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最终成绩 奖项

1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交融世界一队 （专科组） 秦成程 谭兴 周峰 卢江林 冉闯 20.370 一等奖

2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的卢（专科组） 王平 陈义太 蔺伟军 范梦阳 曾剑峰 24.161 一等奖

3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 忠诚工匠突击队（专科组） 晏浩 徐影 黄龙品 黄龙亮 张谢源 31.416 二等奖

4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红色引擎(专科组) 刘德校 谢云龙 王顺友 周煜 刘元 37.735 二等奖

5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CQTBI(专科组) 邹宏垒 叶长炜 魏婧雯 张磊 54.285 二等奖

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东麓人靓仔地平线(专科组) 甘建平 潘望 龙泽旭 刘培勇 苏龙 65.791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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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最终成绩 奖项

1 乐山师范学院 乐师逐飞一队 苟黄松 孙永元 肖紫阳 李富钢 杨济豪 16.773 一等奖

2 电子科技大学 成电绿波电龙 李漠狄 肖星 张林泽 王培丞 马文建 17.093 一等奖

3 西华大学 哆啦A梦的口袋 何文玉 黄佳彬 古世甫 徐学彬 17.396 一等奖

4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三队 张红生 朱育沛 苏志胜 张轩弋 朱里红 17.995 一等奖

5 重庆大学 重大啦啦二队 卓清龙 李捷 刘博超 应苑松 18.247 一等奖

6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四队 杨松 许远昭 龙杰 汝佧 朱玉玉 18.764 一等奖

7 成都工业学院 咸鱼 温崇彬 郑钰辰 贺嘉豪 郭勇 付强 18.983 一等奖

8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交融世界二队 文青 冉浪 熊如意 冉闯 19.014 一等奖

9 重庆交通大学 快乐且辣条 吴昊轩 赵婉云 文丽茜 张开洪 张颖 19.439 一等奖

10 西安邮电大学 蜗轮加速队 高富强 王磊 魏佳辉 赵勇 王之仓 22.297 一等奖

11 成都大学 头文字D 秦悦 杨高雯 蒲星宇 陈二阳 方红 23.150 一等奖

12 新疆大学 改革春风吹满地 张子怡 刘文诺 孟想 石飞 周燕云 24.098 二等奖

13 贵州大学 极光·蓝雨 唐浩东 丁吉 韦秀节 何志琴 袁尚伟 24.376 二等奖

14 西南石油大学 铁人赢麻了队 王良财 王彪 万先桃 杨超 苟如意 24.735 二等奖

15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针锋相队 王子怡 王雨雪 李骏豪 王洪波 郭朕 25.237 二等奖

16 阿坝师范学院 捡垃圾队 屈胜楠  彭月曦 向秋玲 刘德春 邹富成 26.107 二等奖

17 重庆理工大学 星与卫 杨帆 陈佳星 王睿智 张君 蒋西明 26.571 二等奖

18 西安文理学院 THEM-EX 邓佳豪 王凯迪 姬志科 刘渭清 魏坤 26.990 二等奖

19 四川轻化工大学 川轻化小青龙 胡涛 陈传康 胡成杰 高祥 杨大志 27.281 二等奖

20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努力干饭 方龙辉 马健翔 朱烨 王志宏 漆军 27.500 二等奖

21 云南民族大学 快乐队不队 钱苏川 范祖云 何晋 邢传玺 27.962 二等奖

22 重庆工商大学 不要在停水 杨潘潘 吴鑫宇 徐姝睿 文远熔 30.554 二等奖

23 陕西理工大学 逐梦502电磁四轮组 闫振 李智博 吴泓江 李文杰 31.439 二等奖

24 西藏农牧学院 雪域三队 蔡林宸 杨自成 李俊 唐波 龚雪娇 32.300 二等奖

25 昆明理工大学 骐骥三队 毛瑞锋 邹星煜 夏厅 王贵勇 吕英英 32.915 二等奖

26 吉利学院 吉利领航星 杨锣 邹智雄 舒艺 施一飞 34.460 二等奖

27 攀枝花学院 比奇堡海滩队 陈增广 吴俊伟 谢浩金 明立娟 郝小江 35.174 二等奖

28 内江师范学院 机传芯声 郭文鹏 毛龙华 夏粮强 徐晶 王久江 37.317 二等奖

2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孤勇者 马明 何桂林 王新宇 侯俊才 张硕 37.638 二等奖

