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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科竞〔2018〕52 号 

2018年第五届浙江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暨第六届全国大学

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浙江赛区预选赛获奖名单公示 

2018年 11 月 30日-12月 2日，第五届浙江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浙江赛区预选赛在杭州下沙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举行。本次竞赛有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宁波工程学院、中国

计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丽水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绍兴职业技术

学院等全省 47所本科及专科院校参加，报名参赛队伍 330 余支。经过决赛竞赛评

分及专家委员会评审，共评出浙江省本科组一等奖 22项，二等奖 33项，三等奖

48项；专科组一等奖 5项，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12项。现将竞赛获奖情况公示

如下，请各参赛学校认真校对评审结果，包括学校名称、参赛队员、指导教师等

信息，若有误，请务必在 2018年 12 月 20日前以电子邮件（qqjun@zju.edu.cn）

报竞赛秘书处办公室，逾期责任自负。 

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本科组智能小车获奖名单 

序

号 
参赛学校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拟获奖等级  

1 宁波工程学院 郭越洋 俞文吉 陈香林 王飞 程鸿 一等 

2 浙江大学 范耀威 竺鹏 薛超予 徐志农 王宇 一等 

3 中国计量大学 李瑞峰 金锋扬 虞文涛 方流 毛明亮 一等 

4 中国计量大学 洪少杰  石大川 余哲航 郝隽 穆林娟 一等 

5 中国计量大学 许成浩 王启龙 吴现 叶旭东 王才元 一等 

6 浙江大学 戴陵阳 林梓畅 陈欣航 徐志农 孙磊 一等 

7 中国计量大学 潘明岩 毛兴鹏 贺麟 李少宾 朱学文 一等 

8 浙江师范大学 王相军 李焱 裘嘉楠 马利红 张克华 一等 

9 台州学院 俞一波 蒋城杰 宗福乐 王立标 金飞翔 一等 

10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林银宁 吕杨棋 张文豪 张雷 李贤义 一等 

11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陈刘凯 欧祥坤 方统 方流 柳静 一等 



序

号 
参赛学校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拟获奖等级  

12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李海鹏 徐超 王斌 蒋建海 胡克用 一等 

13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李金豪 吴乾新 张振豪 俞雯 周赵凤 一等 

14 浙江师范大学 王天锋 章泽东 张柯宁 马利红 张克华 一等 

15 丽水学院 赵胜浩 陈朝杰 胡焰 张蕊华 何亚林 一等 

16 浙江大学 陈志坚 曾逸轲 王世航 徐志农 王宇 一等 

17 宁波工程学院 单俊杰 娄昱乾 陈晶晶 姚喜贵 李柯锦 一等 

18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黄道麒 顾鑫磊 胡晨晨 冯澍 周俊 一等 

19 浙江师范大学 庞豪杰 孔盛杰 赖鑫卢 汪红波 朱春耕 一等 

20 丽水学院 王志龙 谢存星 沈林娇 张蕊华 李福生 一等 

2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项锦波 丁祥宇 刘博 刘庆民   二等 

22 浙江理工大学 陈博宇 陈家乐 胡纯福 李振 刘燕娜 二等 

23 浙江大学 孙登江 吴靖宇 刘芝 孙磊 徐志农 二等 

24 嘉兴学院 吴友俊 张亚 郭璐怡 徐俊斌 王庆泉 二等 

25 嘉兴学院 沈吉锶汗 卜熠涛 王丽萍 孙江 郁其 二等 

26 嘉兴学院 钟圣立 孙佳元 温予杰 李积武 于影 二等 

27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徐海达 金时博 唐佩俊 吴央芳 周赵凤 二等 

28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董喜乐 汪杭清 吴登棋 杨洪 林莉莉 二等 

29 浙江理工大学 茹李波 张海峰 全振潭 杨金林 陈元斌 二等 

30 台州学院 朱增添 詹京松 郭龙 张子园 张勇超 二等 

31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施嘉濠 陈团寅 王依璐 叶霞 倪虹 二等 

32 浙江工业大学 李章清 邵明宇 徐鑫强 陈国达 张毫杰 二等 

33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李和涛 徐成钢 方聪聪 王婧 江霞 二等 

34 浙江理工大学 方沁月 奚金耀 蒲宇 杨金林 顾敏明 二等 

35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解佳坤 金嘉辉 齐欢 童月堂 程国标 二等 

3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陈启东 杨程杰 严海龙 叶红仙 季国顺 二等 

37 浙江海洋大学 周云雷 史浩辉 唐冬晨 胡晓珍 冯武卫 二等 

38 浙江理工大学 王天昊 刘建廷 孙晓航 杨金林 顾敏明 二等 

39 浙江师范大学 王佳逸 陈倩倩 褚营锋  张克华 黄平 二等 

40 衢州学院 朱剑 刘豪 羊群 李欣 郑小军 二等 

41 湖州师范学院 柴晓飞 陈浩 潘天乐 胡晓军 管珣 二等 

42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朱锋明 方宇 王俊 林勇 童月堂 二等 

43 台州学院 魏代祥 陈梦良 朱浩威 张永炬 周强 二等 

44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虞佳成 叶玮豪 刘家乐 胡克用 蒋建海 二等 

45 绍兴文理学院 王春亮 王家宝 吴文源 吕森灿 0 二等 

46 宁波工程学院 杨如瑞 洪宇靖 胡永兵 刘成刚 段璟 二等 

47 湖州师范学院 邱吉 叶衍统 俞欣怡 张梁 彭黄湖 二等 

