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报ID 申报帐号 参赛编号 参赛项目 队员1姓名 奖项
14 18621348900 JQRXLBHPG10455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张睿杰 一等奖
8 socanchen JQRXLBXHC10357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陈苏瞰 一等奖
5 吴艾凌 JQRXLBXHG10470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吴艾凌 二等奖
6 zhangzezhen JQRXLBXHG10460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章泽祯 二等奖
7 zhangzeqi JQRXLBXHG10450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章泽祺 二等奖
9 kekelalala JQRXLBPDC10535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王冠翔 二等奖

11 tsheng JQRXLBPDC10451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王冠钧 二等奖
15 黄家勇 JQRXLBHPG10454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黄家勇 二等奖
2 Cuixiyuan03 JQRXLBYPG10491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崔熙媛 二等奖

12 13817660525 JQRXLBPDC10377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孙屹桐 二等奖
13 rocket2608 JQRXLBHPX10075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陈诺 三等奖
16 Ylanda JQRXLBHPG10172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房嘉悦 三等奖
17 duo0401 JQRXLBHPG10113 机器人巡逻-速度赛 徐鸿宇 三等奖
60 20051021tony JQRXLAHPG10522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陈哲顷 一等奖
79 S2006X10J24 JQRXLAHPG10182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沈晓杰 一等奖
46 zhanglu JQRXLAHPX1030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张璐 一等奖
59 gaoerwuban JQRXLAHPG1052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曹昱昆 一等奖
64 wangjimi JQRXLAHPG1050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黄秋涵 一等奖
99 秦一轩 JQRXLAHPC1037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秦一轩 一等奖

101 zack天泽 JQRXLAHPC1035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江天泽 一等奖
47 Aiden1213 JQRXLAHPX1030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于佑然 一等奖
67 zjx123 JQRXLAHPG10417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赵靖轩 一等奖

107 xzcxzc JQRXLAHPC1028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谢泽宸 一等奖
121 杜歆琰 JQRXLAHPC10066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杜歆琰 一等奖
50 杨韫菲 JQRXLAHPX1028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杨韫菲 二等奖
54 LY2022 JQRXLAHPX1027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卢毅 二等奖
72 尤浩轩 JQRXLAHPG10334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尤浩轩 二等奖
35 13901984120 JQRXLAPDG1032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周姿言 二等奖
56 dinghaoqi JQRXLAHPX1015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丁颢祺 二等奖
61 lilongcheng66 JQRXLAHPG1050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李龙城 二等奖

113 rhy123 JQRXLAHPC1025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戎鸿羽 二等奖
116 jhc123 JQRXLAHPC10206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蒋昊辰 二等奖
45 warren1113 JQRXLAHPX1032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陈奕铭 二等奖
48 hellohellocy JQRXLAHPX10297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孙浚玮 二等奖
53 cldzmax JQRXLAHPX10276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陈李道泽 二等奖

106 panyhua26 JQRXLAHPC10298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吕心诚 二等奖
108 KONGWEIZHE JQRXLAHPC10281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孔维哲 二等奖
49 rainycy JQRXLAHPX10296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杨诚钰 二等奖
52 Robinyu JQRXLAHPX10277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于沐桢 二等奖
70 魔拉克斯 JQRXLAHPG1034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殷子宸 二等奖

103 13761166651 JQRXLAHPC1031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周资杰 二等奖
51 320684201503030099 JQRXLAHPX1027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周煜淳 三等奖
71 huxuanhao JQRXLAHPG1033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胡轩豪 三等奖
91 丁享悦 JQRXLAHPG1006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丁享悦 三等奖

109 sunday2013 JQRXLAHPC10278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李轩邈 三等奖
111 lyb123 JQRXLAHPC1025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陆妍冰 三等奖
96 hcm123 JQRXLAHPC10534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胡宸铭 三等奖
90 楼屹秋 JQRXLAHPG10064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楼屹秋 三等奖
95 ggxy123 JQRXLAHPC10536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郭星源 三等奖

110 xwt123 JQRXLAHPC10254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徐文婷 三等奖
40 wangshulin JQRXLAMHG1046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王舒麟 三等奖
93 柳冬昊 JQRXLAHPG10058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柳冬昊 三等奖
69 zhy123 JQRXLAHPG1038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郑皓引 三等奖



