枫叶队 

33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 独立寒江菲不败 

34 本科生组 淮阴师范学院 淮师三队 

35 本科生组 淮阴师范学院 淮师四队 

36 本科生组 西京学院 函牛之鼎 9队 

37 本科生组 西京学院 函牛之鼎 10队 

38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逐梦 

39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工程教育学院 民族之魂 

40 本科生组 阜阳师范学院 凤翔队 

41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5队 

42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6队 

43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 大海一队 

44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 大海二队 

45 本科生组 南阳理工学院 启航三队 

46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LBT 战队 

47 本科生组 皖西学院 皖创 6队 

48 本科生组 皖西学院 皖创 7队 

49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主旋律队 

5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更强壮队 

51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 卓越梦梵 

52 本科生组 江苏师范大学 舞动青春 

53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桑梓队 

54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CKT队 

55 本科生组 沈阳化工大学 考试稳过队 

56 本科生组 中国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战神 2队 

57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秒针 1队 

58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缔造者一队 

59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1队 

60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2队 

61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3队 

62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4队 

63 本科生组 安徽理工大学 体操对不队 

64 本科生组 安徽理工大学 舞动安理队 

65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联盟队 

66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DLNU-2 

67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DLNU-3 

68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佼年 

69 本科生组 中南民族大学 RoBolt队 

70 本科生组 中南民族大学 SCUECR队 

71 本科生组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逐日 1队 

72 本科生组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逐日 2队 

73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小思思与傻丫头都队 

74 职业院校组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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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职业院校组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梦想队 

76 职业院校组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体操兄弟盟 

77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天马行空 1队 

78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天马行空 2队 

79 职业院校组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巨人一队 

80 职业院校组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巨人二队 

81 职业院校组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无锡办学点 奥特罗伯特队 

82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体操之美 

83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体操健儿 

84 职业院校组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九州 7队 

85 职业院校组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九州 8队 

86 职业院校组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九州 9队 

87 职业院校组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向阳花 

88 职业院校组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体操 1队 

89 职业院校组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枣庄体操 1队 

90 职业院校组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枣庄体操 2队 

16. 双足竞步项目标准平台赛（共 11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蛙儿子不回家队 

2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一刀切 

3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咖喱棒 

4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机器之心 

5 本科生组 泰州学院 竞走超人队 

6 本科生组 泰州学院 草原飞鹰队 

7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闪烁之星 

8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海七队 

9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海八队 

10 职业院校组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南信汽车 

11 职业院校组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梦想队 

17. 仿人竞速项目标准赛（共 78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HEU弯超 1组 

2 本科生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X-Robot Team6 

3 本科生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X-Robot Team7 

4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一队 

5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二队 

6 本科生组 武汉理工大学 征途 

7 本科生组 安徽大学 DreamWingBZ 

8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青藏野马队 



 

29 

9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追光者队 

10 本科生组 兰州交通大学 急先锋 

11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漫步者 

12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探索者 

13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电力智星 

14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FCT1000 

15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红色警报 

16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野火战队 

17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卢本伟 

18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秘密 

19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嘴强王者 

20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黑豹队 

21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10队 

22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11队 

23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12队 

24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特朗德尔队 

25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拉克丝队 

26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泰达米尔队 

27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利刃一队 

28 本科生组 上海电力学院 大黄蜂队 

29 本科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822队 

30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竞速队 

31 本科生组 三峡大学 求索机器人六队 

32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1队 

33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2队 

34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3队 

35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4队 

36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风行者 

37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赤脚大仙 

38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仿人一队 

39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仿人二队 

40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星辰一队 

41 本科生组 苏州科技大学 SKD星辰二队 

4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飞侠队 

43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极速先锋 

44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小白菜队 

45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绝地求生 

46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极速先锋 

47 本科生组 许昌学院 梦想一队 

48 本科生组 北方民族大学 贺兰山二队 

49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悍马队 

50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猛士队 

51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风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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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终结者 

53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同路人 

54 本科生组 常州大学 迅雷 

55 本科生组 常州大学 风火轮 

56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缔造者一队 

57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缔造者二队 

58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7队 

59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8队 

60 本科生组 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 探路领跑队 

61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行星 

62 本科生组 安徽理工大学 志一队 

63 本科生组 内蒙古农业大学 永不言败 

64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Acme队 

65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天启队 

66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曹草队 

67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DLNU-4 

68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超越速度 

69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DLNU-5 

70 本科生组 北华大学 旋风冲锋 

71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仿人竞速一队 

72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仿人竞速二队 

73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仿人竞速三队 

74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仿人竞速四队 

75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Eagle 

76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飞奔的 152队 

77 职业院校组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仿人聚英队 

78 职业院校组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未来队 

18.仿人竞速项目障碍赛（共 26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跨越者 

2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Tail队 

3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15队 

4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布兰德队 

5 本科生组 上海电力学院 开路先锋队 

6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一队 

7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二队 

8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越障队 

9 本科生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X-Robot Team1 

10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1队 

11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迁越者 

12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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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科生组 皖西学院 皖创 8队 

