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项目名称 组员 指导老师
安徽工业大学 双体式缆索机器人 何远洋、杨强、丁笋 杨琦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疾风迅影——水陆两栖玩具车 李云涛、程攀峰、刘旭锋 万晓燕

北京工业大学 管道无损检测机器人 王帅、吕新超、张宇 王建华、刘志峰

北京工业大学 疾速蝮蛇 石烨佳、马丹跃、卢垣燊 王建华、刘志峰

北京工业大学 软管清道夫 陈映、闫俊、郭宇新 王建华、刘志峰

北京工业大学 多功能管道攀爬机器人 符致孟、王 冉、刘 琦 王建华、刘志峰

北京工业大学 泛用型螺旋轮式管道攀爬机器人 谢启航、张月泽、周洪 王建华、刘志峰

北京理工大学 Ω-Robot——多吸盘自锁夹攀爬机器人 段砚州、李蓝天、关海杰 苏伟、杨薇

大连理工大学 Fire Climber—脚足式攀爬机器人 郭俊岐、邵瑞晨 宋洪侠

大连理工大学 装修甲壳虫 邹海洋、张洪梅、孙振兴 宋洪侠

大连理工大学 管道旅行者 李博文、陈江涛、李虹漫 宋洪侠

大连理工大学 虫虫特工队 张杨、王哲、刘茂臻 宋洪侠

大连理工大学 流浪攀爬者-Avalon 叶帆、杨方召、刘志松 宋洪侠

大连民族学院 爬绳机器人 李海峰、海  博、赵瑞丰 陈兴文、王立新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墙壁清洁机器人（PRBAG） 于一、秦汉、文丰艾 王新刚、王海峰

广西大学 电磁吸附式爬壁机器人 黄珍章 陈俊 李季峰 李漫天 李竞

广西大学 智能玻璃幕墙清洁机器人 郭宁、潘荣安、姚通准 李岩舟

广西大学 新型输电铁塔攀爬检测机器人 马俊生 马桂香 梁甲 郑广平 董振

哈尔滨工程大学 管内爬壁机器人 蒋圣鹏 付  振 王  娜 石玲 葛杨

哈尔滨工业大学 蓝色魅影 李蕴洲、解为然、魏晋 刘佳男

合肥工业大学 电网卫士 沈洋洋、王立、陈文杰 吴其林、赵林峰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爬墙机器人——四脚金刚 蒋儒浩、付显、李舒怡 王静、王玉琳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CRAZY  APE爬墙机器人 金力人、陈正翰、胡坦 王静、王腾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MAPC多功能攀爬机器人 汪欣、顾鹏、王旭 朱立红、张良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MR-Robot 葛东升、刘继鸿、伍世贤 王腾、童晨

湖北工业大学 丝杆移动型爬杆机器人 张兆龙 杜文强 孙金风 汪泉

湖北文理学院 履带吸盘式攀爬机器人 陈十力、但雅波、李涵 李波、王宏达

湖南大学 走壁1号 孙昱晗，刘锦鸿，田文举 叶南海

湖南大学 多功能新型攀爬机器人 韩进华 王琨淇 冯勇 伍素珍 金秋谈

湖南大学 多功能巡线机器人 林延龙、陈炳旭、蒋志颖 叶南海

华南理工大学 仿生蚂蚁攀爬机器人 柯晓鸿、刘森鑫、杨健 张东

华南农业大学 爬杆机器人 林海明、黄福豪、林怡森 卿艳梅

华中科技大学 磁力吸附双层足式探伤机器人 周磊、张旭、傅屈臣 张俐

华中科技大学 高空玻璃探伤抢救机器人 桑新桓、陈奥特、李文静 吴昌林

昆明理工大学 “越野鬼鬼号”建筑探伤机器人 孟凡博、施磊、郝轩 刘泓滨

昆明理工大学 高压电缆巡检除冰仿生机器人 沈忠磊、陈昊、邹帆 刘泓滨

昆明理工大学 帕克多功能自适应攀爬机器人 孙晓军、黄稀荻、赵健 阴艳超

昆明理工大学 “帝王蝎”多功能粉刷机器人 王森  王梦盈  叶远恒 邓强国、刘泓滨

兰州理工大学 多功能攀爬小精灵 温景博、郑鹏飞、裴娴 郭润兰、杨东亚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多功能负压攀爬机器人 王  博、单自强、王立洲 荆  菁、魏家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可重构风力发电机检修机器人 李恒、张鑫、林磊 于明礼、刘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甜烧饼爬行机器人 陶静雅、朱飞燕、吴柯 于明礼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压电线塔攀爬除冰机器人 顾佳巍、徐蔚青、孙鑫 于明礼、陈炳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化工塔类设备攀爬焊接机器人 王辕、盛夏、王志远 于明礼、李苗苗

