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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交通大学 “海底钢琴师号”水下特种作业机器人 “海底钢琴师号”水下特种作业机器人 张栢源 刘孜涵 李雨瑶 李得睿 陈哲 赵国成 刘明月 一等奖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乘风破浪 多模混合动力推进仿生型潜航器 李太伟 赵峻渤 曲世博 司镇宁 王志聘 张志强 庞彦东 一等奖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大隐 “履奉先”号 辛通 曹哲源 鲁凌凯 赵铭洋 王计元 周奇郑 一等奖
4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济海扬帆战队 双臂魔童-华为昇腾平台智能水下机器人  BEKONO BEVOLO CALLISTE ROMEO BINDZI MINKADA STEVE BLONDEL 王梓成 李东桢 EKOBO BEHOLY SAMUEL HECTOR 许德新 李震 一等奖
5 哈尔滨工程大学 脉动 应用于大型 AUV 的高温空化器 牛子豪 蔡世杰     田晟瑞 王诗平 熊骋望 一等奖
6 大连海事大学 探海求知者 两栖仿生无人航行器设计 张桐瑞 杨金旺 蔡秉昂 范云生 一等奖
7 哈尔滨工程大学 探索无疆 可延展艇体水下机器人 王刻庸 金峻弘 张亦凡 刘文智 李海波 一等奖
8 西北工业大学 勇往直前 多模态水陆两栖机器人 李波 王谋 郝常乐 王永康 王文鑫 毛昭勇 汪辉 一等奖
9 哈尔滨工程大学 禺疆-NCUUV 可兼顾大范围巡检和定点作业的水下双模态机器人 杨皓宇 宫庆硕 唐业竞 田鸿宇 王然 张伟 王莹莹 一等奖
10 清华大学 自然龟律队 一种两栖仿生机器海龟 金成秀 程頔 王瑞江 张冰洁 贾永霞 一等奖
11 哈尔滨理工大学 Rob Escort 水下护卫队 Rob Escort 孙辉 张济麟 乌伦华 贾述茗 赵博 李然 周永勤 二等奖
12 集美大学 拨水队 清流系列水下船体清洁机器人 薛诚豪 孙涛 卓雅婷 倪志远 林永祥 陈彭 陈尔康 二等奖
13 重庆交通大学 常耕耘队 基于波动鳍推进的仿生水下机器人 肖锦娟 庞金祥 陈文卓 伍巧芸 赵藤 二等奖
1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诚朴队 水产养殖水质检测机器人 翟亮 金世腾 苏龙 张智宇 史颖刚 二等奖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逢投必中小分队 沧海尖兵“探骊号”海洋核辐射自主探测航行器 李晓勇 余德荧 王雯 王硕 顾任利 王黎明 李厚朴 二等奖

16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海底地形探测AUV 海底地形探测 AUV 孙羽翀 高健乔 张轩野 Habib Hussain Zuberi Basit Iqbal 李海森 刘凇佐 二等奖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勤务学院 海防尖兵 “深蓝卫士” 全方位海洋救生者 谭钧元 张鹤洲 张云贺 蓝佳银 丛梓蓬 孙雷霆 赵赫新 二等奖
18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海洋网箱清洁机器人 Marine net cage cleaning robot 孙宝贺 林宇涵 王杨少卿 郭格林 李慧 孙延超 刘永超 二等奖
19 东北大学 海洋之心 海洋之心 陈晨 高景星 程锦玺 牛旗旗 何樂生 徐红丽 二等奖
20 哈尔滨工程大学 基于扩频水声通信的水下探测机器人 Underwater detection robot based on frequency expansion water acoustic communication 刘立鑫 高一鸣 王佳峰 李承坤 王关豪 刘凇佐 孙延超 二等奖
21 哈尔滨工程大学 绿波电龙 水下有缆作业机器人 刘阳光 沈一祺 曹行健 杨侨欣 刘文智 李海波 二等奖
22 天津大学 上善若水 单自由度仿生旗鱼机器人机构设计与系统搭建 曹鸿钰 赵礼轩 张元昊 宋智斌 二等奖