14 本科生组 皖西学院 皖创 9队 

15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鹰隼队 

16 本科生组 许昌学院 梦想二队 

17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悍马队 

18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猛士队 

19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一路前行 

20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9队 

21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0队 

22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灵智队 

23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LY对 

24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灵飞队 

25 本科生组 北华大学 飓风音速 

26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追梦赤子队 

19. 仿生爬坡项目双足仿人赛（共 23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HEU双足爬坡 

2 本科生组 兰州交通大学 先驱者 

3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亮剑 

4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爬坡一队 

5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爬坡二队 

6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一拳超人队 

7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13队 

8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14队 

9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一队 

10 本科生组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厚德队 

11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竞速一队 

12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美少女战士队 

13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利刃二队 

14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爬坡一队 

15 本科生组 南阳理工学院 启航四队 

16 本科生组 皖西学院 皖创 10队 

17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自动化系 彩虹 

18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悍马队 

19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猛士队 

2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缘空队 

21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6队 

22 本科生组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天骄 1号 

23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凯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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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仿生爬坡项目四足仿生赛（共 41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攀登者队 

2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水天一色 

3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勇士队 

4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EV climb 

5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EV四足一队 

6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HEU 爬坡四足一队 

7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竞速二队 

8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16队 

9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17队 

10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18队 

11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19队 

12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01队 

13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02队 

14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03队 

15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04队 

16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九大队 1901队 

17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九大队 1902队 

18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格雷福斯队 

19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泽拉斯队 

20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斯卡纳队 

21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蕾欧娜队 

22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墨菲特队 

23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天进二队 

24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追梦小队 

25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革命者 

26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大力神队 

27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天空之剑 

28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攀峰蓝箭 

29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砺剑空天 

3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大嘴鱼 

3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奋进 

32 本科生组 南京农业大学 世界你好 

33 本科生组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天骄 2号 

34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STAR队 

35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BS队 

36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质跃队 

37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梦翼 

38 本科生组 西安航空学院 追峰 

39 研究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飞行的红茶 

40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跨越队 



 

33 

41 研究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致远号 

21.生物医学工程项目技术挑战赛（共 38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医疗先驱队 

2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医疗先锋 

3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医疗机械师 

4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 搬运工搞医疗队 

5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医疗先锋队 

6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医疗突击队 

7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英特吉生物一队 

8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英特吉生物二队 

9 本科生组 洛阳师范学院 雷鸣三号 

10 本科生组 洛阳师范学院 雷鸣四号 

11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 生物医学队 

12 本科生组 三峡大学 求索机器人七队 

13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上帝之手 

14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黎明之光 

15 本科生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X-Robot Team2 

16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远航 6队 

17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远航 7队 

18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第一滴血 

19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天下无双 

20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洛理梦 1队 

21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洛理梦 2队 

22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医学一队 

23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医学二队 

24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医学三队 

25 本科生组 北方民族大学 贺兰山三队 

26 本科生组 北方民族大学 贺兰山四队 

27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瓦力 

28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飞翔的企鹅 

29 本科生组 井冈山大学 猎鹰 

30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今晚吃鸡队 

31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内工大一队 

32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Doctor队 

33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少先队 

34 本科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华南虎 

35 本科生组 滨州学院 滨院生物医学一队 

36 本科生组 滨州学院 滨院生物医学二队 

37 本科生组 滨州学院 滨院生物医学六队 

38 本科生组 滨州学院 滨院生物医学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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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物医学工程项目创新设计赛（共 7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点控战队 

2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医疗队 

3 本科生组 武汉理工大学 武理取 NAO 

4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神之守护 

5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地灵 

6 本科生组 常熟理工学院 常熟理工医学队 

7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SPM探寻者 

23.工程越野项目对抗赛（共 37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绝世队 

2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掠夺者号队 

3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拉林河畔 

4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20队 

5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21队 

6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22队 

7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23队 

8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05队 

9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06队 

10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07队 

11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08队 

12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九大队 1903队 

13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九大队 1904队 

14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越野队 

15 本科生组 洛阳师范学院 雷鸣五号 

16 本科生组 洛阳师范学院 雷鸣六号 

17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BayMax 

18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越野 E族 

19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大黄蜂 

20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梦之队 

21 本科生组 海军航空大学 极光 

22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超凡队 

23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进击的小蜜蜂 

24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学院 工大越野一队 

25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学院 工大越野二队 

26 本科生组 个人参赛 惊鸿队 

27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越野一队 

28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越野二队 

29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越野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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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永远都 

