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全国高校智慧物流创业仿真大赛
赛道一：智慧物流创业仿真竞赛 正式获奖名单

获奖名单筛选规则：
1、根据比赛通知，排名前15%的队伍（且未扣机器人时团队评分排名前30%）获得一等奖。抽签参与决赛小组91支*15%=13.65支，四舍五入取14支队伍，即
每班13组前2名（且未扣机器人时团队评分排名前4）获一等奖。
2、根据比赛通知，（剔除一等奖）前35%的队伍（且未扣机器人时团队评分排名前70%）获得二等奖。抽签参与决赛小组91支*35%=31.85，四舍五入取32支
队伍。即每班13组第3-7名（且未扣机器人时团队评分排名前9）评二等奖。第3-6名直接获二等奖，第7名按照各项得分之和排序后高于38分者获奖。剩余未
弃赛队伍获三等奖。
序号 实验 团队 学校 指导老师 小组成员

比赛成绩班内排名

（扣除机器人系数）

团队评分班内排名

（不扣机器人系数）
奖项

1 总决赛1 物流3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赵艳；单文博 沈聪；张济安；潘剑锋 1 1 一等奖

2 总决赛1 物流6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金融学院 王景利 刘娜；代红玉；杨恺欣 2 2 一等奖

3 总决赛2 物流3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玺 肖伟；王亚如；姬浚峰 1 1 一等奖

4 总决赛2 物流2有限责任公司 闽南理工学院 吕津；刘佳丽 张文海；黄靖；代依涵 2 2 一等奖

5 总决赛3 物流13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张慧；倪铉珣；丁莉 王群瑶；李陈丽；代汉红 1 1 一等奖

6 总决赛3 物流7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李烨 陈金荣；闫奕隆；陈春秀 2 2 一等奖

7 总决赛4 物流2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农业大学 刘爱秋 王辰奥；赵帅；闫志胜 1 1 一等奖

8 总决赛4 物流8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培正学院 孔祥超 梁俊文；刘泳廷 2 2 一等奖

9 总决赛5 物流11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李萍；邸皓；李猛杰 刘孟；李晓雅；尤译珩 1 1 一等奖

10 总决赛5 物流13有限责任公司 渤海大学 唐立强 车锦琦；江玫林；安佳俊 2 2 一等奖

11 总决赛6 物流5有限责任公司 闽南理工学院 刘佳丽；吕津 叶长贵；陈丽玲；陈雪丹 2 2 一等奖

12 总决赛6 物流9有限责任公司 渤海大学 其其格；曲海月；姚远 藤立岩；王浩源；李睿琦 1 1 一等奖

13 总决赛7 物流5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张慧；倪铉珣；丁莉 刘宇龙；杨奕煊；彭焰 1 1 一等奖

14 总决赛7 物流12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李萍；李猛杰；邸皓 邓聪锐；房浩森；李晓龙 2 2 一等奖

15 总决赛1 物流2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大学 双琰；王静 徐海军；李亮 3 3 二等奖

16 总决赛1 物流1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培正学院 孔祥超 黄晓云；易晓琪 4 4 二等奖

17 总决赛1 物流9有限责任公司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王妍妍 余肖肖；韩文健；刘寅鑫 5 5 二等奖

18 总决赛1 物流5有限责任公司 商丘师范学院 张玉领；秦术晋；郭珺 刘欣玥；张丽晶；陈萌萌 6 6 二等奖

19 总决赛2 物流11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科技学院 饶莲 洪敏玉；谢慧娴；杨秋婷 3 3 二等奖

20 总决赛2 物流4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财经学院 代雷；邬辛未；迟梅华 张浩；杨泽兵；卢佳慧 4 4 二等奖

21 总决赛2 物流13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 马庆魁 谢文昕；程锦辉；郑轩 5 5 二等奖

22 总决赛2 物流5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秦菊香；马婷婷 连静；温昱莹；郭娅妮 6 7 二等奖

23 总决赛2 物流8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师范学院 李奎刚 荆自豪；陈莉莉；杨俊利 7 6 二等奖

24 总决赛3 物流10有限责任公司 韩山师范学院 林珊微 徐丽雅；杨沛枝 3 3 二等奖

25 总决赛3 物流11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科技学院 饶莲 陈吉怡；邓淑妍；温晓丹 4 4 二等奖

