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学校名称 获奖作品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西安交通大学 网球大师 Tennis Master 胡逸波、吕海鑫、许敬晖 郭艳婕、许睦旬

大连理工大学 乒乓球投射机（包含收纳功能） 王宗成 王秉齐 方健豪 宋洪侠 叶洪歆

武汉理工大学 乒乓AlphaGo 徐郑攀 李子翰 陶锐 吴波

北京工业大学 羽毛球收割机 曹子睿 程博 谢欣宏 王建华 孙树文

武汉理工大学 机械助手——网球管家 谭桦 张文尧 寻天柱 吴超群

北京理工大学 “绿茵袋鼠”球场服务机器人 赵恒平 马惠臣 路深 杨薇  荣辉

大连理工大学 TennisGo（智能发球机） 于灏 马琼 魏嘉润 宋洪侠 李震

天津大学 Super Badminton Collector (SBC) 王昕瑞 李浩铭 金山承 何改云 王斌

太原科技大学 捡球机器怪 尚现伟 刘鹏宇 姚良全 岳一领

西安交通大学 羽毛球发球小兵 王红、王怡沄、彭中木 权双璐、金悦

西安交通大学 子母配合羽毛球捡球机 周凯、张文轩、王克峰 权双璐、郭婷

武汉理工大学 Tennis Collecting Vehicle 安文博 万梦钰 于文峰 毛娅

武汉理工大学 Shooting Beatles 球类投射机器人 陈昭亮 向俊任 王树泽 赵敬泽 徐汉斌

西安交通大学 智能网球机器人球童 孙亚安、李云耀、武璐 杨培林、杨立娟

昆明理工大学 “Rabbit”——球类回收机器人 杨刚  刁跃虎  佘文壮 吴涛

北京理工大学 “蓝鲨”网球发球机器人 王淑靓 张瑞欣 裴希哲 杨薇 苏伟

北京工业大学 谁羽争锋——羽毛球训练服务机器人 徐婷   张巍   王志举 王建华 张彩霞

武汉理工大学 Auto Billiards Robot桌球服务机器 张欣 高晓琳 张泽鹏 凌鹤

武汉理工大学 双模式网球收发一体机 刘畅 李贝 王少哲 宋春生

上海大学 网球捡球机器人 姚航 陈善义 鲁世贵 陈勇

大连理工大学 Super Snooker 李君 孙悦  高依毅 戴恒震 李震

西安交通大学 乒乓球收发球子母机 李坤博、张浩宇、张建 张铁山、许睦旬

武汉理工大学 甲壳虫仿生型网球服务机器人 马方粲 李家靖 王振华 李益兵

太原科技大学 “海马爸爸”网球训练机器人 潘建业 刘文 郭会强 岳一领

陆军装甲兵学院 智能捡球机器人 刘家璇 郭亮 徐飞鸿 赵永东 刘昶
武昌首义学院 智能羽毛球收球机 冯栋辉 崔晟 何晋 赵燕 孙琴

武汉理工大学 双拍投发及捡球回收网球机器人 李祎 叶俊 周厚满 吴彦春

长春理工大学 数字化智能识别网球发射回收服务机器人 汤万兴 樊晓帅 董华伦 张宝庆 石广丰

同济大学 “MVP制造者”篮球服务机器人 朱成耀 秦陈恺 刘禹明 顾海燕 李梦如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模块化球类回收机器人—星环 陈琪 孙式进 李韦龙 朱衍飞 孙子尧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枪林弹“羽”之羽毛球发球机 梁庆 孙铎浩 倪昌 肖献强 王家恩

武汉理工大学 全方位沙滩排球收发一体化机器 赵亚群 程冰 钟桥 张锦光 牛通之

北京工业大学 基于枪械原理的羽毛球发球机 杜亮   蒙杨   王宝恩 赵永胜 王建华

同济大学 “Alfred”——智能高尔夫小助手 潘松 梁绪 张斐然 陈哲 孙波

哈尔滨工程大学 FR  firend足球机器人 尹逊锋 沈文清 朱景哲 罗阿妮 杨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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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 基于曲柄导杆机构的智能羽毛球发球机 唐首臣 李甜甜 张钟元 王殿龙 宋洪侠

