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学校名称 获奖作品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武汉理工大学 accompanying spider助力老年行走机器人 吴柯依 熊佳聪 朱浩然 吴华春
西安交通大学 守护椅——便捷递，轻松行 文娱 张泽瑞 寇小雪 杨立娟、杨雷
北京工业大学 四履带式月球服务机器人 廖金秾；韩梦蕊；杜亮 王建华、张彩霞
北京工业大学 “鲁达尼亚”月球营地服务机器人 罗明睿；沈靖瑄；高孟玄 王建华、程强
北京理工大学 “智亲”——老人运动服务机器人 张彭城 董盈初 张盛 杨薇 苏伟
北京理工大学 “长颈鹿”智能家用服务机器人 武艺 鲁延 梁泽华 杨薇 荣辉
北京理工大学 “小依”多功能衣物管理机器人 朱正午 张启航 宁长久 杨薇  荣辉
大连理工大学 护理大师 粟存通 尹祖双 吴林筱 宋洪侠、崔岩
大连理工大学 “server” 老年人综合服务机器人 方健豪 赵林林 魏钢 宋洪侠、崔岩
大连理工大学 多功能月球营地机器人 韩宜池 吴江盛 毛一百 孙玉文、刘莹
大连理工大学 月球基地建造及维护机器人 梁昊毓 吕晓磊 马兴 宋洪侠 杨璐嘉
合肥工业大学 多功能月球营地车 石金明 李厚生 石柯 张良 朱立红
合肥工业大学 多功能月球自动装卸车 郭勇 陈浩 关海威 肖献强 王家恩
合肥工业大学 基于柔索驱动腰下肢康复并联机器人设计 兰军豪 史裕问 赵一吾 訾斌、王正雨

湖南大学 多功能下肢康复车MRLV 周皓骏、陈廷书、苏遵海 伍素珍、谌霖霖
华中科技大学 手臂骨折康复机器人 张清乾,易安哲,刘高 吴昌林, 刘伦洪
昆明理工大学 “开拓者”月球营地机器人 赵爽 、张含宇、 许玉龙 刘泓滨

萍乡学院 “星球”——家用服务机器人 陈其灯、熊飞洋、黎宇辉 田春来 张红钢
天津大学 载人移动月面工程基站 王清嵩 张宏达 郭子睿 窦一喜 范胜波
同济大学 月球营地搭建机器人 黄智越，屈先亮，张一帆 李梦如，于睿坤

武昌首义学院 月球营地辅助搭建机器人 李枭鸿  吴迪  王全 周志鹏  石从继
武汉理工大学 “老伴”-老年服务机器人 唐德莲 廖博文 陶锐 吴波、张泽鹏
武汉理工大学 Powered armor 下肢康复机器人 张文尧 贺梦鸽 李宇琪 宋春生、周厚满
武汉理工大学 Cynthia-多功能月球营地机器人 张丰 谢凡 钟继康 毛娅
武汉理工大学 L-couple老年人服务机器人 曾智博 付乐群 徐硕 徐汉斌、王振华
武汉理工大学 Life assistant-老年服务机器人 李天宇 吴思宇 郑叶 王成刚、李思琦
武汉理工大学 Super Care家庭智能服务机器人 李铁妮 程耀锋 赖志洋 周斌
武汉理工大学 月球营地机器人“月宫卫士” 高梓航 曹鼎钰 姚思琦 张锦光、李国喜
武汉理工大学 Token Lunar Rover 陈俊杰 刘健 钱意祯 吴飞
西安交通大学 月球营地工具车“流光” 程阿康 袁波 胡晨烨 郭艳婕、杨培林
西安交通大学 模块化外骨骼机器人 项喻暄 徐子赫 周奕辰 许睦旬 郭艳婕
西安交通大学 “清君厕”厕所清洁机器人 周瑞 代希圣 张誉川 权双璐、桂亮
西安交通大学 月球营地开拓者 杨浙帅  刘莘 张畅 杨雷、郭艳婕
西安交通大学 云叠衣柜Cloud Stack 王浩 刘仕敏 汪兴中 刘金鑫、杨雷
西安交通大学 魔方影院 马吉良 冯满硕 程时 许睦旬、郭艳婕
西安交通大学 全自动可载人月壤勘探车——“逐月之影” 陈达 许薄潇 孙亚安 许睦旬、梁庆宣
西安交通大学 “我就是药神” 欧阳鑫健 王陵宇 聂家麒 权双璐、金悦