2022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获奖队伍（四轮电磁本科组）



30 西昌学院 西苑二队 王田 李茂 郑麒霖 刘尘尘 褚晓锐 39.784 二等奖

31 长江师范学院 敢爱敢做队 徐彬宾 杜意 张鸿升 杨增宝 杨恒 42.301 三等奖

32 成都锦城学院 锦城大飙客 纪宏博 褚宏亚 王婷婷 高扬 45.474 三等奖

33 陕西科技大学 真不易组 肖慧婷 封永康 高嘉隆 何舟 兰天一 54.366 三等奖

34 宁夏大学 超瓜队 杨美庆 黑佳炫 马承良 匡银虎 刘平 55.201 三等奖

35 绵阳城市学院 西兰花焖鹿筋 代亮 王俊 张鹏 王媛 56.875 三等奖

36 宝鸡文理学院 葡萄柚绿江南岸 王全鑫 李宇林 陈友友 胡静波 103.966 三等奖

37 北方民族大学 娘念郎来郎念娘队 苏博 朱洋 常露 王强 王志会 120.165 三等奖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组委会

（乐山师范学院代章）

2022年8月1日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最终成绩 奖项

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弃赛考研 刘西桐 韦程鹏 冯恺运 王志宏 漆军 11.046 一等奖

2 成都工业学院 成工光电1队 麦嵒 王宇 杨大川 王显涛 黄斌 11.372 一等奖

3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三队 彭文凯 赵磊 卢玉 武丽 汝佧 11.732 一等奖

4 贵州大学 极光·加速器 王开程 冯奥 廖佳逸 何志琴 党长青 11.977 一等奖

5 乐山师范学院 乐师逐飞二队 唐冰奇 唐玉琴 罗文祝 李富钢 杨济豪 12.350 一等奖

6 成都锦城学院 Avenger 刘伯鑫 张远豪 丁楷 高扬 12.555 一等奖

7 重庆大学 西部之牛 张博 梅宇超 朱肖坩 杜基赫 李敏 12.939 一等奖

8 四川工商学院 川成奔奔 胡鹤林 文锐 胡兴平 刘毅 12.950 一等奖

9 成都大学 青龙湖一队 张开星 刘毅 李鑫毅 陈二阳 罗浚溢 13.521 一等奖

10 西南石油大学 铁人摆摆队 向羽 谭锦林 汪英杰 杨超 钟新梅 14.227 一等奖

11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通达天下一队 徐浩然 李湖明 刘森 程鹏 冉闯 14.362 一等奖

12 兰州理工大学 红柳嘎嘎队 何兆奇 张宇 陈小瑞 林洁 14.369 一等奖

13 新疆大学 巴郎子二队 邓文盛 高兆祺 苏延成 石飞 周燕云 14.519 一等奖

14 昆明理工大学 骐骥二队 董邵 李坚 李测川 贾现广 刘拥华 15.232 二等奖

15 四川大学 CamGogo 周子琦 王一凡 梅峻炜 涂海燕 邱一苇 15.751 二等奖

16 西南交通大学 157阶 丁卓 龚天翼 陈建希 蒋朝根 陈大玲 15.896 二等奖

17 西安邮电大学 美羊羊队 胡明宇 杨淇 郭成博 赵勇 张英 15.898 二等奖

18 电子科技大学 成电路肩杀手 骆广烜 吴怡铭 段天帅 王培丞 马文建 16.164 二等奖

19 重庆工商大学 这车跑的飞快 敖锐 黄憶 梁华 16.414 二等奖

20 西昌学院 西苑一队 孙果 李梁 李焱宽 唐飞龙 张娜 16.821 二等奖

21 成都工业学院宜宾校区 成工光电 龚良平 韩鹏 许耀 王付军 黄斌 16.923 二等奖

22 西华大学 阿兑对 木说史布 邓艺衡 徐春梅 古世甫 董秀成 17.027 二等奖

23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风驰电掣 李星海 邵昱鑫 刘江鹏 徐文 17.139 二等奖