昆明理工大学 “贝克”多技巧足球训练机器人 尹雨枫 于欢  魏婉珠 刘泓滨

武汉理工大学 Golf Boy 高尔夫球场服务机器人 李国喜 田嘉晨 曾鹏宇 胡剑 王亦凡

西安交通大学 羽毛球服务机器人 邬鹏飞、宁上上、杨帅 郭艳婕、权双璐

北京工业大学 乒乓球训练发球机 周振勇 刘天朗 姚耀 王建华 初红艳

浙江科技学院 羽毛球收集装筒一体机 谷子良 王仁源 余杰 徐爱群 吴立军

武汉科技大学 sword球类发射器 张桐伟 严相 易灿灿 刘洋

燕山大学 全智能网球训练机 刘建鑫 周德霄 张起源 于凤琴

西安交通大学 多功能胶囊小车 徐健、、薛帅吴迪 许睦旬、田绍华

西安交通大学 高尔夫球童机器人 郭超群、林昱锦、吉田 郭婷、桂亮

长春工业大学 雷达式智能篮球机器人 左同星 李秉盛 徐晓亮 孙立华 马松彪

哈尔滨工业大学 便捷式乒乓球发球机 刘峰翼 万春鹏 龙奕晨 刘佳男 王滨生

合肥工业大学 “cleaner”羽毛球管家 封智鑫 刘项 武文杰 朱立红 张良

哈尔滨工业大学 欧米茄萨克（Omega Soccer）———足球捡球机器人 冯宸 李臻阳 丁晨洋 刘英想

大连理工大学 蛋糕羽毛球发球机 曾青山 刘瑞 李传浩 宋洪侠 李震

北京工业大学 水球自动回收机器人 罗明睿 辛雨函 刘子虓 王建华 杨聪彬

西安交通大学 羽球助理 李昊城、吴芳军、程哲 桂亮、金悦

武汉科技大学 启明星足球射手 乐凯 孔德华 杨佳舒 邹光明 肖立

湖北文理学院 乒乓球自动回收机器人 张行 靳财 石晶 周岳斌 王宏达

大连民族大学 乒乓球发球机器人 程玉莹 李佳乐 王伟华 吴鑫辉 冉春秋

西安交通大学 网球场服务机器人 李泽昊、石章汋、张歆卓 郭艳婕、杨雷

太原科技大学 篮球PAC（Passing And Catching）机器人 吕端平 申家正 陈伟男 白峭峰 宋建军

武汉理工大学 Shooting足球射门机器人 欧香念 杨桢 何军 卢红

北京工业大学 羽毛球球场训练机器人 沈靖瑄 刘子阳 任佳祥 王建华 程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可调式球回收机器人 朱春润 王春江 张悦豪 于明礼 田威

华中科技大学 四摩擦轮乒乓球陪练机 田广 向浩东 侯立成 吴昌林 阮春红

大连理工大学 Table Tennis Collector 房乃玉 胡勍 江浩 宋洪侠 孙晶

西安交通大学 球场服务车——网球收集及球场清洁助手 陈卓筠、吴卓成、李野腾 郭艳婕、李明

武汉理工大学 机炮网球发射机 赵豪杰 林创挺 付乐群 叶涛

北京理工大学 “豌豆射手”全方位智能乒乓球发球机 黄雪圆 许建业 戴孟初 杨薇 王艳辉

华南农业大学 足球机器人 崔恩楠 陈金蔚 刘嘉明 甄文斌 夏红梅

武昌首义学院 带式自主网球发球机器人 平威 常峥 徐宇涵 吴蕾 张雪凌

北京工业大学 “南丁格尔”篮球投掷机器人 杨雨濛 刘辰阳 孙若水 刘志峰 王建华

萍乡学院 赛尔号（铅球比赛服务机器人） 张宇 田汉林 万超 田春来 张均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捡球小能手 阳庆林 符明恒 陈剑水 杨化动 杨晓红

