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第三届安徽省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获奖名单
（机械类团体）

排名 学校名称 领队

1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1队 崔强 崔强 陆勤强 柳砚
2 合肥工业大学1队 刘炀 刘炀 王静
3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团体1队 桂瑞峰 张文群 桂瑞峰 陈燕
4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2队 刘炀 王静 刘炀
5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队 崔强 张丽 俞陆新 徐娟
6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1队 刘炀 刘炀 王静
7 合肥学院（四年一贯制） 郑家房 张作胜 杜兰萍 周福静
8 安徽理工大学团体1队 马伏波 解甜 韩宁 张金龙
9 安徽工业大学团体1队 仝基斌 仝基斌 王秀珍 时利平
10 安徽理工大学团体2队 马伏波 韩宁 解甜 张金龙
11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团体1队 严军 严军 夏玲丽 房凌晖

12 合肥工业大学2队 刘炀 王静 刘炀
13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1队 刘荣祥 张步松 张作胜 杜兰萍
14 铜陵学院2队 王晓芬 王晓芬 钱宇强 李月丽
15 安徽工程大学1队 钟相强 钟相强 余春 苏永生
16 黄山学院团体1队 褚园 曹建华 高琴 褚园
17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2队 刘荣祥 杨兵 王曙光 徐凤
18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一队 程正翠 邹锦波 汤海霞 任越美
19 黄山学院团体2队 褚园 钱胜 吕成涛 高琴
20 铜陵学院1队 王晓芬 王晓芬 高宁煜 钱宇强
21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1队 胡木林 徐滨 胡木林 陈森林
22 安徽工程大学2队 钟相强 钟相强 余春 方明
23 合肥学院团体1队 徐滟 徐滟 王磊 刘丹萍
24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2队 王贤虎 王贤虎 贾芸 张奎晓
25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1队 赵玲娜 赵玲娜 黄均安 盛海军
26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1队 陈之林 陆峰 陈庆来 王忠生
27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二队 程正翠 邹锦波 汤海霞 任越美
28 淮南联合大学二队 孙晓东 李晟锴 贾全义 王益民
29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1队 毕亚东 毕亚东 雷杰兰 熊良平
30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团体2队 严军 余凯平 汝艳 刘淑莉
31 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1队 韩飞坡 陈华 韩飞坡 刘彩莲

32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2队 郭家升 郭家升 章彬 王园园
33 安徽大学一队 贺春东 贺春东 杨东
34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1队 叶素娣 叶素娣 吴红 刘玉婷
35 合肥学院2队 徐滟 徐滟 刘丹萍 修磊
36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1队 黄昭明 黄昭明 田瑞娇 赵妞
37 皖西学院团体2队 张晓东 周宇 王洪新 张鹏
38 蚌埠学院团体2队 范恒亮 汪雨佳 李培 杨丽
39 安徽建筑大学团体2队 张正彬 刘静 何平 汪日光
40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2队 陈之林 陆峰 张磊 陈庆来
41 宿州学院团体1队 杨权 何康 刘浩 王艳
42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1队 张继东 张继东 张振东 王清清
43 滁州学院2队 邓景泉 卢淑群 马齐江 平芳

指导教师

一等奖（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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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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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2队 张婷婷 张婷婷 彭闪闪 张继东
45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团体1队 宋永斌 刘立群 王良超 黄锟
46 安徽大学二队 贺春东 贺春东 耿林 何凯
47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团体2队 朱志 李铭 金洁 贾静静
4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1队 陆青松 陆青松 魏巍 李亚伟
49 安徽工业大学团体2队 王秀珍 王秀珍 仝基斌 邬宗鹏
50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团体1队 陈燎原 李电敏 戴亚 胡慧
51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2队 黄昭明 黄昭明 田瑞娇 郭凡
52 安徽三联学院团体1队 王兴 牛海侠 张琼 吴建美
53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团体1队 朱志 李铭 金洁 王磊
54 蚌埠学院团体1队 范恒亮 范恒亮 王琳 何华
55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2队 胡俊前 林宗良 刘敏 张芹
56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队 耿晓明 秦飞 汤永芝 邵金玉
57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1队 吴志光 陈宏胜 王立中 曹俊杰
58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团体2队 陈燎原 吴焱 戴亚 胡慧
59 滁州学院1队 邓景泉 平芳 王铮 林植慧
60 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2队 韩飞坡 陈华 韩飞坡 徐晓莉
61 安徽三联学院团体2队 王兴 吴建美 张琼 牛海侠
62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1队 曹慧 曹慧 王辉 付学敏
63 安徽科技学院1队 魏宝丽 王娟 魏宝丽 董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