2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大魔王队 李伟 王柯菁 李金季 王洪波 郭朕 17.327 二等奖

25 攀枝花学院 ETCH 胡会文 邓炀 罗云松 于娟 17.504 二等奖

26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二队 廖正杰 李俊涛 蔡东凯 杨飞 张轩弋 20.056 二等奖

27 四川轻化工大学 川轻化小野马 周帅 黄炜德 邓程文 高祥 黄波 20.215 二等奖

28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乐职院青江队 曾雨 李育崎 郭镡锴 王倩 黄瀚 20.221 二等奖

29 重庆移通学院 哥说的队 叶永琪 李金山 徐航 张姣 马冬梅 20.703 二等奖

2022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获奖队伍（四轮摄像头组）



30 西安文理学院 挑山工 林迪 李锦东 刘铭琛 魏坤 刘渭清 21.163 二等奖

31 重庆理工大学 三人行 杨廷亮 张科 王兴 张君 李明 21.301 二等奖

32 吉利学院 川吉星·飞鸟队 张新海 吴映颉 李承忠 王福平 石峥嵘 23.532 二等奖

33 云南民族大学 上善若水 刘跃 吴昊 何晋 邢传玺 23.662 二等奖

34 西北工业大学 启翔2022 梁端锋 李涵宇 王雨意 曲仕茹 陈小锋 23.861 二等奖

35 陕西理工大学 逐梦502四轮组 范正伟 罗向东 苗春强 李文杰 许金海 24.523 二等奖

36 火箭军工程大学 DF#typedef 徐业恒 白双豪 颜世乐 王杰铃 李琪 27.228 二等奖

37 宜宾学院 rasch 赵亿涵 周丹 王正浩 蒋易强 28.764 三等奖

38 重庆工程学院 CV工程师 温纯伟 谢有源 李泽民 叶敏 宋远峰 41.136 三等奖

39 长江师范学院 追云队 杜君豪 王鹏 熊姝娟 杨增宝 卢孟春 48.482 三等奖

40 阿坝师范学院 H.Z.L 黄春燕 周丽 刘馨月 刘德春 邹富成 56.081 三等奖

41 西藏农牧学院 雪域一队 黎志杰 何于波 贡旦 唐波 龚雪娇 57.155 三等奖

42 伊犁师范大学 黑猫警长 赵伟铭 李晓瑞 林玉雪 王浩成 胡津健 102.598 三等奖

43 宁夏理工学院 中，你说的都队 马亚东 贾康 马琼瑞 吕杰 刘凯 127.150 三等奖

44 北方民族大学 起航 马永福 姚坤 熊昊 张尊扬 潘俊涛 174.776 三等奖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组委会

（乐山师范学院代章）

2022年8月1日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学生4 学生5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最终成绩 奖项

1 乐山师范学院 乐师逐飞三队 白奉国 谭育民 徐浩 雍昊 李力力 杨济豪 李富钢 18.851 一等奖

2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一队 谢孟嘉 张家晟 赵薛江 杜可颿 刘万渠 胡开元 杨飞 21.412 一等奖

3 兰州理工大学 逐梦飞车队 何静 邓森林 王子鸣 刘天华 张威扬 南文虎 张淑珍 22.011 一等奖

4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通创三车 张齐 景圣翔 王爽 周世圆 兰云 王志宏 姚玉琴 23.259 一等奖