浙江大学 PAC-MAN智能捡网球机器人 裴梓辰 许铎 岳子阳 王庆九 朱聘和

山东农业大学 基于麦克纳姆轮的双级滚刷捡乒乓球机器人 郭家乐 康朔 李浩 宋占华

武汉理工大学 全自动羽毛球捡球机 徐峻伟 夏伟刚 游颖辉 燕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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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 高效网球拾取机 刘博文 王立强 杜双言 宋洪侠 李震

武汉轻工大学 网球机器人 武金亮 王懿偲 武冀平 孙亮波 阳学进

武汉科技大学 智能网球拾取机器人 张志豪 赵晶 吕嘉辉 张利平 张旭刚

昆明理工大学 篮球陪练机器人 江山强 徐赣君 张文杰 吴涛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乒乓球发射器 马泽裕 沈建行 耿明昊 沈家栋 叶剑

大连工业大学 全自动羽毛球发球机 马一鸣 刘明泽 苏广赫 马丽敏 刘彤晏

西安交通大学 “黑曼巴”捡球机器人 姚润昭、凌伟豪、杨光远 许睦旬、杨培林

昆明理工大学 PK-TP Robot 张纯 张沈超 刘毅 邓强国

山东理工大学 新型捡球机器人 屈茂臻 位世云 孙文超 宫金良

南昌大学 球场“小灵通” 梁镇海 徐喜 潘成荣 李小兵 江雄心

湖北工业大学 斯洛克自动摆球机器人 袁芬 胡沛 徐明明 汪泉 魏琼

长春工程学院 网球陪练机 杨龙飞 林仁达 徐昇 杨达毅 陈光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涅槃机器人—一款针对残疾人康复运动的球场服务机器人 黄和钧 许舒鹏 冯佳宁 杨化动 杨晓红

燕山大学 全自动捡球机器人 张浩  冷悦  任全浩 董志奎  孙建亮

昆明理工大学 捡网球机器人 李承胜 颜沛武 杨永龙 吴涛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转盘式”羽毛球发球机器人 王守贤 车喆 潘香宇 蒋丽影 魏家鹏

文华学院 台球自动码对整理系统 李政 陈海杰 朱昱颖 孟超莹 何俊伟

太原科技大学 旋风能手 王兆 王倩 李英楠 岳一领

昆明理工大学 “庭球”机器人 高进姝 马爱峰 吴亚彬 邓强国

长春理工大学 仿生蝎子捡球机器人 罗瑞环 翟秀丽 杨伟鑫 张宝庆 李学光

湖南大学 羽毛球收集机器人 梁文龙 李承远 刘逯航 伍素珍 谌霖霖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 乒乓球捡球机 郭鑫腾 梁耀壮 李鱼鱼 梁海龙 杨平平

北华大学 滚刷采集式网球收集装置 韩杰  刘玉力  周振强 王开宝 张其久

武昌首义学院 羽毛球智能收集分类车 鲁昆仑 李扬帆 吴建根 吴智慧 张妮

昆明理工大学 豌豆射手 印宁 可志相 沈奥祥 邓强国

广西大学 网球伴侣-网球拾捡小车 成铭 王瑞 李正强 董振 蒙艳玫

南昌工学院 智能乒乓球捡球机器人 陈文江 徐磊 朱文辉 史朋要 胡珊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智能球类回收小黄鸭机器人 李云飞 卢明辉 陈宏亿 黄媛 刘艳丽

陆军装甲兵学院 Mr waiter球场服务机器人 张杰 陶俊杰 郝云鹏 赵永东 潘晶雯

长春师范大学 投篮机器人 潘浩铭 雷宇  周广义 蒋东霖 丁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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