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山东赛区比赛成绩信息 
 

 

根据山东省省教育厅对获奖奖项要求，各个组别奖项比赛场分别为：一等奖 10%，二等

奖 20%，三等奖 30%。具体信息请参见山东省组委会公布的文档。下面是山东省赛区各组别

竞赛成绩： 

 

01基础四轮组 

 

1.本科组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1 基础四轮组 山东大学(威海) Lekima Storm 7.782 

2 基础四轮组 山东大学(威海) 晖锋队 8.184 

3 基础四轮组 山东大学(威海) 努力向上 8.730 

4 基础四轮组 山东大学(威海) 蒟蒻队 9.226 

5 基础四轮组 山东理工大学 四轮一组 9.646 

6 基础四轮组 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智科一队 9.953 

7 基础四轮组 齐鲁工业大学 天哭队 10.038 

8 基础四轮组 中国海洋大学 天生一队 10.214 

9 基础四轮组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八仙再过海 10.452 

10 基础四轮组 烟台南山学院 策扬 10.548 

11 基础四轮组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苏卡不列 10.884 

12 基础四轮组 烟台南山学院 场地 WIFI密码是多少 11.041 

13 基础四轮组 临沂大学 Force 11.126 

14 基础四轮组 烟台南山学院 钢铁侠 11.174 

15 基础四轮组 山东理工大学 山理工四轮二组 11.228 

16 基础四轮组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Urgot 11.303 

17 基础四轮组 青岛工学院 战斗青工一队 11.366 

18 基础四轮组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Grit 11.422 

19 基础四轮组 曲阜师范大学 枫影队 11.524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20 基础四轮组 鲁东大学 TANK-PLUS 11.760 

21 基础四轮组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少年歌行 11.876 

22 基础四轮组 青岛科技大学 show way 11.910 

23 基础四轮组 齐鲁工业大学 工大漫步者 11.999 

24 基础四轮组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星辰 12.641 

25 基础四轮组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伊利队 12.740 

26 基础四轮组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跃上葱茏(特仑苏) 12.795 

27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 Pioneer 12.825 

28 基础四轮组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MUSTANG 12.831 

29 基础四轮组 海军航空大学 穿越极限 12.869 

30 基础四轮组 山东交通学院 Ghost队 13.115 

31 基础四轮组 烟台南山学院 三棵树 13.179 

32 基础四轮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网课拆迁队 13.203 

33 基础四轮组 枣庄学院 长江七号 13.239 

34 基础四轮组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东风-G1 13.262 

35 基础四轮组 山东工商学院 宁远 13.390 

36 基础四轮组 青岛农业大学 南风 13.459 

37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 鸿蒙 13.587 

38 基础四轮组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海盗旗 13.779 

39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 布吉岛 13.945 

40 基础四轮组 青岛农业大学 紫风 14.405 

41 基础四轮组 青岛农业大学 东风 14.528 

42 基础四轮组 齐鲁工业大学 POWER 力量 14.694 

43 基础四轮组 青岛工学院 白影 14.879 

44 基础四轮组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路人甲 15.716 

45 基础四轮组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逐风队 15.872 

46 基础四轮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嘤嘤嘤队 16.525 

47 基础四轮组 山东师范大学 猫哥冲冲冲 16.634 

48 基础四轮组 青岛科技大学高密校区 追影 16.741 

49 基础四轮组 山东交通学院 逐梦小队 17.191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50 基础四轮组 山东工商学院 深蓝紫薇垣 17.998 

