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卓然.风凯杯”第11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常州大学承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压力容器分会、化学工业

出版社、江苏省绿色过程装备重点实验室、常州大学机械与轨道交通学院、常州大学能源化

工装备研究院协办，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风凯换热器制造(常州)有限公司、无锡

金龙石化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无锡能以信科技有限公司、常州中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大明重工有限公司赞助的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卓然.风凯杯”第11届过程

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自2019年10月大赛开始征集作品以来，得到全国各高校的积极响应和

大力支持。在参赛团队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4月15日，大赛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86所高校

的721个项目团队报名参赛，经过各参赛高校的校赛选拔，在参赛作品提交截止日期2020年

7月31日，73所高校的380个团队提交了参赛作品。大赛组委会组织了全国过程装备与控制工

程专业领域近三十位资深专家组成了初赛评审专家组，分四组对全部参赛作品进行匿名通讯

评审。经过评审专家组独立、公正的评审，在全部作品中共评选出获奖作品202项，其中41

项优秀作品参加了2020年8月29日在常州大学举行的决赛，疫情期间，特殊时期，特殊方式，

决赛采取的是评审专家现场集中评审、参赛选手线上路演汇报的形式角逐本届大赛特等奖和

一等奖。 

经过大赛评审专家委员会的评审、审定，大赛最终结果如下：特等奖4项、一等奖31项、

二等奖68项、三等奖99项，优秀组织奖25项，优秀指导教师奖57项。 

现将以上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1-6）。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卓然.风凯杯”第 11 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组织委员会 

                         2020 年 8 月 29 日 



附件 1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卓然.风凯杯”第 11 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特等奖名单（4 项）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1 AF09 双塔串联式节水冷却塔装备研发 常州大学 余志康 沈彦儒 胡一旸 俞滨烨 张琳 包冰国 

2 AV01 电流体动力学喷印柔性电子微图案技术及装备 嘉兴学院 罗嘉庆 陈建洲 毛张萍 冯帅 张礼兵 吴婷 

3 AS10 智能餐桌清理机器人 华东理工大学 张钰炯 夏文轩 房佳园  郭慧  

4 CL01 基于实时温度场监测的新型电熔焊机 浙江大学 项光特 胡裕锐 任亦心  施建峰 郑津洋 

 

附件 2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卓然.风凯杯”第 11 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一等奖名单（31 项）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1 AJ08 石油管道喷涂机器人 东北石油大学 赵新宇 程天才 闫春雨 韩元明 董康兴 姜民政 

2 BD01 基于搬、顶、抓三位一体的可远程协助式智能 AGV 设计 鲁东大学 王锦 贾琳瑜 郑然 王璐瑶 李武斌  

3 AS03 地铁隧道多功能智能清洁小车 华东理工大学 周昊宇 杨逸伦 李默之 吴家盛 惠虎 温建锋 

4 AP06 智慧婴儿车 河北科技大学 李阳 赵自更 贾耀刚 王渊  牛虎利 常宏杰 

5 CR03 旋流分级装置堵塞故障诊断系统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刘群 董璐璐 付玉发  王光辉  

6 AJ06 一体智能高效化细分注水装置 东北石油大学 王中杨 程建勋 方天成 王茜 王宝金  

7 CT03 高硫含油污泥环保处置的工艺流程及一体化装置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张颢腾 孙进慧 张晓辉 李阳 巩志强 王振波 

8 CJ01 基于压电粘滑原理的跨尺度大承载精密定位平台设计 长春工业大学  高强 乔广达 宁鹏  程廷海 周巍 

9 CJ03 高效收集自然界机械能的多元应用化小型摩擦纳米发电机 长春工业大学  杨伟雄 徐毓鸿 李义康  卢晓晖 黄向东 

10 AF06 高效换热冷却塔研发 常州大学 房加美 赵睿 倪灵翔 王瑞 柳林 李永 

11 BG02 基于超重力-旋流耦合的气液高效分离设备 南京工业大学 王航 张镇 赵娟  凌祥  

12 AB11 新型凝胶泡沫防灭火装置的研发 安徽理工大学 管志文 罗赛 章文龙 林兴 聂士斌 何启林 

13 AB12 双作用凹槽凸轮恒流量往复泵 安徽理工大学 王东雨 韦鹏 石雪松 徐瑞 张军 朱增宝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14 CD07 自适应变半径管道智能巡检机器人 西南石油大学 王玖 李宾倩 喻洪田 刘小平 莫丽 汪敏 