23 郑州轻工业大学 水下电磁焊接-一触即合团队 基于磁流体推进的水下作业电磁脉冲焊接系统 贾正东 孙丰源 赵彪 岳雍昊 李一浩 何文斌 二等奖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天道淳罡队 无人预置反潜阵列 赵峻渤 李太伟 李文杰 唐京果 严宇棋 颜征 孟庆旭 二等奖
25 中山大学 扬帆队 仿须鲨型水下机器人 廖丹瑜 梁泽铭 陈奂君 陈路晟 刘文卓 范双双 王天霖 二等奖
26 上海交通大学 “鳐察”——深海输油管道铺设巡检系统 “鳐察”——深海输油管道铺设巡检系统 李相衡 武越 张睿逸 黄益发 周逸涵 王鸿东 三等奖
27 郑州轻工业大学 vanguard 基于海洋能的无人水下航行器能源发现系统 谢政茹 刘宏鹏 焦飞雁 李鑫 李一浩 三等奖
28 重庆交通大学 艾斯奥特曼队 自主寻迹，净水新标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多传感水面 清洁机器人 李冰 杨文辉 张智怡 乔选 张尚宏 何昆鹏 三等奖
29 哈尔滨工程大学 碧海队 一种新型目标感知搜寻机械鱼 王浩 李文卓 曲泽航 刘亦威 马腾 三等奖
30 哈尔滨工程大学 波塞冬号 波塞冬号 艾斯凯尔·艾麦提 于海洋 张天宇 殷宇龙 何宇石 罗阿妮 三等奖
3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博识队 实时记录鱼类生理特性的仿生机器鱼 王天驰 陈万和 邱志东 周飞扬 迟茜 三等奖
32 南昌航空大学 布雷特队（Brett Team） ROV 水下作业机器人 赵跃川 曾誉 何雷 陶剑飞 何俊杰 姜丽红 张树国 三等奖
33 集美大学 乘风队 掌舵水下捕捞机器人 黄博宏 卢正翰林 赖兴杰 傅晓锋 陈彭 陈尔康 三等奖
34 郑州轻工业大学 仿海蛞蝓水下机器人团队 用于近海水下线缆巡检的仿海蛞蝓机器人 郑伊扬 张宁 黄国豪 张栋宇 陈松 李一浩 三等奖
35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复合推进仿生水母机器人 Compound propulsion bionic jellyfish robot 孔繁卓 高一鸣 张竞丹 袁玉婷 朱韵芊 孙延超 三等奖
36 哈尔滨工程大学 贡橙探险队 仿生水下六足机器人 吴家驹 张世恒 赵领文 杨庆燃 李东桢 赵国冬 三等奖
37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海下球生队 打捞助手-基于 slam 算法的水下多功能爪仿生机器人 杨宏卓 门燕欢 邵明霞 王硕硕 杨弟贤 谭定忠 三等奖
38 郑州轻工业大学 海洋测绘团队 基于视觉识别的海底地形勘探机器人 王崇占 梁锡旺 胡家旋 潘傲雪 李一浩 三等奖
3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之星 全驱动型悬停 AUV 设计 胡亮 张枫 孔海鹏 舒志强 阮杰锐 彭时林 章雪挺 三等奖

40 吕梁学院 开拓队 晋霁号 ROV 王学登 梁俏宇 徐舒娅 宋汉卿 郭辉 三等奖

41 东北大学 蓝色空间队 基于 ROV 的多功能巡检作业机器人 陈胤宏 王迪 周昊 柴朋新 茹敬雨 三等奖
42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浪里白条 可线性操纵的自稳 ROV 王子扬 彭蔚臻 王   勇 冯程浩 苏子豪 刘文智 李海波 三等奖
4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梦之队 新型综合远海无人水下机器人系统—海工一号 于峰 徐涛 徐亮 唐星宇 张少隆 朱子旭 三等奖
44 哈尔滨工程大学 扑翼腿一体化水陆两栖机器人 扑翼腿一体化水陆两栖机器人 高健乔 孙羽翀 Habib Hussain Zuberi Basit Iqbal 刘凇佐 史冬岩 三等奖
45 郑州轻工业大学 氢新团队 用于 AUV 的氢储能源动力系统设计 王宜高 游佳伟 刘念念 雷梓艺 王少杰 李一浩 李一浩 三等奖
46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深海蛟龙 柔性温差发电与混合动力的分体式海洋探测平台 李太伟 赵帅 刘聪 李胜男 池政 王强 赵博 三等奖
47 哈尔滨工程大学 水军 多栖水下机器人 张皓禹 上官学鸿 贾博越 白一帆 赵国冬 三等奖
48 南开大学 水舞银蛇队 仿生蛇形水下自主机器人 姚文君 张玥 蒋昱飞 黄思旭 檀盼龙 张涛 三等奖
49 哈尔滨工程大学 扬帆起航 基于矢量推进的多功能自主水下航行器 刘昂 陈思文 袁驷驹 李圆月 倪铭君 朱仲本 三等奖