燕山大学 “迅康”康复机器人 白寅明，康岩松,练盛 董志奎，李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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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 强刺激下的自锁传动式七穴位足底按摩器 李英朝，何宇航 李佳宁 史小华
燕山大学 肘腕康复机器人 邹佳峻，王励斌 崔中雨 边辉

长春理工大学 脑瘫患儿康复训练婴儿车 张文杰、王楚超、崔志伦 姜吉光
北方民族大学 月球3D砂型打印车 刘晓康、苗雄雄、左海龙 张春涛、马行
北京工业大学 万能托盘取物机器人 鲁哲希；陆思卿；韩佳琪 赵永胜、初红艳
北京工业大学 肩胛骨康复机器人 辛雨函；王旭；申妍 王建华、初红艳
北京工业大学 月球漫步者 刘汉；刘桐语；王晟昊 王建华、孙树文
北京工业大学 可按摩式辅助下颚恢复机器人 孔令晨；易榕仙；杜浩 刘志峰、杨聪彬
北京工业大学 多功能助老服务轮椅 王希；寇泽浩；张翰 王建华、杨聪彬
北京工业大学 多功能助老康复机器人 张旭；年炬；王煜 王建华、张彩霞
大连理工大学 Super Elder Carer 孙悦、李君、胡欣涵 宋洪侠、周文雅
大连理工大学 旋转式多臂月球基地建造机器人 邵文琦 张志豪 刘相贝 宋洪侠、刘莹
大连理工大学 Moon Cube 于灏 邓心陆 崔家诚 宋洪侠、刘莹
大连理工大学 Black Spider 王志颖 隋清宇 何睦 宋洪侠、崔岩
大连理工大学 仿生六足月球营地机器人 王世许 陈泽龙 董竹奔 宋洪侠、刘莹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踝关节康复机器人 刘咏松、沈志强、孙波 王海芳、李凌轩
广西大学 基于无人机技术的天花板清洁器 梁高硕、曹镕韬、徐鑫宇 李岩舟、董振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多功能中型月球基地维护机器人 杨敬轩 胡健乔 丁子鸣 周磊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颈椎康复仪 周孟舟 李奕宏 钟庆亮 王颖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科林”家用模块化综合清洁机器人 林琪峰 庄楚恒 何文盛 黄海林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载人上下楼梯机器人 杨皓强 于一鸣 杨港 王颖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Crown”多功能家庭清洁机器人 王鹤翔 杨皓天 许礼豪 黄海林

合肥工业大学 肢体康复机器人 韦邦暄 张世宇 胡岳伟 张良 朱立红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大白”多功能老人服务机器人 赖鹏辉、时浩、令英杰 王腾、朱家诚

河南科技学院 月球营地机器人 杨旭飞、韩建平、关颖杰 胡楠 聂永芳
湖北工程学院 双模态智能服务机器人 徐海斌、石伟、刘欣 梅华平、徐刚
湖北工业大学 智能爬楼轮椅 高泽平、周绍君、朱凌博 汪泉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颈腰椎四肢一体化康复理疗双模双态机器人 方昊 赵云 孙一平 朱志强、程胜文
华南农业大学 家庭服务机器人（机械狗）Dansemgo 谢剑醒 李旭强 卢少杰 王慰祖 王红军
江苏理工学院 多功能护理床椅 邢桢怡、张倩、韩磊 俞成涛、郑焱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孩童玩伴—竹杆舞机器人 梁伦迎 谢俊 李志祥 余传佩 黄帅
昆明理工大学 Rabbit-家庭助力机器人 张银旺、杨刚、佘文壮 刘泓滨
昆明理工大学 家用服务型机器人COCO 李兴龙、陈李光、张月柔 邓强国
昆明理工大学 月球探测机器人 李承胜、张鑫、赵跃东 吴涛
兰州理工大学 先驱者——月球基地机器人 洪海清、田培良、侯锐超 郭润兰、马保荣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跳舞机器人 曾志成 谢源翔 王煜贤 李永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太空连接师——一种月球焊接机器人 韦祥刚、白世震、卢序明 岳立新、郝志勇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多功能康复训练床 崔泽文、叶旭彤、张益景 潘宏歌、魏家鹏