15 AF02 铅蓄电池高盐废水处理及产物回收工艺 常州大学 师诚承 刘昕 计益翔 赵嘉诚 许伟刚 唐龙 

16 CC01 离心泵远程实时监测与报警系统设计 西南科技大学 谢晓轩 习涵 陈丽丽 王德方 张健平 刘丽贤 

17 CT15 便携式力学性能无损测试仪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邵晓明 李玫蓁 刘君 冯海顺 杨滨 蒋文春 

18 BN15 海底管道泄漏检测仿生机器鱼 山东科技大学 王永祯 林杰 魏小胜 苏博勋 田群宏 孙爱芹 

19 CE05 艾盾--基于 SLAM 导航的室内消毒机器人   湘潭大学 曹乐 罗瑾  李茜 谭玲平 罗晓雪  

20 CQ11 基于仿生叶片的风水耦合发电装置 中北大学 张琰 李盼盼 田佳 巨晓腾 高强 闫宏伟 

21 BN01 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高效控除尘技术装备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 向恭梁 杨俊娜   聂文 肖楠 

22 AV02 柔性电子耐弯曲性在线检测仪 嘉兴学院 詹政 戴鹏程 陈震 徐晓斌 鹿业波  

23 BE03 果树树干冬季保暖与防虫液喷涂刷白装置 南昌大学 张志鹏 王德贵 郭永浩 陈彦泽 胡兆吉  

24 CE01 智能家居环境监控系统设计 湘潭大学 彭俊淋 李坤 王玮健 杨旭 张大兵  

25 BY06 微旋流气浮含油污水处理系统及装置 武汉工程大学 张思奥 王家全 孟观林 彭康 汪威 林纬 

26 AF03 新型气垫式玻璃钢化炉 常州大学 吴逸君 严健宇 沈一帆   朱科钤 席帅 

27 BN09 高压输电塔攀爬机器人 山东科技大学 杜燕飞 王大龙 聂帆 覃高斌 陈广庆 靳凯 

28 CJ02 面向机器人末端驱动的压电粘滑微纳执行机构的研制 长春工业大学  于洋 张晓松 高琪  卢晓晖 程廷海 

29 AF05 新型机械剪切式水力空化器的研发 常州大学 陆健 王赟冰 陈琪 廖中军 周发戚 袁惠新 

30 AF07 细颗粒污染物处理成套工艺 常州大学 童永祺 潘陈烨 杨正君 宛兵 张琳 徐玉山 

31 CR14 大豆清仓落料转运系统 中国矿业大学 贾继风 张明瑞 朱多磊 陈春玉 李小川   

 

 

 

 

 

 



附件 3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卓然.风凯杯”第 11 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二等奖名单（68 项）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1 AJ05 大型储罐侵入式多功能声发射检测装置创新设计 东北石油大学 冯宇豪 张志远 张宏远 高宇紫 李伟 蒋鹏 