50 重庆交通大学 优雅、实在是太优雅了 一种采用磁耦合密封推进器的水下航行器 代艾鸿 吴安芙 徐焓烽 赵珂 三等奖

51 哈尔滨工程大学 1136一朵花 ZX001 张凯 钟博 长孙蒙伟 熊锋 王宏健 优秀奖

52 哈尔滨工程大学 半球形水下自稳六足机器人 Hemispherical underwater self-stabilizing hexapod robot 林宇涵 孙宝贺 邢权超 陈浩楠 杨智宇 孙延超 苏智 优秀奖
53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多自由度压力驱动柔性仿生鱼 Flexible bionic fish driven by multi-degree-of-freedom pressure 赵国庆 刘祖延 沈昊 严天明 乔天天 孙延超 刘永超 优秀奖
54 哈尔滨工程大学 蜉蝣鱼 仿生鲨鱼智能探索机器 晏仕新 张一飞 何凯 杨昊睿 曾子夫 张永锐 优秀奖
5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之光 基于水下管道检测的 AUV 设计 黄栩 孟意彭 刘哲铭 方明川 郝劲 彭时林 章雪挺 优秀奖
56 哈尔滨工程大学 幻之队 深海逐梦者—基于 PLCnext 平台的 ROV 水下机器人 王呈吉 陈骏豪 温郁芃 陈治宇 张家硕 刘贺平 弓海霞 优秀奖

57 哈尔滨工程大学 基于CPG控制的仿生机器鱼 CPG-controlled bionic fish 高乾 孔繁卓 邓行健 李思宇 赵一鹏 孙延超 优秀奖

58 哈尔滨工程大学 基于仿龟型水下跟拍机器人 Based on the turtle - like underwater tracking robot 张焕哲 赵国庆 刘隽宇 李林娜 吕旸洋 孙延超 刘永超 优秀奖

59 吕梁学院 蛟龙队 “蛟龙号” 水下作业机器人 岳嘉龙 王佳宇 刘嘉欣 马福昕 李辉 优秀奖

60 哈尔滨工程大学 飒沓流星 一种自动与被动双模式的水下抓取作业 ROV 辛明骏 张松文 张子谦 李松鹤 倪   浩 李海波 刘文智 优秀奖
61 哈尔滨工程大学 深海挑战者队 水下折叠机械臂 李博然 方博 侯成宇 孙延超 优秀奖
62 哈尔滨工程大学 深海一号 基于人工肌肉 IPMC 的仿生水母机器人 曹卫东 朱龙飞 王盼 章飞 李海波 优秀奖
63 郑州轻工业大学 水下环保卫士团队 基于3D打印技术的可生物降解水下航行器 陈俊升 胡青青 杨禹梦 刘佳鑫 李一浩 陈鹿民 优秀奖
64 郑州轻工业大学 水下探索者团队 基于红外勘测技术的海底探索机器人 杜龙飞 原哲      李琎      陈依琳 王才东 优秀奖
65 郑州轻工业大学 水下天眼团队 基于 unity 3D 的水下监控机器人 段泽盛 石小雪 吴硕 张笑微 刘绍森 王才东 李一浩 优秀奖
66 重庆交通大学 小龟快跑 一种高效脚蹼推进的水下巡检器 吴安芙 王萌 代艾鸿 郭嬴锘 李伯林 赵藤 优秀奖
67 哈尔滨工程大学 小鱼儿 小鱼儿 李东桢 赵京瑶 周志祥 张境洋 赵国冬 优秀奖
68 哈尔滨工程大学 新型水路两栖仿生海蟹机器人 A New amphibious sea crab robot 高乾 刘琨 肖博文 黄思论 欧馨远 孙延超 王刚 优秀奖
69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种便携式水下机器人实验平台 A portable experimental platform for underwater robot 刘祖延 张焕哲 孟庆龙 陈圆荘 徐齐力 孙延超 优秀奖

70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种搭载式水下联合作业ROV An onboard underwater joint operating ROV 刘立鑫 孙震 罗格 谢祖财 刘奥男 孙延超 优秀奖

71 哈尔滨工程大学 银鞍白马 6推进器自主式无缆水下机器人 常帅 杨槛华 杜育峰 李浩杰 李海波 刘文智 优秀奖
7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勇毅队 水下三体无人艇 周飞扬 赵一鸣 龚正 王天驰 刘利 优秀奖

73 哈尔滨工程大学 逐梦深蓝队 伸缩足式六足两栖机器人 许艺瀚 刁维卿 高志旭 任麒霖 孙延超 孙延超 优秀奖

首届世界大学生水下机器人大赛获奖名单-创意概念赛道（按参赛队伍名称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