31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新手上路 

32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4队 

33 本科生组 内蒙古民族大学 创客六队 

34 研究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飞行的红茶 

35 职业院校组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农工商越野队 

36 职业院校组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农工商对抗队 

37 职业院校组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巨人队 

24.工程越野项目竞技赛（共 23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君临天下 

2 本科生组 济南大学 王者归来 

3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蛮牛队 

4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卓越队 

5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皮卡队 

6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萨维塔队 

7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复仇者 

8 本科生组 洛阳师范学院 雷鸣七号 

9 本科生组 洛阳师范学院 雷鸣八号 

10 本科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工程进击队 

11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 工程越野队 

12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越野一队 

13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越野一队 

14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越野二队 

15 本科生组 厦门理工学院 厦理越野三队 

16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上邪旺旺 

17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5队 

18 本科生组 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 探路先驱队 

19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Engineer队 

20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甲壳虫队 

21 本科生组 内蒙古民族大学 创客七队 

22 研究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工程勇进队 

23 职业院校组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农工商竞技队 

25. 工程越野项目全地形赛（共 154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1队 

2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2队 

3 本科生组 四川大学 进击的皮皮虾 

4 本科生组 四川大学 进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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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电光火石队 

6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舒克 

7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贝塔 

8 本科生组 四川大学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霹雳火 

9 本科生组 四川大学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SDZ 三人组 

10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我说的都 

11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量宅 

12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很可以 

13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 西伯利亚土豆队 

14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 UJS 探索奋进号 

15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 砥砺奋进 

16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 王者宿命 

17 本科生组 景德镇陶瓷大学 风火轮队 

18 本科生组 景德镇陶瓷大学 狮沁队 

19 本科生组 景德镇陶瓷大学 红鲤鱼绿鲤鱼与驴队 

20 本科生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 代表队 

21 本科生组 重庆科技学院 无敌风火轮 

22 本科生组 重庆科技学院 开路先锋队 

23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165 队 

24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疾风劲雨队 

25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西柚破晓小分队 

26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小霸王 

27 本科生组 浙江科技学院 勇敢进击队 

28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基础工程训练中心 大象队 

29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基础工程训练中心 天马行空队 

30 本科生组 天津商业大学 天商一队 

31 本科生组 天津商业大学 天商二队 

32 本科生组 泰州学院 泰院 1队 

33 本科生组 泰州学院 泰院 2队 

34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太湖 7队 

35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太湖 8队 

36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太湖 9队 

37 本科生组 海军航空大学 极光 

38 本科生组 海军航空大学 FM 

39 本科生组 海军航空大学 我们队 

40 本科生组 海军航空大学 平坦战队 

41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远航 10队 

42 本科生组 遵义师范学院   小花生 

43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1队 

44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2队 

45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3队 

46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先锋队 

47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勇士队 



 

37 

48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雄鹰队 

49 本科生组 华东交通大学 绝地求生 

50 本科生组 淮阴师范学院 淮师五队 

51 本科生组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机械前线队 

52 本科生组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奔跑吧土牛队 

53 本科生组 华东交通大学 睿智小队 

54 本科生组 华东交通大学 一跑到底队 

55 本科生组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如履平地队 

56 本科生组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翻山越岭队 

57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自由侠 

58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探索者 

59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不知道对不队 

60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星星之火 

61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锐行者 

62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做的都队 

63 本科生组 广西大学 星梦 

64 本科生组 广西大学 维克托 

65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 北部湾工程 1队 

66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 北部湾工程 4队 

67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7队 

68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8队 

69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 北部湾工程 9队 

70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10队 

71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11队 

72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 北部湾工程 12队 

73 本科生组 合肥工业大学 奇点队 

74 本科生组 合肥工业大学 超新星队 

75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年少轻狂队 

76 本科生组 辽宁科技大学 奋斗青年队 

77 本科生组 辽宁科技大学 晶晶队 

78 本科生组 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 骑兵连 

79 本科生组 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 奥拓 

80 本科生组 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 尤尼美特 

81 本科生组 南通理工学院 探索 1号 

82 本科生组 南通理工学院 探索 2号 

83 本科生组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上方山队 

84 本科生组 武汉科技大学 追风者小队 

85 本科生组 武汉科技大学 逐梦者小队 

86 本科生组 武汉科技大学 火舞春秋 

87 本科生组 武汉科技大学 开拓者 

88 本科生组 新余学院 大吉大利队 

89 本科生组 新余学院 零的突破队 

90 本科生组 常熟理工学院 常理工 TRON 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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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本科生组 白城师范学院 瀚海战车 1号 