南昌大学 康复能手 梁镇海、王成龙、肖文才 李小兵、江雄心
南昌工学院 康复机械手臂 张良辉 刘肖文 朱文辉 张江华 胡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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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仿生助力及服务双足机器人 曾泓炳、曹嘉楷、马旭升 李苗苗、俞志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羊驼家用型机器人 李泰利、王章源、郭茹茜 于明礼

萍乡学院 宠物陪伴者——家用服务机器人 师永涛、邓伟伦、李传清 田春来 张兴娇
萍乡学院 好帮手——辅助站立机器人 何淑波、高伟、董志康 田春来 童林军
萍乡学院 足协号—鞋袜穿脱服务机器人 李允圣、肖安建、冯泉泉 田春来 张红钢

太原科技大学 移动型智能机器人——legs of iron man 董晋彤、余伟涛、白思懿 岳一领、杜晓钟
太原科技大学 老年服务机器“孝子乐” 王超强、王亚周、史梦格 岳一领、杜晓钟
太原科技大学 指尖芭蕾 高凯、张航、郑勇强 岳一领、杜晓钟
太原科技大学 复动宝 刘姗虹、梁书婷、孙彦伟 岳一领
太原科技大学 “玄武号”月球车 孙逸涛、郭智峰、张恭腾 白峭峰、宋建军
太原科技大学 步同寻常 魏前、郭雅静、张凯航 岳一领、杜晓钟
太原科技大学 “海尔斯”智能护理机器人 李卓然、王荣亮、王啸宇 岳一领、杜晓钟

太原科技大学（晋城校区） 碰壁机器人 王学政 杨壮壮 姚高磊 赵婕 岳一领
同济大学 Trailblazer模块化月球基地与辅助机器单元 张子琛，宋明洋，张书恺 陈哲，孙波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多样化老年人辅助穿（脱）鞋设备 李晨阳、许一伟、林海杰 沈家栋、胡健
文华学院 智能衣物收纳衣柜 赵丹、周天宇、薛智新 范娟、樊姗
文华学院 家庭防火报警机器人 李先禄、胡斌、周健民 孟超莹、张新建

武昌首义学院 智能康复训练机器人 李冲霄 闵子健  张澳 吴蕾  肖书浩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多功能移动式康复机器人 谭超超、叶宇超、方朝阳 叶仁虎、王睿

武汉科技大学 老年智能看护移位机器人 张旺、梁少强、黄磊 陶平、侯宇
武汉科技大学 “Cosy”电梯座椅 吕羽、陈枢、张印楚 刘洋、肖涵
武汉科技大学 智能泡茶机 朱宽俊、巩一鸣、閤泰梓 肖立、刘怀广
武汉轻工大学 月球营地修建机械人 姚嘉伟、俞洋、吴广卓 孙亮波、章德平
西安交通大学 三色堇——下肢瘫痪康复训练机 刘硕 刘辉 梁洪瑀 徐志敏 武彤晖
西安交通大学 月球辅助采集机器人 曾博仑 陈泽训 苏宇峰 王海涛、杨培林
西安交通大学 大兵小将 李俊 姚振文 衣晓东 郭婷 桂亮
西安交通大学 Plus-Walker(健行康复助理) 徐露 肖旭彤 李文博 郭艳婕、杨培林
长春理工大学 基于外骨骼的四肢康复机器人 郭建波、刘正彬、涂鑫 孟宪宇、薛珊
长春理工大学 四合一懒人弄衣神器 张恒敏、陈欣然、路澳航 张宝庆、石广丰
长春理工大学 肢体康健护理一体化系统 郑国和、叶勤世、曾超丽 张宝庆、李学光
长春理工大学 模块化月球基地搭建车 张文甲、黄聪、孙嘉延 高艺、王晶东
长春师范大学 膝关节康复服务机器人 张军帅 巫铭礼 雷学文 蒋东霖 丁颂

浙江大学 “LPC”老人辅助轮椅 王广利、陈志坚、曾逸轲 林志伟、顾大强
重庆科技学院 如厕帮机器人 曾毅、龚文科、李车见 董超群、田芳
周口师范学院 骨骼康复辅助医疗机构 苗长伟、代锋琪、高国泽 田震、高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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