5 电子科技大学 成电马克兔 丁欣怡 安宸宏 周政 籍北 王培丞 马文建 24.216 一等奖

6 成都工业学院 智控一队 罗杰 刘振 钱智超 曾逸 廖蓉 高晓玲 郑骊 25.131 一等奖

7 贵州大学 极光·欧若拉 刘庭亭 范成炜 王佳林 丁珞珞 张江 覃涛 何志琴 25.475 一等奖

8 重庆大学 重大多车队 查骏业 钟长林 陈韦铭 龚仕辰 石伟业 谌秋菊 应苑松 27.239 二等奖

9 西南石油大学 铁人钊阳红队 罗阳 白红骏 白钊 杨坤 杨超 许海英 29.412 二等奖

10 新疆大学 给力噢 杨苏桐 李洋洋 刘振龙 徐鹏飞 石楚伦 石飞 陈娟 34.964 二等奖

11 宜宾学院 霸王别急队 李高鑫 朱泳潘 刘轶 吴辉茂 贾纯杰 邱顺佐 朱兆亮 40.578 二等奖

12 重庆工商大学 机械师队 周成燚 李杰 杨泽权 赵俊杰 梁华 42.425 二等奖

13 西华大学 汪汪消防队 黄宇 张笑然 梅家鼎 彭璟雯 古世甫 陈永强 49.233 二等奖

14 昆明理工大学 纳扬一队 张宇川 杨永军 庾黎 曹鹏杰 段柯呈 张文斌 51.088 二等奖

15 重庆交通大学 NEW DAWN 陈伟 沈佳晨 梁进 陶秋豪 罗腾涵 张开洪 张颖 52.318 二等奖

16 西安邮电大学 从容应队 罗超 程广豪 魏向前 加一航 苏佳 亢红波 王敏娟 54.050 二等奖

17 重庆理工大学 摇光 张瑞杰 王印森 隆冉祥 周涛 莫秀金 张君 王伟 57.869 二等奖

2022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获奖队伍（多车编队组）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组委会

（乐山师范学院代章）

2022年8月1日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最终成绩 奖项

1 电子科技大学 成电聚能环 黄国锋 涂思阳 赵创日 王培丞 陈凯 21.642 一等奖

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杠上花 范涛 任彦霖 王周强 王志宏 漆军 22.483 一等奖

3 重庆大学 无糖可乐队 李方正 李金阳 王仕瀚 藏志刚 李敏 23.569 一等奖

4 贵州大学 极光.凌空 张贵平 张运青 曹思亮 何志琴 张庆芳 24.657 一等奖

5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二队 任红江 张雨晨 王嘉昊 朱玉玉 武丽 24.822 一等奖

6 成都工业学院 Redding Steiner 吴应节 刘晓天 崔州平 胡沁春 28.730 一等奖

7 乐山师范学院 乐师逐飞五队 蒲秀明 胡顺伟 任文霖 李富钢 杨济豪 31.592 二等奖

8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六队 龚传青 周建军 刘靖 张轩弋 胡开元 33.928 二等奖

9 昆明理工大学 纳扬九队 万世发 刘帅 于凯 张文斌 34.519 二等奖

10 陕西理工大学 逐梦502无线充电组 成家驹 雷栋元 任嘉宇 吴泓江 刘沛 47.099 二等奖

11 西南交通大学 充电小白队 敖燕涛 王路家驷 江一和 蒋朝根 潘育山 52.011 二等奖

12 重庆工商大学 疯狂的菜鸟 刘佳 杨晓轲 刘禹宏 范兴容 64.836 二等奖

13 阿坝师范学院 收垃圾队 贾少玉 汪俊翔 黄淋 刘德春 邹富成 81.952 二等奖

14 西安文理学院 旭升队 刘世杰 池子健 师智昌 余秋菊 88.259 二等奖

15 四川工商学院 川成德芙 陶永生 谭德富 谷志勇 胡兴平 龚名茂 141.415 二等奖

16 西安邮电大学 雷震子 张凯 魏浩 刘泽炫 杨春杰 侯雪梅 149.325 二等奖

2022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获奖队伍（无线充电组）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组委会

（乐山师范学院代章）

2022年8月1日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最终成绩 奖项

1 重庆大学 岚 魏灵洁 武震周 韦有超 张翔 许亨艺 19.514 一等奖

2 电子科技大学 成电巨能跑 吉瑞腾 袁清华 张波 王培丞 周文建 19.742 一等奖

3 西华大学 消除零飘 谷松泉 邓懿 倪志茜 古世甫 雷霞 24.187 一等奖

4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能跑就队 李祥瑞 甘海波 徐文 33.182 一等奖

5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五队 劳元培 董伟 赵佳龙 杨飞 张轩弋 34.358 一等奖

6 贵州大学 极光.小叮当 马晓学 王鉴兴 江文静 李捍东 荣娜 35.824 一等奖

7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秃头隼 欧杰 王严 胡凯亮 王志宏 漆军 39.991 一等奖