89 周云逸 JQRXLAHPG1006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周云逸 三等奖
115 李梓豪 JQRXLAHPC10216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三等奖
68 lwk123 JQRXLAHPG1041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李崴楷 三等奖
97 zhoufengyi JQRXLAHPC1039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周峰毅 三等奖
92 储恺晨 JQRXLAHPG1006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储恺晨 三等奖
39 zhuleqi JQRXLAPDC1005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朱乐其 三等奖
23 peggy247 JQRXLAZBC1023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金沛昕 一等奖
24 sunsun JQRXLAZBC10218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孙煜翔 一等奖
25 guopeixin2012 JQRXLAZBC10098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郭沛欣 二等奖
26 Chris1225 JQRXLAXHX1009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吴昀达 二等奖
27 zqlzwq JQRXLAXHG1048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周沁岚 一等奖
28 angelliu03 JQRXLAXHG10158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刘安琪 三等奖
29 xuyuan2 JQRXLAXHG10132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许源 二等奖
30 aryliu03 JQRXLAXHC10161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刘安瑞 三等奖
31 231263 JQRXLAXHC10102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熊思琪 三等奖
32 JoeyTao JQRXLAPTX10238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陶枍侨 三等奖
33 zhangzhiyuan2 JQRXLAPTX1022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张芝源 一等奖
34 86784775 JQRXLAPTC1008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冯姝菡 一等奖
37 13122808356 JQRXLAPDC10471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张铖硕 三等奖
41 Stanley2022 JQRXLAMHG10157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薛凌枫 一等奖
42 JTTZ001 JQRXLAJAX1005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高智霖 一等奖
43 rocket2609 JQRXLAHPX10472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陈诺 三等奖
44 JTTZ101 JQRXLAHPX10461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丁艺宸 一等奖
55 zhanghaochen JQRXLAHPX10192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张景皓 三等奖
57 小皓瑜 JQRXLAHPX1013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王皓瑜 一等奖
58 JTTZ111 JQRXLAHPG1053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施维嘉 一等奖
66 JTTZ104 JQRXLAHPG10462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沈羽宸 二等奖
74 wengmilun2 JQRXLAHPG10327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翁米伦 二等奖
75 wanghetong33 JQRXLAHPG10244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王鹤潼 三等奖
76 18016010213 JQRXLAHPG1023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栾皓斌 二等奖
77 13501672633 JQRXLAHPG1021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杨元德 三等奖
78 yolanda JQRXLAHPG1019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房嘉悦 三等奖
80 xhy2010 JQRXLAHPG1018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徐鸿宇 三等奖
81 lyh12283 JQRXLAHPG10176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刘有涵 二等奖
82 eric20110505 JQRXLAHPG1011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黄烨霖 三等奖
83 13611607272 JQRXLAHPG10116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魏来 三等奖
84 徐天玏 JQRXLAHPG1009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徐天玏 三等奖
85 shawnniu JQRXLAHPG10087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牛梓瑄 二等奖
86 hzx2011 JQRXLAHPG10086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黄梓轩 三等奖
87 Grace123 JQRXLAHPG10082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陈果 二等奖
88 wangqianming JQRXLAHPG10077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王乾鸣 二等奖
94 zhousiyuan JQRXLAHPG10057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周思源 二等奖

100 AlexYe2013 JQRXLAHPC1035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叶子昂 一等奖
102 zach天泽 JQRXLAHPC10332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江天泽 一等奖
104 zq137404 JQRXLAHPC10314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朱王隆月 一等奖
105 xujingjie02 JQRXLAHPC1031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徐婧杰 一等奖
114 任皓鸣2 JQRXLAHPC10234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任皓鸣 三等奖
118 ytyyc36 JQRXLAHPC10120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俞天蕴 一等奖
123 lucashe JQRXLACNG10115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何屹洋 三等奖
124 zizhao1 JQRXLACNC10243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孟子棹 二等奖
125 tanchenxin2 JQRXLABSX1018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谭宸鑫 一等奖
126 JTTZ005 JQRXLABSX10129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陈颖煊 一等奖
127 wzx2011 JQRXLABSG10092 机器人巡逻-精度赛 吴梓萱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