51 基础四轮组 滨州学院 旗舰 18.308 

52 基础四轮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四轮二队 18.397 

53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我们都队 18.412 

54 基础四轮组 滨州学院 启源 19.089 

55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 RoboControl 19.732 

56 基础四轮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四轮一队 20.293 

57 基础四轮组 山东师范大学 犬来八荒二队 21.645 

58 基础四轮组 滨州学院 硬核 31.009 

59 基础四轮组 鲁东大学 凌光兔 43.793 

60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 焦糖嘉奇朵 43.976 

61 基础四轮组 曲阜师范大学 大眼镜队 45.305 

62 基础四轮组 青岛科技大学 青稞游骑兵 51.297 

63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 the dream team 52.899 

64 基础四轮组 山东大学(威海) 咋滴都队  

65 基础四轮组 青岛科技大学 顺风车  

66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 和谐号  

67 基础四轮组 中国海洋大学 浑水摸鱼队  

68 基础四轮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爱的魔力转圈圈  

69 基础四轮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无远弗届  

70 基础四轮组 枣庄学院 愤怒的小鸟  

71 基础四轮组 山东大学 智行突击队  

72 基础四轮组 山东大学 znc跑酷车队  

73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 拉普拉斯  

74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 Fighters  

75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大学 Explore-s  

76 基础四轮组 山东大学 嘎嘎嘎队  

77 基础四轮组 滨州学院 启原  

78 基础四轮组 滨州学院 志远  

79 基础四轮组 滨州学院 放逐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80 基础四轮组 德州学院 德院四轮一队  

81 基础四轮组 山东华宇工学院 超音速  

82 基础四轮组 山东华宇工学院 急先锋  

83 基础四轮组 山东建筑大学 Huayra  

84 基础四轮组 山东建筑大学 夏之队  

85 基础四轮组 山东师范大学 太难了队  

2.专科组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1 基础四轮组 淄博职业学院 隼游队 15.378 

2 基础四轮组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路人丙 15.718 

3 基础四轮组 青岛科技大学高密校区 疾风 16.300 

4 基础四轮组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路人乙 16.573 

5 基础四轮组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追风 17.646 

6 基础四轮组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翔宇 19.610 

7 基础四轮组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GMCC天鸽 21.090 

8 基础四轮组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追梦队 40.120 

9 基础四轮组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PressF4U 120.000 

10 基础四轮组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山信秋名车队 120.000 

  

02双车接力组 

 

1.本科组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1 双车接力组 山东大学(威海) 歪瑞古德 9.741 

2 双车接力组 山东大学 浩然三队 9.831 

3 双车接力组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神兵小将 10.409 

4 双车接力组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DJCZZ 11.056 

5 双车接力组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破釜沉舟 11.532 

6 双车接力组 山东大学(威海) Coincidance 11.627 

7 双车接力组 烟台南山学院 天然呆 11.933 

8 双车接力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双车一队 12.025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9 双车接力组 烟台南山学院 归零队 12.476 

10 双车接力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平行线双车小队 14.343 

11 双车接力组 山东工商学院 深蓝双车 14.500 

12 双车接力组 山东大学(威海) 我是太空人 14.636 

13 双车接力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双车二队 15.258 

14 双车接力组 山东科技大学 逮虾户 Deja vu 15.368 

15 双车接力组 山东科技大学 无名之辈 15.581 

16 双车接力组 齐鲁工业大学 九零后标配 16.014 

17 双车接力组 青岛科技大学 藤原豆腐店 16.412 

18 双车接力组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蓝鲸 16.936 

19 双车接力组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超能陆战队 18.024 

20 双车接力组 青岛工学院 填空题全队 20.125 

21 双车接力组 海军航空大学 五本正经的学习小队 20.859 

22 双车接力组 山东师范大学 猛男号 45.281 

23 双车接力组 曲阜师范大学 木木夕 52.590 

24 双车接力组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玑瑾未央 102.293 

25 双车接力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传球啊坤坤  

26 双车接力组 山东理工大学 理想成真  

27 双车接力组 山东大学(威海) 康康我  

28 双车接力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双车三队  

29 双车接力组 临沂大学 buy free  

30 双车接力组 山东建筑大学 巧克力队  

  

03声音信标组 

 

1.本科组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1 声音信标组 山东大学(威海) 彦罗王 39.016 

2 声音信标组 山东大学 吉吉养马吃萝北 41.278 

3 声音信标组 山东师范大学 犬来八荒三队 41.662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4 声音信标组 中国海洋大学 全村希望组 41.829 

5 声音信标组 山东大学(威海) 魔电队 42.253 

6 声音信标组 山东工商学院 深蓝焊板 52.734 

7 声音信标组 临沂大学 神霄车队 55.960 

8 声音信标组 山东大学 程天做梦队 59.440 

9 声音信标组 齐鲁工业大学 守夜人 59.661 

10 声音信标组 青岛科技大学 永不熬夜 60.522 

11 声音信标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我也觉得这个信标灯的位置不队 61.741 

