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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赛组委会函〔2023〕013 号

2022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之

首届人工智能工程技术（边缘计算）决赛表彰决定

各参赛单位：

2022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之首届人

工智能工程技术（边缘计算）决赛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20 日在

芜湖科技工程学校成功举办。根据竞赛表彰规定和选手成绩，经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组委会审核，现公布本赛项获

奖情况（详见附件）。

希望受表彰的个人及单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发扬开

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将本次大赛成果转化到未来技能国际

训练基地的建设中，开发以工业 4.0 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人工智

能、数字技能等未来技术技能课程，培养国际化、高技术技能水

平的未来技术技能人才。

附件：2022 一带一路暨金砖大赛之首届人工智能工程技术（边

缘计算）决赛获奖名单及国外赛区参赛名单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大赛组委会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

国际联盟

2023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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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2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之首届人工智能工程技术（边缘计算）决赛

获奖名单及国外赛区参赛名单

一、决赛获奖名单

决赛获奖名单（高校组）

名次 单位名称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指导教师奖项 团体奖

1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万健新 欧阳泽超 高源 李坤 一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最佳组织奖

2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袁龙伟 梅诗雨 赵春霞 郑春红 一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最佳组织奖

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陈柏宇 徐子傲 刘星 廖志文 一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最佳组织奖

4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岳启翔 韩承昊 刘鹏 耿韶光 一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最佳组织奖

5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刘昌禹 蔡熙 孙涛 王珊珊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6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温智庸 林育彬 蔡少霖 谢志明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7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葛文涛 邓显强 赵静 程源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8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邵濠泽 臧蒙特 傅贤君 连博博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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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李釜霖
阿布都外

力·塔力甫
黄志强 杨裕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10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张建建 秦子康 陶玉贵 郎璐红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11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许东铭 刘梓晔 祝家东 曹意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12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黄舒展 林广 关晓颖 郝佳睿 三等奖 — —

13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丘嘉豪 曾永键 黄妙燕 王咸锋 三等奖 — —

14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马凯 于兴业 耿韶光 刘鹏 三等奖 — —

15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黄鑫乐 黄艺 王伟 韩旋吉 三等奖 — —

16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余彦霖 郭桓江 张明 刘一畅 三等奖 — —

17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金宇 叶尤杰 宋雯斐 杨琼 三等奖 — —

18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沈兆宇 薛朝阳 林忠晨 曹钱宇 三等奖 — —

19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刘腾腾 李慕坤 张雪华 谭丽娜 三等奖 — —

20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涂晓威 阮紫豪 陈志文 唐晓冬 三等奖 — —

21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杨延 林嘉丽 杨林根 蔡杰辉 三等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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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李鹏 朱晨武 颜世波 雷惊鹏 三等奖 — —

23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陈创创 刘梦涵 谭丽娜 张雪华 优秀奖 — —

24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滕雨婷 王良对 金棋 优秀奖 — —

25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洋 鲍坚军 朱正月 吕婷 优秀奖 — —

26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刘承泽 宋智豪 李玉娟 韩忠东 优秀奖 — —

27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邱梓琳 谢丽敏 汪静 刘磊 优秀奖 — —

28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魏子豪 雷雨婷 陈志文 唐晓冬 优秀奖 — —

29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吴晨 苏瑞政 董立国 王文蓉 优秀奖 — —

30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齐金涛 朱雪婷 沙晓艳 沈源源 优秀奖 — —

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牛雯雯 王凯鑫 沙晓艳 沈源源 优秀奖 — —

32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赵子煜 刘智超 邓芳芳 张瑞 优秀奖 — —

33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张奥晖 袁世旺 丁国明 邹伟民 优秀奖 — —

34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邢文凯 李 健 邓芳芳 张瑞 优秀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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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获奖名单（中职组）

名次 单位名称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指导教师奖项 团体奖

1 芜湖科技工程学校 鲁炜轩 姚烨 何玉祥 张洪 一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最佳组织奖

2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林裕锋 李嘉轩 陈计荣 徐志良 一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最佳组织奖

3 芜湖科技工程学校 陶言朔 管梦媛 单娜 熊乃平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4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楠翔 蒋陈浩 黄兴任 杨维维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5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林睿璁 李俊东 江吴芳 丘利丽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6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邝伟良 李伟健 徐志良 陈计荣 二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奖

7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李文婧 徐天宇 韩旗昌 陆文彧 三等奖 — —

8 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 裘欣怡 石许辉 陈楠 三等奖 — —

9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侯旭 郭晓峰 刘琰璞 刘晓彤 三等奖 — —

10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张阳 韩嘉玲 韩旗昌 陆文彧 三等奖 — —

11 仙居技师学院 李屹涵 朱永灏 张国 陈永林 三等奖 — —

12 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宋博文 翟江瑞 刘晓彤 刘琰璞 优秀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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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徽六安技师学院 杨增宇 陈乃源 李飞 潘斌 优秀奖 — —

14 安徽六安技师学院 刘玉庆 刘兵 李飞 陈放 优秀奖 — —

15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石斯敏 林嘉凯 范晶晶 陆志强 优秀奖 — —

16 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 张嘉铭 周豫白 陈楠 优秀奖 — —

17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田齐涛 吴宇凡 陈强 钱明芝 优秀奖 — —

18 仙居技师学院 陈宇恒 柯哲腾 张国 陈永林 优秀奖 — —

决赛获奖名单（教师组）

名次 单位名称 参赛选手 获奖等级 团体奖

1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崔宇 奚文娟 一等奖 最佳组织奖

2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关景新 林嘉 二等奖 优秀组织奖

3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杨诚 王赛楠 二等奖 优秀组织奖

4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何波 王思琪 二等奖 优秀组织奖

5 台州技师学院 丁毅 严宇才 三等奖 —

6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王玉丽 何伟 三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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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严毓培 杨福权 三等奖 —

8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任远红 许秋艳 三等奖 —

9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姚银 张南 优秀奖 —

10 芜湖科技工程学校 胡文祥 曹贤宏 优秀奖 —

11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高思晗 孔孟 优秀奖 —

12 芜湖科技工程学校 陈梦林 吴俊 优秀奖 —

13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潘仙 丁力波 优秀奖 —

突出贡献奖

序号 单位名称

1 北京企学研教育科技研究院

2 芜湖科技工程学校

3 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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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赛区参赛名单

2023 年国外赛区参赛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参赛选手

高校组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万健新、欧阳泽超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袁龙伟、梅诗雨

中职组
芜湖科技工程学校 鲁炜轩、姚烨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林裕锋、李嘉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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