92 本科生组 白城师范学院 瀚海战车 2号 

93 本科生组 白城师范学院 瀚海战车 3号 

94 本科生组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小旋风 

95 本科生组 西南科技大学 永不消逝的电波 

96 本科生组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航 1队 

97 本科生组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沈航 2队 

98 本科生组 西安理工大学 外星小子 

99 本科生组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纵横一队 

100 本科生组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纵横二队 

101 本科生组 南京林业大学 摸鱼组 

102 本科生组 南京林业大学 考试全队 

103 本科生组 东北林业大学 绝对领域 

104 本科生组 东北林业大学 弘毅队 

105 本科生组 东北林业大学 雪豹战队 

106 本科生组 东北林业大学 东林大学四队 

107 本科生组 合肥工业大学 清风过山丘 

108 本科生组 合肥工业大学 霹雳旋风 

109 本科生组 合肥工业大学 进无止境 

110 本科生组 贵州大学 黎明 

111 本科生组 贵州大学 全地形 2号 

112 本科生组 贵州大学 奋进队 

113 本科生组 贵州大学 好奇构 

114 本科生组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跃迁战队 

115 本科生组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北极光 

116 本科生组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追光者 

117 本科生组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逆行者 

118 本科生组 广州航海学院 好家伙 

119 本科生组 广州航海学院 银翼机器 

120 本科生组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乐城队 

121 本科生组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淼淼队 

122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致远队 

123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冲锋队 

124 本科生组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青春飞扬 

125 本科生组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苏大应用 1队 

126 本科生组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苏大应用 2队 

127 本科生组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苏大应用 3队 

128 本科生组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苏大应用 4队 

129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草上飞 

130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雨季雪 

131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疾速斑马 

132 本科生组 个人参赛 破浪组 

133 本科生组 西北工业大学 红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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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本科生组 西北工业大学 绿光队 

135 本科生组 成都大学 梦想队 

136 本科生组 成都大学 逐梦队 

137 本科生组 成都大学 路霸队 

138 研究生组 哈尔滨工程大学 创见未来 

139 职业院校组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智联队 

140 职业院校组 三河市职教中心 三河队 

141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农工二队 

142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农工一队 

143 职业院校组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中华大扁锹 

144 职业院校组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小泰迪 

145 职业院校组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风 

146 职业院校组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神奇校车队 

147 职业院校组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暮光闪闪队 

148 职业院校组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雄风海浪队 

149 职业院校组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千帆竞渡队 

150 职业院校组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棒棒糖队 

151 职业院校组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什么都队 

152 职业院校组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开拓者 

153 职业院校组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智造万物 

154 职业院校组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将来队 

26. 仿人搏击项目遥控赛（共 39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狩猎者队 

2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搏击一队 

3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山下的家 

4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木原神拳 

5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06队 

6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07队 

7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08队 

8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09队 

9 本科生组 石家庄铁道大学 铁大一队 

10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约里克队 

11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卡特琳娜队 

12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搏击队 

13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TeamEDG 

14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一队 

15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浩然二队 

16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武僧 

17 本科生组 南通理工学院 竞技者 

18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勇气传说 



 

40 

19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狂野角斗士 

2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砺剑 

2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梦想空天 

2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黑石 

23 本科生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Dorado 

24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 搏击一队 

25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黯然销魂掌 

26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瓦尔哈拉 

27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能不能不打架队 

28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拼搏队 

29 本科生组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雷神队 

3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鹰隼队 

31 研究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飞行的红茶 

32 研究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 NJUST搏击二队 

33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灵眼队 

34 职业院校组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巨人队 

35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搏击铁拳 

36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搏击能手 

37 职业院校组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卡莎队 

38 职业院校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 决斗士队 

39 职业院校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 铁甲刚拳队 

27. 仿人搏击项目程控赛（共 12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搏击一队 

2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电磁波的影子 

3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一拳超人队 

4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03队 

5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04队 

6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05队 

7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斯维因队 

8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TeamWE 

9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钢铁文森特 

10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铁血队 

11 研究生组 兰州交通大学 武林高手 

12 职业院校组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巨人队 

28. 空中机器人项目小型四旋翼赛（共 138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胡德队 

2 研究生组 南昌大学 无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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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柚子队 