26 总决赛3 物流5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姜青青；姜震；徐术菁 陈玉凝；窦根源；李嘉怡 5 5 二等奖

27 总决赛3 物流4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白云学院 欧阳勤 陈明扬；王嘉龙 6 6 二等奖

28 总决赛3 物流3有限责任公司 商丘师范学院 张玉领；秦术晋；郭珺 陶硕；林仁兴；刘欣凝 7 7 二等奖

29 总决赛4 物流13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财经学院 代雷；迟梅华；邬辛未 邓晓楠；王英伦；王同明 3 4 二等奖

30 总决赛4 物流6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大学 王静；双琰 杨飘；苏倩 4 3 二等奖

31 总决赛4 物流4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胡宁 顾文静；张欣阳；郎文秀 5 5 二等奖

32 总决赛4 物流9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白云学院 欧阳勤 谭莹莹；庄梦秋；李映瑶 6 6 二等奖

33 总决赛5 物流12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大学 李玉民 郭晶晶；刘殊妤；王晓泓 3 3 二等奖

34 总决赛5 物流5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姜青青；孙炜娟；刘慧华 王梓璇；李政霏；王政文 4 4 二等奖

35 总决赛5 物流10有限责任公司 湛江科技学院 聂玉梅 林宏昌；宋智轩；张澄辉 5 5 二等奖

36 总决赛5 物流8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师范学院 李清波；马芳媛 刘嘉玲；李晨昕 6 7 二等奖

37 总决赛5 物流6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宋莎 何娜；李海涛 7 6 二等奖

38 总决赛6 物流10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工业大学 崔莹 赵艺；梁斌海；刘韩彬 4 4 二等奖

39 总决赛6 物流1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王莉；刘珊珊；马碧红 彭洪陶；阳昕睿；叶静怡 6 6 二等奖

40 总决赛6 物流2有限责任公司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王红娜；王雅华 上官彩云；刘海栋；王傲祺 6 6 二等奖

41 总决赛6 物流7有限责任公司 红河学院 张义伟 石伟元；曹茂雁；李语嫣 5 5 二等奖

42 总决赛6 物流8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经贸学院 吴素素 马二龙；朱高文 3 3 二等奖

43 总决赛7 物流4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经贸大学 宋欣 王喻；张铎；刘明轩 3 3 二等奖

44 总决赛7 物流2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陈丹红 张诗羽；袁洪程；陈小东 4 4 二等奖

45 总决赛7 物流1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卞淑云；秦菊香 程筱涵；唐何燕；周芳蕾 5 5 二等奖

46 总决赛7 物流11有限责任公司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王雅华；王红娜 田雨晴；孙一宁；王伟政 6 6 二等奖

47 总决赛2 物流10有限责任公司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陈妮；张振凯 习平凡；朱雅琴；肖涛 8 8 三等奖

48 总决赛2 物流7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经贸学院 吴素素 孙晓晓；汪静如；马翰博 9 9 三等奖

49 总决赛2 物流1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工程学院 姚立；陈瑞彬 缪雨；项霆锋；曹星宇 10 10 三等奖

50 总决赛2 物流6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工学院 苏晓寒；张旭 胡小龙；刘雪彤；孟金虎 11 11 三等奖

51 总决赛2 物流12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建筑大学 韩伟；杨曦；王晓晶 越昊；刘禹奇；陈禹含 12 12 三等奖

52 总决赛3 物流1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倪梦佳；韩伟亚；薛章林 罗丽群；蒲德光；唐鑫 8 8 三等奖

53 总决赛3 物流2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学院 杨学春；李雯雯；沈韵竹 蒋广文；余靖雯；曹迪 9 9 三等奖

54 总决赛3 物流12有限责任公司 红河学院 张义伟 张淼；张昊；李蕊 10 11 三等奖

55 总决赛3 物流9有限责任公司 西昌学院 沙蓉 尹林枫；李宇 11 10 三等奖

56 总决赛3 物流8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工业大学 汤廉洁 翟文哲；谢松洋；付馨怡 12 12 三等奖