山东农业大学 多功能管壁攀爬机器人 杨子涵、荆林龙、沈丽霞 李玉道、王金星

上海大学 Fly Climber 自平衡攀爬机器人 史栩屹  杨一超  董  昊 陈勇

上海大学 展开式模块化内管爬行机器人 解  超  杨  婕  朱依苓 陈勇

太原科技大学 克兰博 张东旭、冯鹏超、王旭东 岳一领、陆凤仪

太原科技大学 Ferschergeist 李佳辉、侯弘宇、岳欣 岳一领、陆凤仪

太原科技大学 曲面自适应型可越障磁吸附爬壁机器人 陈智星、张炳东、毋嘉豪 岳一领、陆凤仪

太原科技大学 天龙多功能爬壁机器人 徐鹏颖、陈海葵、于鸿恩 宋建军、岳一领

天津大学 无损探伤盘式爬壁机器人 庞浩、夏博睿、宋雨濛 范胜波、李清

同济大学 布线高手 李方宇、韩子熹、黄淳 王国华、陆佳玮

同济大学 “魔方”——可攀爬空气清新机器人 唐昊、冷述元、花彬 李梦如、顾海燕

同济大学 风火轮 李雨航、龙文华、黎杰 李梦如、顾海燕

同济大学 仿人攀爬采椰机 杨帆、董志杰、王春伟 刘世亮、陈哲

同济大学 Tars 于永强、刘兴盛、唐博世 刘世亮、陈哲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墙面舞者METOPE DANCER 郭傲龙 沈家栋、尹建阁

文华学院 桥墩检测机器人 白豪、何镏源、王荣跃 李文慧、连讯

武汉科技大学 滑壁式清洗小车 吴钟、徐志文、高才 侯宇

武汉科技大学 多功能攀爬机器人 张东明、张宇龙、周龙 周龙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探索先锋 周敏、胡小祥、汪剑 卢君宜、张玉

武汉理工大学 仿生式大型刚体质量检测机器人 冯晓宇、郝雪桐、李磊 郭柏林

武汉理工大学 路灯太阳能电池板清洗机器人 李泽旭、邓志豪、史浩宇 吴飞

武汉理工大学 蚂蚁仿生型桥梁检测机器人 王伟钊、翁佩佩、田高翔 徐汉斌

武汉理工大学 千足虫仿生探测机器人 朱慧、茆雨婷、王晓敏 赵敬泽

武汉理工大学 双态多功能电网系统攀爬机器人 孟杰、罗健、虞苏璞 吴华春

西安交通大学 Defender——山神 查妍、樊梵、李建宏 许睦旬、李晶

西安交通大学 除冰师——高压输电线除冰机器人 唐思训、吴阳阳、张泽中 郭艳婕、杨立娟

西安交通大学 私人爬壁健康伴侣——Baymini 遆剑、余柏勋、曾静怡 郭艳婕、李晶



西安交通大学 “毛毛虫”式爬墙清洁机器人 王宏宇、石有朋 金悦

西安交通大学 画师----墙面装潢机器人 夏伟、陈光彪、曾明华 许睦旬

西安交通大学 攀爬巡检机器人 郑宗吉、宋星泽、钱乐天 李小虎

西安交通大学 多功能快速攀爬平台 姚天鸷、袁庆龙、舒豪 王保建

西安交通大学 桥梁守护者 李鹏辉、张清源、唐晨炜 金悦、胡改玲

西安交通大学 夜枭 赵哲龙、贾智年、周利 张育林、王晶

西安交通大学  火山忍者 许霖、韩天翼、田 飞 金悦、许睦旬

西安交通大学 海天后勤兵——大型武器装备保障攀爬平台 潘明昊、傅杨奥骁、周童 许睦旬

西南科技大学 管道探伤机器人 黄志鹏、储王涛、张秘 臧红彬

燕山大学 六足墙体探伤攀爬机器人 郅慧 张艺丰 陈雁 张树存、李富娟

燕山大学 THE DRAGON羿龙 陈镇喜，王然，丘金宣 姚建涛，李富娟

燕山大学 海格力斯 温强  刘信良  郭巍汉 艾超，李富娟

长春工程学院 履带式电磁攀爬作业平台 杨琪玮、韩思 杨达毅、尹海燕

长春理工大学 攀爬除冰机器人 谢醇、刘洋、刘梦 田春林、王晶东

长春理工大学 多功能五足全地形攀爬机器人 张光宇、朱人杰、杨佳蒙 张宝庆

浙江大学 具有变螺距螺线型爬行能力的管道机器车 杨筱钰、鲍静涵、刘瑞 杨克己、顾大强

浙江科技学院 仿生高空作业机器人 何明、金军、朱琦 杨华文、徐兴

浙江科技学院 煤气管道检测机器人 张秋建、张振新、胡芳勤 段福斌、曹淼龙

装甲兵工程学院  基于负压技术的攀爬机器人 王阳阳、张凯、魏华锋 宋仲康、韩玥

装甲兵工程学院 球齿轮可变径爬杆机器人 倪国涛、葛浩天、张成威 赵永东、宋仲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