4 研究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信息通信侦察情报室 铁甲先锋 1队 

5 研究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信息通信侦察情报室 铁甲先锋 2队 

6 研究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信息通信侦察情报室 铁甲先锋 3队 

7 研究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小飞侠队 

8 研究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信息通信侦察情报室 铁甲先锋 4队 

9 研究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无人机与军事竞技俱乐部 砺剑雄狮 1队 

10 研究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无人机与军事竞技俱乐部 砺剑雄狮 2队 

11 研究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腾冲号 

12 研究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无人机与军事竞技俱乐部 砺剑雄狮 3队 

13 研究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无人机与军事竞技俱乐部 砺剑雄狮 4队 

14 研究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信息通信系计算机室 尖刀突击 1队 

15 研究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信息通信系计算机室 尖刀突击 2队 

16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蛟龙队 

17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橘里橘气 

18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面包队 

19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基础工程训练中心 景界 

2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蔚蓝成风 1队 

2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蔚蓝成风 2队 

2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无畏先锋 

23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孝陵卫快递队 

24 本科生组 安徽大学 DreamWingSX 

25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海九队 

26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徐海十队 

27 本科生组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 蓝鹰 

28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超大陆队 

29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有电就飞队 

30 本科生组 北方工业大学 大创中心飞行队 

31 本科生组 北方工业大学 大创中心飞航队 

32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东风 

33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Eve 

34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飞飞飞飞队 

35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Spear 

36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 维克特利 

37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不队 

38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奇胜队 

39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空指针 1 

40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人鱼海神 

41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空指针 2 

42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波哥大不大 

43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御风队 

44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艾瑞莉娅队 

45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凯特琳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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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本科生组 南京晓庄学院 太空救援队 

47 本科生组 南京晓庄学院 市消防队 

48 本科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超能空战队 

49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 飞行器 1队 

50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 飞行器 2队 

51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山大鲲鹏 

52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 跃动队 

53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 大白队 

54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 云之队 

55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蓝约队 

56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航模协会 航模小队 

57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环大西洋 

58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远航 1 队 

59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远航 2 队 

60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卓越 9队 

61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 卓越 10队 

62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天进三队 

63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1队 

64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2队 

65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3队 

66 本科生组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四平八稳队 

67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旋风 

68 本科生组 南通大学 通大飓风 

69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飞行者 

7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经略队 

71 本科生组 南昌大学 大鹏队 

72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LBT 战队 

73 本科生组 武汉工程大学 SOF 战队 

74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Fox Hound 

75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小红人 

76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飞翔蓝天 

77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自动化系 新元素 

78 本科生组 金陵科技学院自动化系 耀日 

79 本科生组 白城师范学院 飞鹰队 

80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听风者 

81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梦之翔 

82 本科生组 曲阜师范大学 飞翔工程人 

83 本科生组 宿州学院 尤文图斯队 

84 本科生组 许昌学院 冲锋一队 

85 本科生组 南昌大学 香樟四队 

86 本科生组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鹰隼队 

87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艾克美 

88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CUGer 



 

43 

89 本科生组 东北林业大学 东林无人机一队 

90 本科生组 东北林业大学 东林无人机二队 

91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13 队 

92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14 队 

93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15 队 

94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16 队 

95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28 队 

96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七大队 1729 队 

97 本科生组 齐鲁工业大学 开拓者 

98 本科生组 合肥工业大学 潜流 

99 本科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香港记者队 

100 本科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朝阳群众队 

101 本科生组 山东理工大学 介量空军一队 

102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1队 

103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2队 

104 本科生组 西北师范大学 侏罗纪 3队 

105 本科生组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天骄 3 号 

106 本科生组 安徽理工大学 四神飞羽队 

107 本科生组 井冈山大学 红色精灵 

108 本科生组 河南科技大学 基地三号 

109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ALS4 队 

110 本科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内工大二队 

111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智聪队 

112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FER队 

113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飞梦队 

114 本科生组 石家庄铁道大学 TopRoboNo3 

115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齐天 

116 本科生组 个人参赛 头文字 D 

117 本科生组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无疆队 

118 本科生组 个人参赛 飞鹰 

119 本科生组 江苏科技大学 没时间战队 

12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守望空天 

12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从未落地的青年 

12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蓝鸟 

123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利剑空天队 

124 本科生组 江苏大学基础工程训练中心 炮炮 

125 本科生组 阜阳师范学院 三个臭皮匠 

126 本科生组 阜阳师范学院 超级飞行小队 

127 职业院校组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翱翔天际 

128 职业院校组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鹰击长空 

129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天马行空 3队 

130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天马行空 4队 

131 职业院校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飞人 1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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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职业院校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飞人 2 队 

133 职业院校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飞人 4 队 

134 职业院校组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梦想一队 

135 职业院校组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梦想二队 

136 职业院校组 保定动力工程技术技工学校 保定动力一队 

137 职业院校组 保定动力工程技术技工学校 保定动力二队 

138 职业院校组 乌兰察布职业学院 马到成功队 

29. 空中机器人项目中型六旋翼赛（共 27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齐鲁工业大学 地精空艇 