48 衢州学院 朱宝 王荣沛 杨耀雨 江晓亮 冯凯萍 二等 

49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郑银霞 陈翰 郑贤军 漆良涛 郭琰 二等 



序

号 
参赛学校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拟获奖等级  

50 丽水学院 范松航 陈鑫 包奇挺 张蕊华 李福生 二等 

51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周鑫 林智 刘奥杰 张国龙 蒋亚南 三等 

5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徐迪 杨蕴琦 张延泽 樊志华 季国顺 三等 

53 浙江科技学院 袁景 严一展 陈简单 冯仁专 邢建林 三等 

54 浙江工业大学 张家辉 沈家和 楼冰峰 游红武 占红武 三等 

55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刘垆钰 王逸桢 汤俊杰 吴小涛 孙红梅 三等 

56 丽水学院 唐建川 吴佳滢 林伟伟 张蕊华 李福生 三等 

5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龚绍欢 程愉凯 祝剑军 樊志华 季国顺 三等 

58 湖州师范学院 陆天翔 陈钊庆 费依婷 张梁 彭黄湖 三等 

59 丽水学院 李禹 徐献策 潘豪华 张蕊华 李福生 三等 

60 浙江海洋大学 华智捷 谢烨涛 包诗琪 章海 胡晓珍 三等 

61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何家旺 姚佳龙 王磊 祁晗 唐晓平 三等 

62 衢州学院 周贤君 虞理彬 徐秦领 王涛 郑小军 三等 

63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徐阳 张琰 马超成 张旭   三等 

64 宁波工程学院 王铭涛 梁敏 李增武 姚焕新 黄永青 三等 

65 浙江科技学院 曹志文 孙高明 曾银雪 冯仁专 袁惠祥 三等 

66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朱杰涛 阮俊辉 孙宇立 李新辉 胡礼广 三等 

67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刘贤剑 毛嘉哲 卢家彬 俞雯   三等 

6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许航彬 韩秉言 许炜鑫 刘庆民   三等 

69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谢作特 林仕达 顾鑫磊 潘慧 祁晗 三等 

70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黄嘉琪 陈宇凯 姚佳乐 徐世福 李磊 三等 

71 温州大学 尤胜哲 陆波涛 曹志铭 潘敏辉 陈益丰 三等 

72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贾燊 周棋超 叶圣义 李磊 于艳美 三等 

73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甫尧锴 杨丰豪 郭晓琴 何洋 颜国华 三等 

74 宁波大学 王科杰 周宇 陈富冰 梁冬泰   三等 

75 浙江海洋大学 罗准 黄泽初 林钟卫 郑雄胜 顾平灿 三等 

76 衢州学院 谢云斐 何腾鹿 王宇宇 冯凯萍 程亮 三等 

77 浙江科技学院 李海洋 厉昕晨 刘明安 王志坚 冯仁专 三等 

78 浙江科技学院 周欣 李涵锋 陈雨中 章晓眉 王世娇 三等 

79 嘉兴学院 陈灵欣 张敏瑶 倪凯旋 李积武 张辉 三等 

80 浙江警察学院 毛家昊 王陈铁   李国军 陈东杰 三等 

81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陈杰 蒋振平 尤方正 张旭   三等 

82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俞永杰 吴益帆 江民淼 蒋亚南 高永生 三等 

83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陈桂亮 陈琳琳 高灵瑶 李凝 王笑 三等奖 

84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王奇 杜家澍 陈杰 林勇 黄经述 三等奖 

85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胡孙双 江瑜 王登 许锦泓 文晓刚 三等奖 

86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白志圆 徐恩光 乐朝辉 王贤成 张健 三等奖 

87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何熠安 龚德俗 赵凯乐 宣仲义 李新辉 三等奖 



序

号 
参赛学校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拟获奖等级  

88 浙江警察学院 史佳楠 赵子轩   陈东杰 范英盛 三等奖 

89 浙江海洋大学 官俊 俞寅生 王少杰 陈胜 冯武卫 三等奖 

90 浙江工业大学 曹文卓 黄赟 徐坚 周国斌 蔡姚杰 三等奖 

91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陈俊伟 马振伟 林盛 蒋洪奎 杜巧连 三等奖 

92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龙海 童建峰 邵琪航 朱永乐 钱铖 三等奖 

93 宁波大红鹰学院 杨克锟 汤添鸿 陈科 赵毅斌 贾万明 参赛奖 

94 浙江警察学院 余泽钲 周烨涛   陈东杰 李国军 参赛奖 

95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王朋 范思远 夏鑫 郑洁 程国标 参赛奖 

96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陆阳钧 王奇 傅梓瑜 张雷 黄方平 参赛奖 

97 浙江警察学院 刘海滔 张瀚允   陈东杰 韩一士 参赛奖 

98 宁波大红鹰学院 陶杰 张豪钦 朱浙杭 任丽华 赵毅斌 参赛奖 

99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陈佳浩 耿士俊 张加斯 许锦泓 应宇佳 参赛奖 

100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彭洁 汪文涛 施仁韬 陈仙明 雷雯 参赛奖 

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专科组智能小车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学校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拟获奖等级 