8 西安邮电大学 王小胖 王浩 刘雯鑫 金铭 杨春杰 王玲芝 40.210 一等奖

9 阿坝师范学院 阿巴阿巴队 侯良成 李叶林 邱佳妮 刘德春 邹富成 42.101 一等奖

10 攀枝花学院 阿卡突突队 李荣 陈朋 刘燕 谭科华 郭阳 45.851 二等奖

11 兰州理工大学 红柳小恐龙 郑嗣炜 薛建平 张晋瑜 林洁 52.543 二等奖

12 乐山师范学院 乐师逐飞四队 刘成龙 程云浩 吴涛 杨济豪 李富钢 53.750 二等奖

13 宜宾学院 CJY 陈锦豪 蒋立华 杨刚 张超洋 文良华 54.635 二等奖

14 重庆工商大学 倒地入库队 王淞 刘传文 62.038 二等奖

15 四川大学 秋名山单车 缑绪朋 潘禹飞 高明宇 涂海燕 马俊鹏 74.688 二等奖

16 重庆移通学院 亲爱的达瓦里氏 田野 周琪钧 方德贵 蒋冬政 张姣 77.627 二等奖

1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甲壳虫 崔思豪 杨家旗 龚乐昕 储天 郭朕 80.965 二等奖

18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五队 黄长长 王艺源 陈志辉 汝佧 武丽 88.750 二等奖

19 新疆大学 骑单车的蓝胖子 李尚 崔锦淩 马睿涵 陈星志 程志江 120.846 二等奖

20 绵阳城市学院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杨海 邬胜 王超 王媛 132.445 二等奖

21 重庆交通大学 天码行空 程文涛 候乐乐 杨浩 张开洪 张颖 135.294 二等奖

22 成都工业学院 真的狠队 胥文信 蒋广东 唐佳浩 张慧洁 禹玮 155.525 二等奖

2022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获奖队伍（平衡单车组）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组委会

（乐山师范学院代章）

2022年8月1日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最终成绩 奖项

1 重庆工商大学 我爱快乐水 凡景强 盛建成 王焕丽 文远熔 60.940 一等奖

2 电子科技大学 成电大蓝瞳 张旺 程立雪 蒋宇洋 王培丞 马文建 62.651 一等奖

3 攀枝花学院 顽强土拨鼠 李光海 赵云豪 徐松林 谭科华 郝小江 63.795 一等奖

4 重庆大学 璇玑天驷 毕祥雨 傅翔 赖航 金翠红 杜基赫 68.441 一等奖

5 西南交通大学 blood hunter 邹卓航 刘天航 张斌 蒋朝根 顾瑾 78.858 一等奖

6 陕西理工大学 逐梦502智能视觉组 周珂珂 苏康 李文杰 杨曾辉 94.537 一等奖

7 西安邮电大学 梅赛德斯 杜博林 郑卓云 卢晨阳 亢红波 李伟 99.506 一等奖

8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七队 彭礼路 刘洋 王泽宇 朱里红 杨飞 110.795 二等奖

9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飞龙在天 许佳旺 罗嘉豪 黄飞龙 王志宏 漆军 113.293 二等奖

10 新疆大学 紫荆棘 管龙凯 张琦 汤澳其 陈星志 程志江 134.531 二等奖

11 成都锦城学院 电子三剑客 张冲 王修权 李成伟 高扬 142.847 二等奖

12 西华大学 3-DA 周凯 刘峰 罗梓欣 古世甫 范镇南 165.047 二等奖

13 四川工商学院 川成千帆 何亮 廖淇 魏洪霞 胡兴平 龚名茂 285.896 二等奖

14 乐山师范学院 乐师逐飞七队 温炜铃 徐凡 刘鑫 杨济豪 李富钢 323.099 二等奖

15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八队 马博师 方光华 张家爽 武丽 汝佧 699.999 二等奖

16 成都工业学院 成功队 张新丰 秦德林 蔡永卿 陈应松 宋强 908.199 二等奖

2022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获奖队伍（智能视觉组）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组委会