2 本科生组 齐鲁工业大学 空中精灵 

3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山大翱翔 

4 本科生组 南昌大学 香樟三队 

5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大黄蜂 

6 本科生组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 蓝鹰 

7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鹰隼战队 

8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南望启航 

9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九大队 1908 队 

10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九大队 1909 队 

11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九大队 1910 队 

12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雷克顿队 

13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奥利安娜队 

14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飞行器3队 

15 本科生组 南阳师范学院 风启 

16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远航 3 队 

17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远航 4 队 

18 本科生组 常州工学院 CIT卓越 11队 

19 本科生组 南昌大学 翱翔队 

2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四年一班小伙伴 

21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穿越天空 

22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飞翔 337 

23 本科生组 宿州学院 墨丘利队 

24 本科生组 合肥工业大学 暗涌 

25 本科生组 井冈山大学 黑色彗星 

26 研究生组 内蒙古工业大学 四汉队 

27 研究生组 江西理工大学 鲲鹏号 

30. 空中机器人项目标准平台赛（共 6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梦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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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山大梦之队 

3 本科生组 内蒙古民族大学 创客八队 

4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四轴标准 

5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志高队 

6 职业院校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飞人 3队 

31. 水中机器人项目水中运送赛（共 16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鲲队 

2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水中一队 

3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水中二队 

4 本科生组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小小金鱼队 

5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教学保障队 

6 本科生组 商丘工学院 启航队 

7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蛟龙号 

8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探索者 

9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工程教育学院 阿童木 

10 本科生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亦可赛艇队 

11 本科生组 郑州科技学院 黎明踏浪号 

12 本科生组 合肥工业大学 海的旋律 

13 本科生组 山东理工大学 介量海军一队 

14 本科生组 韶关学院 水精灵 

15 本科生组 淮海工学院 楚之水团队 

16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红黄速递 

32. 水中机器人项目绕标竞速赛（共 7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中国矿业大学 硕硕水中三队 

2 本科生组 商丘工学院 大风车 

3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工程教育学院 灵狐 

4 本科生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湖人 

5 本科生组 武汉工程大学 雷鸟战队 

6 本科生组 合肥工业大学 燕鳐 

7 本科生组 洛阳理工学院 DDYB 

33. 机器人舞蹈项目双足仿人赛（共 52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 八百标兵队 

2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 舞动青春 

3 本科生组 安徽大学 DreamWing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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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科生组 陆军工程大学 星光战队 

5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天赋异禀 

6 本科生组 南京晓庄学院 旋转跳跃队 

7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 舞蹈队 

8 本科生组 无锡太湖学院 工科三队 

9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舞蹈一队 

10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1队 

11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2队 

12 本科生组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3队 

13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工程教育学院 尬舞团 

14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荣耀舞者队 

15 本科生组 南通理工学院 梦幻天使 

16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跳舞小队 

17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领舞者 

18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长安翼 

19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舞灵 

2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蛟龙突击队 

21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旭日东升 

2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铁道游击队 

23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机械鳟鱼队 

24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舞蹈一队 

25 本科生组 长江师范学院 长师舞蹈 S 

26 本科生组 许昌学院 冲锋二队 

27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CUGer 

28 本科生组 齐鲁工业大学 齐鲁双塔队 

29 本科生组 贵州大学 光之舞 

30 本科生组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灵魂舞者 

31 本科生组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星期五 

3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尬舞三剑客 

33 本科生组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落地成盒一队 

34 本科生组 装备管理与无人机工程学院 舞动青春队 

35 本科生组 榆林学院 舞动者 

36 本科生组 天津城建大学 舞动精灵 

37 本科生组 内蒙古农业大学 地平线 

38 本科生组 河南科技大学 基地一号 

39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灵动队 

40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悦动队 

41 本科生组 山东农业大学 为梦而战 

42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 开拓者 

43 本科生组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晨星队 

44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 舞蹈 2 队 

45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 舞蹈 3 队 

46 本科生组 武汉理工大学 武理取 N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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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研究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舞者 

48 研究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超能队 

49 职业院校组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巨人队 

50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舞蹈神话 

51 职业院校组 南通奥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奥创舞之队 

52 职业院校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 装甲劲舞团队 

34. 机器人舞蹈项目多足仿生赛（共 6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舞蹈二队 

2 本科生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X-Robot Team8 

3 本科生组 大连民族大学-工程教育学院 蜘蛛侠 

4 本科生组 长江师范学院 长师舞蹈 H 

5 本科生组 齐鲁工业大学 齐鲁双塔队 

6 本科生组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旺旺旺 

35. 机器人书法项目硬笔书法赛（共 10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24队 

2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一点队 

3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开拓者 

4 本科生组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厚生队 

5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青椒皮蛋 

6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阿西莫夫 

7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长乐坡书童 

8 本科生组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天骄 4号 

9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神笔马良 

10 研究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星期二 

36. 机器人书法项目软笔书法赛（共 6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 齐墨 

2 本科生组 空军勤务学院 先锋书法队 

3 本科生组 华中农业大学 狮山书法家 

4 本科生组 武汉理工大学 臂走龙蛇挥翰孔雀 

5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 行云流水 

6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文人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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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机器人射门项目单人点射赛（共 6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黑豹队 