1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林若彤 徐健超 陈晓东 黄辉 胡丹 一等 

2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飞飞 周俊硕 陆晓伟 柯良 王媛媛 一等 

3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方铭浩 李洋 潘鹏豪 蔡宇翔 翁剑峰 一等 

4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孙继标 李时雨 郑凯鑫 孟伟 潘建峰 一等 

5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闯 钟浩炎 许文祥 柯良 陈雪丽 二等 

6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桂诚 陈祉杰 张震 王媛媛 柯良 二等 

7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涛 姜星宇 陈逸津 陈进熹 周海丹 二等 

8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陈全新 娄尧 余依婷 丁洁瑾 李威霖 二等 

9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鑫龙 步勤佳 王耀 罗鹏举 孟进 二等 

10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辉 陈建辉 杨宇轩 薛明瑞 刘灿 二等 

11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赵睿 胡金帆 金鸿伟 蔡少波 陈克 二等 

12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凯舟 蓝裕浩 陈鹏 柯良 陈雪丽 二等 

13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华承天 黄涛 金家豪 蔡少波 陈克 三等 

14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来佳锋 袁建城 廖寿辉 陆人华 华钱锋 三等 

15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荣 费盛 严永敏 陶勇 孟进 三等 

16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强 王臻栋 徐文兵 吴国环 陈德存 三等 

17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居佳鑫 张强 郭强 贾玉坤 陈苏秧 三等 

18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吴德宠 许江江 庞旭凯 洪尉尉 沈姝君 三等 

19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林文浩 南程哲 梅家鑫 翁剑峰 蔡宇翔 三等 

20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方凯鑫 潘彬斌 钟杰甫 陈健 张励 三等 

21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汤熠龙 胡思贤 陈惠卿 沈博侃 崔海 三等 

22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杨伟 史敏乐 钭品华 沈博侃 吕秀君 三等 

 



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本科组无碳小车-S 型赛道挑战赛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学校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拟获奖等级  

1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姜钦航 孙朝跃 周江涛 王笑 李新辉 一等 

2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杨日升 张宇翔 俞灵聪 林萍 姜青 一等 

3 中国计量大学 许传瑞 谢楚良 曾博玲 王依兵 郑小飞 二等 

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姜渭博 黄亚飞 叶元坤 季国顺 樊志华 二等 

5 浙江农林大学 黄佳男 袁世成 应若川 宋源普 吕艳 二等 

6 浙江大学 李坰其 张博伦 段鸿 徐志农 吴森洋 三等 

7 嘉兴学院 宁传龙 许朝阳 钱之豪 赵竞远 张辉 三等 

8 宁波大红鹰学院 李羽茜 杨峻 林键 朱火美 张玉玺 三等 

9 台州学院 甘露 俞锦波 叶枭宇 张莉 裘钧 三等 

1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陈威汛 曾敬 陈文彬 曾复   三等 

11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童秋群 何成威 李滢 娄勇坚 姚赟峰 三等 

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专科组无碳小车-S型赛道挑战赛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学校 参赛学生 指导老师 拟获奖等级  

1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李鑫 何王超 张妙龙 丁柏君 裘升东 一等 

2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俊华 刘乙德 程远洋 陆人华 华钱锋 二等 

3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赵奕锋 邵文松 于建平 张宝夫 程子瑜 二等 

4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周卓能 张宇 赵振宇 单澜 苏勇 三等 

5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刘锦 林扬渊 罗林 邹二勇 朱海江 三等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浙江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秘书处 

                              2018.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