（乐山师范学院代章）

2022年8月1日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最终成绩 奖项

1 电子科技大学 成电追光者 娄昊 梁天炜 李松 王培丞 马文建 27.604 一等奖

2 成都工业学院 Pursue 高谦 沈家壕 崔州平 宋强 28.663 一等奖

3 西华大学 宇宙巡逻队 李浩 王晴 李怀鑫 古世甫 郭忠林 29.408 一等奖

4 乐山师范学院 乐师逐飞六队 张俊杰 艾君武 宋功琼 李富钢 杨济豪 31.126 一等奖

5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追风战车 李立豪 陈瑞杰 葛华 王志宏 漆军 31.844 一等奖

6 重庆大学 project d d计划车 胡炳旭 张振宇 邱帅 许亨艺 刘俊 32.281 一等奖

7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四队 范仕兴 胡波 彭登海 朱里红 杨飞 34.181 一等奖

8 重庆理工大学 不信信标 文俊龙 姚苏妍 祝传炉 张君 王伟 34.259 二等奖

9 重庆邮电大学 二驱兄弟 张聿璁 刘前成 冯宇轩 田大川 邓钦元 34.650 二等奖

10 西安科技大学 秦风一队 鲜永豪 吴星 杜顺凯 党蒙 35.916 二等奖

11 长江师范学院 啊对对对队 广学 殷涛 胡禧易 杨增宝 朱斌 39.129 二等奖

12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七队 李欢健 李治林 蒋洋 汝佧 朱玉玉 42.165 二等奖

13 阿坝师范学院 YYY 雍易 黄新月 潘越 刘德春 邹富成 42.661 二等奖

14 长安大学 汪汪队 史显宇 郑锦婷 刘书霞 李登峰 朱玮 42.823 二等奖

15 兰州理工大学 红柳林第一深情 黎森予 王熙源 焦菲 林洁 43.280 二等奖

16 新疆大学 逃跑计划队 盛超卓 孔祥冬 陈星志 程志江 44.411 二等奖

17 陕西理工大学 逐梦502平衡信标组 周苏康 张舒翔 荆宇飞 吴泓江 许金海 46.118 二等奖

18 四川大学 electron队 苟俊华 徐浩然 马俊鹏 邱一苇 46.816 二等奖

19 西安邮电大学 山有扶苏 任明 白钰豪 刘浪 亢红波 任锦瑞 47.016 三等奖

20 昆明理工大学 骐骥一队 杜旭斌 岳海鹏 杨江南 王贵勇 吕英英 49.065 三等奖

21 火箭军工程大学 极速东风 陆伦富 陈永强 张楠 王杰铃 吴娜娜 61.286 三等奖

22 重庆工商大学 cv工程队 雷邓毅 王波 陈林 范兴容 63.938 三等奖

23 贵州大学 友谊第一 杨京朋 陈江 吴俊杰 王民慧 陈湘萍 76.380 三等奖

24 攀枝花学院 翘屁股飞 郭健康 田福健 李成龙 于娟 刘洪 102.931 三等奖

25 西安文理学院 下一队 梁宇 陈云鹏 向如玉 张变莲 张晓丽 179.000 三等奖

2022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获奖队伍（平衡信标组）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组委会

（乐山师范学院代章）

2022年8月1日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最终成绩 奖项

1 西华大学 川工第一漂 颜淮 袁欣杰 朱潘 古世甫 王孝平 23.425 一等奖

2 重庆大学 风不休 许典坤 王悦绅 黄绎桉 付丽 杜基赫 26.125 一等奖

3 电子科技大学 成电MOS管 郭致玮 邹宇轩 刘若松 王培丞 陈路峰 26.675 一等奖

4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通创越野 何佳凯 翟云鹏 童志平 王志宏 漆军 27.889 一等奖

5 西南石油大学 铁人汽修队 肖逸凡 杨耀明 王盛 杨超 何雨婷 28.477 一等奖

6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八队 庄德银 谢鑫 王红霖 朱里红 张轩弋 29.712 一等奖