12 声音信标组 青岛科技大学 超尘逐电 62.362 

13 声音信标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V-beyond队 63.161 

14 声音信标组 山东科技大学 4K 63.347 

15 声音信标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信标二队 78.877 

16 声音信标组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凌微 80.302 

17 声音信标组 山东科技大学 火车王 80.933 

18 声音信标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信标一队 83.776 

19 声音信标组 山东大学 玛莎拉蒂 84.185 

20 声音信标组 青岛农业大学 厉风 90.202 

21 声音信标组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拔丝地瓜队 91.981 

22 声音信标组 曲阜师范大学 催你早晨起床队 94.932 

23 声音信标组 中国海洋大学 龙珠 109.108 

24 声音信标组 山东大学(威海) xyz 114.547 

25 声音信标组 中国海洋大学 PGB Warning 

26 声音信标组 海军航空大学 当当起航  

27 声音信标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贪吃蛇  

28 声音信标组 齐鲁工业大学 薛定谔的汪  

29 声音信标组 山东大学(威海) 乘御队  

30 声音信标组 烟台南山学院 海岛飙车王  

31 声音信标组 烟台南山学院 旱地插秧  

32 声音信标组 齐鲁工业大学 万里挑一队  

2.专科组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1 声音信标组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壹零队 77.469 

2 声音信标组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路人丁  

  

04直立节能组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1 直立节能组 山东大学(威海) Dragonfly 28.310 

2 直立节能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节能一队 29.806 

3 直立节能组 青岛农业大学 奇风 34.075 

4 直立节能组 山东大学 负三分贝队 37.144 

5 直立节能组 山东大学(威海) ACE 76.125 

6 直立节能组 烟台南山学院 今夜不入眠 119.000 

7 直立节能组 山东大学(威海) 睿智的唯物主义者  

8 直立节能组 山东大学(威海) 形而上车队  

9 直立节能组 山东大学(威海) 绝影  

10 直立节能组 山东科技大学 formula2队  

11 直立节能组 山东科技大学 躺着比你高队  

12 直立节能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节能二队  

13 直立节能组 齐鲁工业大学 知更  

14 直立节能组 齐鲁工业大学 看网课造车队  

15 直立节能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队友说的都队  

16 直立节能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今博通队  

17 直立节能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直立逮虾鸽  

18 直立节能组 烟台南山学院 你这瓜报熟么  

19 直立节能组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三仙子  

20 直立节能组 青岛科技大学 Hello World  

21 直立节能组 青岛科技大学 专业团  

22 直立节能组 山东科技大学 花里胡哨  

23 直立节能组 山东科技大学 Veyron  

24 直立节能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节能三队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25 直立节能组 山东大学 TSH  

26 直立节能组 山东大学 智能车小分队  

27 直立节能组 山东建筑大学 电饼铛  

  

05 AI电磁组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队伍名称 最终成绩 

1 AI电磁组 山东大学(威海) ACE 7.295 

2 AI电磁组 山东工商学院 深蓝 Apple Jack 8.589 

3 AI电磁组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精神小伙队 9.589 

4 AI电磁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脱单谁做智能车队 9.833 

5 AI电磁组 青岛理工大学 青理 AI电磁队 10.037 

6 AI电磁组 山东科技大学 ABaABa 10.502 

7 AI电磁组 海军航空大学 初阳组 11.389 

8 AI电磁组 山东师范大学 犬来八荒 11.576 

9 AI电磁组 齐鲁工业大学 Twinkle 12.239 

10 AI电磁组 曲阜师范大学 枫影队 13.319 

11 AI电磁组 临沂大学 我的海里没有鱼 13.431 

12 AI电磁组 山东大学 太南了队 13.589 

13 AI电磁组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 泰山之巅 14.296 

14 AI电磁组 山东大学 无与伦比的美丽 14.396 

15 AI电磁组 山东理工大学 摇光 14.897 

16 AI电磁组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遇见星辰 22.953 

17 AI电磁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Ordinary men  

18 AI电磁组 青岛科技大学 逐日之灵  

19 AI电磁组 山东科技大学 877队  

20 AI 电磁组 齐鲁工业大学 90 后 X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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