2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三人行队 

3 本科生组 西安工程大学 XPU足球队 

4 本科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Rooster 

5 本科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BlueWhale 

6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Tail队 

38. 机器人赛车项目对抗赛（共 8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雷霆队 

2 本科生组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翠微湖队 

3 本科生组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天骄 5号 

4 本科生组 北华大学 无畏队 

5 本科生组 陆军装甲兵学院 急速队 

6 本科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雷霆四驱队 

7 本科生组 南京工业大学 飞跃队 

8 研究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816 队 

39. 机器人赛车项目竞技赛（共 14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1队 

2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赛车竞技一队 

3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天火 

4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初号机 

5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 Beyond队 

6 本科生组 南阳理工学院 启航六队 

7 本科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霹雳队 

8 本科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DBD战队 

9 本科生组 南阳理工学院 启航五队 

1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莫超车 

11 本科生组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天骄 6号 

12 本科生组 山东农业大学 竞技达人 

13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绝地求生 

14 本科生组 山东大学（威海） 山东高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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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机器人物流项目快递分拣赛（共 3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天津工业大学 机械之魂 

2 社会力量组 唐山酷娃创客探索馆 酷娃创客梦之队 

3 职业院校组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闪电队 

41. 机器人物流项目快递配送赛（共 4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西南石油大学 鬼火机车 

2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凌霄 

3 本科生组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天骄 7号 

4 本科生组 石家庄铁道大学 TopRoboNo2 

42. 机器人移动项目六足竞走赛（共 72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南京理工大学 和平使者 

2 本科生组 中南民族大学 智能 1队 

3 本科生组 中南民族大学 智能 2队 

4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风驰电掣 

5 本科生组 武昌工学院 疾风队 

6 本科生组 安徽大学 DreamWingLZ 

7 本科生组 淮阴工学院 英特吉竞走一队 

8 本科生组 武昌工学院 神速队 

9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Arduino队 

10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lovely luo 队 

11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三人行 

12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琪天大亨队 

13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怼怼怼队 

14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芒果队 

15 本科生组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机械工程系 不倒翁 

16 本科生组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机械工程系 向前冲，曙光在眼前 

17 本科生组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机械工程系 天狼队 

18 本科生组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机械工程系 知行挖掘机 

19 本科生组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 知行直通车 

20 本科生组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 追风 

21 本科生组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 独秀联盟 

22 本科生组 汉口学院机械学院 澄心队 

23 本科生组 汉口学院机械学院 搏努力 

24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冲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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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SKS 

26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罗布泊队 

27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擎天柱队 

28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浪的飞起队 

29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三只小仙女 

30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星耀队 

31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旗胜队 

32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计算机学院 藏羚羊队 

33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计算机学院 博尔特 

34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计算机学院 创意队 

35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计算机学院 智联队 

36 本科生组 南京工程学院 超能陆战队 

37 本科生组 汉口学院 蜘蛛王队 

38 本科生组 汉口学院 小旋风队 

39 本科生组 文华学院 竞走先锋队 

40 本科生组 文华学院 步惊云队 

41 本科生组 华中农业大学 飞蛛队 

42 本科生组 华中农业大学 风行者 

43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雪狼二队 

44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千山暮雪队 

45 本科生组 武昌理工学院 武昌理工一队 

46 本科生组 武昌理工学院 武昌理工二队 

47 本科生组 武汉理工大学 雪之下雪乃 

48 本科生组 江汉大学 火箭队 

49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13队 

50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14队 

51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15队 

52 本科生组 钦州学院工程训练中心 北部湾工程 16队 

53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 少先队 

54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海底捞月队 

55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霹雳队 

56 职业院校组 荆门职业学院 交响金属核 

57 职业院校组 荆门职业学院 银河护卫队 

58 职业院校组 荆门职业学院机械系 甲壳虫 

59 职业院校组 湖北青年职业学院 探索小队 

60 职业院校组 湖北青年职业学院 开拓小队 

61 职业院校组 湖北青年职业学院 冲锋小队 

62 职业院校组 湖北青年职业学院 智联小队 

63 职业院校组 武汉市石牌岭高级职业中学 机器之梦 

64 职业院校组 武汉市石牌岭高级职业中学 暗黑崛起 

65 职业院校组 武汉市石牌岭高级职业中学 威震天队 

66 职业院校组 荆门职业学院 龟，鱼与龙队 

67 职业院校组 荆门职业学院电子信息系 大黄蜂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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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职业院校组 荆门职业学院 蜘蛛人 