7 西南交通大学 苏帕悟空冲冲冲 张世龙 刘一 陈治铃 蒋朝根 潘育山 30.922 一等奖

8 乐山师范学院 乐师逐飞八队 肖丰 张振 尹祥 杨济豪 李富钢 31.573 一等奖

9 成都工业学院 HongFree 岳鸿飞 邱杰 崔州平 宋强 33.792 二等奖

10 陕西理工大学 逐梦502极速越野组 李瑞晨 张启 唐淑怡 吴泓江 杨曾辉 34.989 二等奖

11 长安大学 铺铜人队 徐一鸣 杨泽华 张知仪 李登峰 代亮 35.634 二等奖

12 重庆理工大学 风扯车 刘鹏 来巧 赵欣 张君 王伟 36.430 二等奖

13 西安邮电大学 野！ 郑名扬 崔磊 李卓远 杨春杰 亢红波 36.642 二等奖

14 四川大学 澜精灵 刘帅 曾心 刘陈杰 涂海燕 佃松宜 37.608 二等奖

15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逮虾户 李富秋 杨海涌 谯彤 朱静 房梦旭 38.992 二等奖

16 新疆大学 麦冬种葵 张凯 王松燕 刘文璐 石飞 周燕云 39.694 二等奖

17 贵州大学 极光·丝滑 杨华璨 黄伟 文鸥 覃涛 陈昌盛 42.156 二等奖

18 云南民族大学 沉鱼落雁 谢星 丁国彬 杨先标 赵莉 邢传玺 42.297 二等奖

19 成都工业学院宜宾校区 光电3队 梁筱曼 匡俊浩 赵唯屹 何庭杰 黄斌 42.688 二等奖

20 阿坝师范学院 从容应队 康清发 马明天 吴佩芸 刘德春 邹富成 42.889 二等奖

21 昆明理工大学 kust_star 刘卓 侯林坤 彭子豪 王贵勇 贾现广 44.457 二等奖

22 北方民族大学 贺兰碰碰车队 王凯旋 孙楠 韩盘起 张薇 祝玲 52.715 三等奖

23 西南科技大学 西科一队 刘美麟 胡钰涛 吴天昊 汝佧 武丽 53.219 三等奖

2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城智能车队 舒成勇 马云龙 刘译厅 张硕 解加庆 56.187 三等奖

25 重庆工商大学 五公里狂野飞车队 周顺 陈峥 李禹锋 刘传文 65.104 三等奖

26 重庆移通学院 某科学的电磁炮队 闫龙龙 杨晨雨 吴贵川 张姣 王瑞芳 66.451 三等奖

27 重庆邮电大学 撒欢儿的跑 明永程 黄召冬 杨泽怡 陈晓雷 田辉 82.601 三等奖

28 陕西科技大学 狰队 王力浩 侯鹏飞 王心昊 王素娥 兰天一 89.988 三等奖

29 内江师范学院 维克特锐 陈红 邱廷鸿 苏蕊 徐晶 余远昱 113.145 三等奖

2022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获奖队伍（极速越野组）



30 兰州理工大学 红柳光头强 刘欣阳 龚月根 许涛 林洁 117.789 三等奖

31 西安文理学院 虎虎生威 叶文虎 谢帅帅 张钰珂 张变莲 董少飞 123.507 三等奖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组委会

（乐山师范学院代章）

2022年8月1日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学生1 学生2 学生3 学生4 学生5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总成绩 奖项

1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啦啦啦小分队 黄淳 周陈仪 钟宙君 陈咏昕 李世奇 李敏 杜基赫 9.076 一等奖

2 电子科技大学 成电AE86 刘宇 王梓旭 张鑫 寒翔 张之晨 王培丞 马文建 17.082 一等奖

3 西南交通大学 头文字A 朱逸凡 刘云杰 王翔 王述杰 蒋朝根 朱石磊 40.231 一等奖

4 乐山师范学院 乐师逐飞九队 杨登希 罗道军 薛鹏 李岩 张鑫 杨济豪 李富钢 58.062 二等奖

5 西安邮电大学 学长说的都队 梁德懿 史历 苟迦轩 马远杰 段宝玉 杨春杰 任锦瑞 165.209 二等奖

6 长安大学 草滩职业队 陈礼美 毕晨晓 林文杰 周伟 王隽雨 李兆凯 葛甜 171.235 二等奖

2022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获奖队伍（完全模型组）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组委会

（乐山师范学院代章）

2022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