57 总决赛4 物流1有限责任公司 宜春学院 刘婧；邓宏亮；黄春滚 唐志华；苏仔胜 7 7 三等奖

58 总决赛4 物流5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大学 郭放 牛誉淇；郭成岳；陶嘉琳 8 8 三等奖

59 总决赛4 物流10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师范学院 李奎刚 麻坤猛；孙昭齐；梁海洋 9 9 三等奖

60 总决赛4 物流3有限责任公司 五邑大学 罗俊 莫婷婷；张洁仪；张嘉仪 10 10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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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总决赛4 物流12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工业大学 陈凌白 刘小龙；吴津弛；刘冰 11 11 三等奖

62 总决赛4 物流7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理工学院 罗秋云 陈国锐；林文淇；胡小碟 12 12 三等奖

63 总决赛5 物流4有限责任公司 宜春学院 黄怀雄 曾维亮；缪申龙 8 8 三等奖

64 总决赛5 物流1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理工大学 马艳丽；张黎莉 吴情宇；胡毓清；王昊凤 9 9 三等奖

65 总决赛5 物流2有限责任公司 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 李宏彪；徐小娟；张振凯 谢萍；陶紫琴；朱丽莎 10 10 三等奖

66 总决赛5 物流9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文理学院 李坤 蒋诗奇；全敏；赵克帆 11 11 三等奖

67 总决赛6 物流11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师范学院 王珍珍 刘欣沅；张芳；李涵 9 9 三等奖

68 总决赛6 物流12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海事大学 杨青淳 黄金铭；叶星星；林子晴 10 10 三等奖

69 总决赛6 物流13有限责任公司 西昌学院 沙蓉 罗茂家；吴健巧 11 11 三等奖

70 总决赛6 物流3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郭向超 蔡世华；高宇航 12 12 三等奖

71 总决赛6 物流4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学院 沈韵竹；杨学春 宋志刚；吴倩；杨欣悦 8 8 三等奖

72 总决赛7 物流3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文理学院 李坤 涂可欣；邓丽琪；张雅文 7 7 三等奖

73 总决赛1 物流12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女子学院 张欣欣 胡欣洁；董晓娜 7 7 三等奖

74 总决赛1 物流7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工程大学 李小波；赵莉 阙秋霞；刘艳；毛宇凯 7 7 三等奖

75 总决赛1 物流11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沈中奇 张嘉良；陈佳雨；高星宇 7 7 三等奖

76 总决赛1 物流8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工业大学 陈凌白 高岩；苗朕宁；华伟鑫 7 7 三等奖

77 总决赛1 物流10有限责任公司 五邑大学 徐乐；骆达荣；罗俊 赖慈锋；黄文波；吴世垒 7 7 三等奖

78 总决赛1 物流13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宋莎 曹凯丽；吴博 7 7 三等奖

79 总决赛2 物流9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赵榕；陈丹红 范亚宁；王潇曼；蒋佩帆 13 13 三等奖

80 总决赛3 物流6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李玉 郭嘉霖；尹筱雯；陈章钊 13 13 三等奖

81 总决赛4 物流11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科技大学 金玉然 吴凡；李超；刘欣 13 13 三等奖

82 总决赛5 物流3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工业大学 顾翠伶 余雪；侯艳宁；滕仁杰 12 12 三等奖

83 总决赛5 物流7有限责任公司 六盘水师范学院 谢祥 燕鹏兵；王浩 12 12 三等奖

84 总决赛6 物流6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金融学院 王景利 李科旭；王伟梅 13 13 三等奖

85 总决赛7 物流9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女子学院 陈丽 刘云；赵昱婷；李晴忆 8 8 三等奖

86 总决赛7 物流6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建筑大学 任玉霜；隋宁；王婉 李明佳；胡熙健；邱晟伟 8 8 三等奖

87 总决赛7 物流13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工程学院 陈瑞彬；姚立 盛宥岚；王苗苗；孙波 8 8 三等奖

88 总决赛7 物流7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吴宇驹 刘高飞；林小琴；黄海琳 8 8 三等奖

89 总决赛7 物流10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工程大学 赵莉；李小波 徐烁华；杨敬华 8 8 三等奖

90 总决赛7 物流8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李玉 隋晋；高培航 8 8 三等奖

91 总决赛1 物流4有限责任公司 鲁东大学 张迪 王正豪；刘伟；赵明昊 弃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