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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勇 研究生学院 男 15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顾问 

2 王世泽 研究生学院 男 15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顾问 

3 丁宇 研究生学院 女 15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顾问 

4 刘长文 研究生学院 男 16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电控组 

5 岳高峰 研究生学院 男 17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电控组 

6 刘仍志 研究生学院 男 16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电控组 

7 朱宝成 研究生学院 男 17物流工程 研究生 电控组 

8 李沐 研究生学院 男 17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电控组 

9 宋天朗 国际学院 男 16自动化 本科生 电控组 

10 符易陈 信息工程学院 男 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电控组 

11 庞博文 研究生学院 男 17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电控组 

12 徐晓鹏 研究生学院 男 17工业工程 研究生 视觉组 

13 邓野 国际学院 男 15工业工程 本科生 视觉组 

14 张钰 信息工程学院 女 15物联网 本科生 视觉组 

15 徐德珉 研究生学院 男 17工业工程 研究生 视觉组 

16 马迎慧 研究生学院 女 17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视觉组 

17 阮丽丽 研究生学院 女 17环境科学与工程 博士生 视觉组 

18 闫保山 研究生学院 男 17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19 任鹤 研究生学院 女 17工业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20 高炜 研究生学院  男 16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21 矫全宇 研究生学院 男 17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22 叶海青 研究生学院 男 17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23 李志强 研究生学院 男 17机械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24 张文林 研究生学院 男 16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25 王梓硕 研究生学院 男 16工业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26 吴子龙 研究生学院 男 16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27 董金刚 机械工程学院 男 15机自 本科生 机械组 

28 黄青青 机械工程学院 女 16金属材料工程 本科生 机械组 

29 陈宏志 研究生学院 男 16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30 王记 研究生学院 女 17工业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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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 研究生学院 男 17工业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32 王雨薇 研究生学院 女 17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操作组 

33 刘成豪 研究生学院 男 17物流工程 研究生 操作组 

34 徐盛洪 研究生学院 男 17环境科学与工程 博士生 操作组 

35 张朋飞 机械工程学院 男 15材料成型 本科生 操作组 

36 戴瑶 研究生学院 女 17工业工程 研究生 操作组 

37 姚宇 研究生学院 男 17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操作组 

38 于时淞 研究生学院 男 17工业工程 研究生 操作组 

1 Robocon 覃铂强 信息工程学院 男 16物联网 本科生 电控组 

2   姜婷婷 机械工程学院 女 15材料成型 本科生 视觉组 

3   廖德浩 国际学院 男 15自动化 本科生 视觉组 

4   官跃 机械学院 男 16焊接技术与工程 本科生 机械组 

5   包玉奇 机械工程学院 男 16机自 2班 本科生 机械组 

6   温中亮 机械工程学院 男 17机自 本科生 机械组 

7   柳晓强 机械工程学院 男 16机自 本科生 机械组 

8   郭飞 机械工程学院 男 16机自 本科生 机械组 

9   贾琦 建筑工程学院 男 17级建筑学 本科生 机械组 

10   于挺 国际学院 男 17工业工程 本科生 机械组 

11   于益盛 信息工程学院 男 16自动化 本科生 机械组 

12   林炯明 信息工程学院 男 16物联网 本科生 机械组 

13   周昌胜 机械工程学院 男 17机自 本科生 机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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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乙芳 研究生学院 男 17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电控组 

2 许雪姝 研究生学院 女 17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电控组 

3 都丽 研究生学院 女 17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视觉组 

4 孙双 研究生学院 女 17管理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视觉组 

5 杨敏 研究生学院 女 17物流工程 研究生 视觉组 

6 韩连娟 研究生学院 女 17工业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7 袁露露 研究生学院 女 17机械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8 薄大明 研究生学院 男 17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9 王晰玮 研究生学院 女 17机械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10 钟彦恺 研究生学院 男 17工业工程 研究生 机械组 

11 马洋洋 研究生学院 女 17 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操作组 

12 李鑫悦 信息工程学院 女 16通信工程 本科生 操作组 



13 机器人创业

赛 

 

李国祯 信息工程学院 女 16通信工程 本科生 操作组 

14 王杨 研究生学院 女 17 级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 操作组 

15 刘跃 研究生学院 女 17工业工程 研究生 操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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