69 职业院校组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超越队 

70 职业院校组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疾行队 

71 职业院校组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开拓者 

72 职业院校组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断位漂移队 

43. 机器人移动项目双轮竞速赛（共 40 个队） 

序号 参赛组别 单位名称 队伍名称 

1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蛰龙号 

2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二零叁队 

3 本科生组 菏泽学院 天狼队 

4 本科生组 江汉大学 梦小队 

5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 X-ray 

6 本科生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机器人 9号 

7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天衍 

8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万衍队 

9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萌新队 

10 本科生组 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飘浮者 

11 本科生组 安徽工业大学 竞速 337 

12 本科生组 中南民族大学 智能 3队 

13 本科生组 华北理工大学 HK-312 

14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先锋队 

15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双足先锋队 

16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小车快点跑 

17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梦之队 

18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跑得快才队 

19 本科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凌风队 

20 本科生组 陆工大石家庄校区十八大队 1820队 

21 本科生组 汉口学院机械学院 征服者 

22 本科生组 汉口学院机械学院 OE 

23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115队 

24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奔跑队 

25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qwz队 

26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卓越小分队 

27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创希望 

28 本科生组 武汉东湖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动不动就 

29 本科生组 南昌大学 格物队 

30 研究生组 重庆邮电大学 极速 

31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滴滴队 

32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翻翻队 

33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幼儿队 

34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院 海天酱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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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对对队 

36 研究生组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 地穴编织者 

37 职业院校组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闪电精灵队 

38 职业院校组 荆门职业学院 鸵鸟展翅队 

39 职业院校组 荆门职业学院 冰力十足队 

40 职业院校组 荆门职业学院 风火轮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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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地布局与服务指南 

1.中国地质大学西一门至报到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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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地质大学西区至中国地质大学北区（D 馆）校内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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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地质大学西区赛场（A 馆、B 馆、C 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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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赛项场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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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证件使用 

(1)嘉宾证；(2)裁判证；(3)工作证；（4）参赛证 

为便于大赛秩序维护和管理，比赛场馆等区域将实行管制，比赛期间请配带

好各自证件。 

比赛期间，学生要携带学生证、身份证，必要时需要验证身份。 

6.场馆服务 

大赛期间，所有场馆开放时间为 7:00—21:00，夜间不开放 

7.医疗服务 

1. 大赛期间，组委会将在西区体育馆主馆总服务台提供相应的医疗应急服

务。 

2. 医院值班电话：027-67883767 

3. 值班医生：杨医生：13986053889 

8.食宿服务 

(1)餐厅就餐时间安排如下： 

午餐：11:20—13:00  

晚餐：17:00—18:50  

(2)参赛人员住宿 

各校师生按照官方网站公布的宾馆自行预定。 

大赛期间，人员流动频繁，外出时请随身携带贵重物品。请不要在房间内使

用大功率电器，有紧急情况请拨打住宿地点服务热线。 

9.安全须知 

(1) 各参赛单位应根据本队的实际制定安全预案。 

(2) 参赛队员和教师必须在领队的带领下，集体前往比赛场地参加、观看比

赛和返回驻地。 

(3) 在比赛场地按指定位置就坐或按照日程安排参加比赛，领队要加强对学

生的安全管理，学生不得随意走动，不能翻越栏杆，更不能嘻笑打闹。 

(4) 参赛队员和教师自行订餐，志愿者会提前联系各校协助订餐。如有清真

食品等特殊要求，请与大赛组委会或志愿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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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出参观考察的安全工作，由各校随行的领队负责。 

(6) 比赛结束后，各参赛队领队务必将学生安全带回。 

(7) 比赛场馆内，请参赛队员和教师保管好各自携带的设备和物品，如丢失

设备和物品，组委会概不负责。 

(8) 如自带车辆，外来车辆只能从西校区西一门出入，可在报到时领取车辆

通行证。 

凡违反上述规定，发生一切问题责任自负。 

10.竞赛注意事项 

(1) 要求各参赛队伍按照《赛事与会议指南》中的顺序依次进入场地进行比

赛。 

(2) 听从裁判指挥，顺利完成比赛。如果有争议，向现场的仲裁委员会提出

申请复议。参赛队伍不得干扰比赛顺利进行。 

(3) 现场禁止使用照相机的闪光灯对赛场内机器人拍照，以免影响机器人识

别及运动。 

11.其它未尽事宜以组委会解释为准。 

四、仲裁程序 

 

1．参赛队若对竞赛过程或竞赛结果有异议，可向本校带队教师

汇报，由带队教师以书面形式，提交到组委会办公室，向竞赛仲裁组

提出申诉，但不得影响竞赛正常进行。 

2．竞赛仲裁组依据项目规则及竞赛仲裁办法等，对参赛队提出

的申诉进行认真处理，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申诉者。 

3．竞赛仲裁组对申诉事项一经仲裁，并经大赛技术委员会主任

或大赛秘书长签字确认，即为最终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