2 AB09 
基于机器视觉与激光融合的矿井刚性罐道故障定

位系统 
安徽理工大学 吴强 丁永静 胡伟康 周青 马天兵  

3 BM03 云诊云售云配送的无接触操控售药机 三峡大学 胡胜朋 王紫东 廖子涵 李远洲 杨伟  

4 AP01 密封式多功能自动配药机 河北科技大学 田方润 苏德顺 闫征 潘盼 曹亚超  

5 BE05 回转剪切与循环收集一体化柿子采摘机 南昌大学 欧阳珑 刘蓉蓉 林子捷 杨斌 龚兰 胡兆吉 

6 AB03 基于协同控制原理的多维旋转发电机组装置 安徽理工大学 王雷 王亮 胡聪 朱佳妮 邓海顺  

7 CX03 智能家用呼吸机 重庆理工大学 李嘉旭 朱林娜 刘巧 孙乐 陈国明   

8 CX04 新型自动化低碳废水生物处理技术及装备研发 重庆理工大学 陈雪 罗万东 张正义 邱君怡 张千   

9 CX05 芯片上微液滴操控技术研究 重庆理工大学 祝睿 王美溪 冯淇 胡世林 崔建国   

10 CK01 可变关节角婴儿爬姿矫正训练仪 长春理工大学 张文杰 王楚超 卜雨朦 吕政达 姜吉光   

11 CW01 基于 PLC 控制的环形多层停车充电装置 重庆科技学院 高鹏翔 陈运贵 高亮   邓晓刚 欧阳泽 

12 CN01 油烟余热辅助驱动吸附热泵的集成系统设计 郑州大学 黄卫士 刘真威 张慧新 韩世龙 薛冰   

13 BG01 正辛醇压燃内燃机燃烧室及喷射策略的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 于笑 史瑞鹏 刘陈 蔡建纲 李晶   

14 AF01 裂解炉综合热效率提升技术研发 常州大学 姚建 张东昇 郑智广 闫宇晨 卜诗 张琳 

15 BN03 煤矿皮带机智能巡检机器人 山东科技大学 郝木新 王新栋 唐延祥 王聿恒 孙爱芹 王吉岱 

16 CD03 凸轮和齿扇齿条复合驱动的新型往复泵 西南石油大学 熊广 邹锐 杨容 都磊 侯勇俊 方潘 

17 BG11 煤气化方法高效回收熔渣高品质余热系统研制 南京工业大学 胡智威 芮子樑 吴双 贝佳辉 彭浩   

18 AG03 超低温液氢气瓶研发 大连理工大学 许海洋 刘新宇     刘培启   

19 CD08 一种常闭式单向注入井下防喷器 西南石油大学 张敏 李昕 张靖柯 张杰 蒋发光   

20 AW03 高层建筑供水管道内微型水力发电系统设计 江南大学 闫法正 万加澳 张捷   袁方洋 杜继芸 

21 CE03 多功能智能洗鞋机 湘潭大学 李可翔 翟润行 聂晴 陈鹏帅 张大兵   

22 AF10 齿轮箱状态监测与智能故障诊断系统设计 常州大学 郭越 赵威 杨罡 罗佈僧 别锋锋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23 CE06 
耳目益新——基于声源定位和可调焦技术的新

型眼镜 
湘潭大学 张予 钟万福 

Moses 

Chukwuka 

Okonkwo 

刘双艳 彭金峰   

24 AZ14 自吸式高效风力冷凝制水装置 兰州理工大学 李青翰 宋家成 谭亚辉 石旭 韩伟   

25 AB01 一种熨折存取一体化智能衣柜 安徽理工大学 范文毅 张智豪 杨继冲 汪鸿铭 来永斌 伍广 

26 BM04 自主导航的医疗巡诊送药机器人 三峡大学 谢满 杨洋 刘磊 郭子豪 李学涛   

27 CD01 
页岩气开采用压裂井口设备远程控制快速换装装

置 
西南石油大学 王锐 陈娟 冉浩廷 陈子杰  胡刚 方潘 

28 CM02 
基于 EDLC 模块优化电动汽车高功率储能与热管

理系统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孔明民 潘州鑫 夏起 冯帅明 陈晨   

29 CZ01 
高温铝水自动化浇铸装备关键技术研究及首台套

样机制作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韩佳祯 蒋义修 王帆 周程琪 陆勇星   

30 CT06 正负压耦合脉冲解堵控制系统的构建与应用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宋元凯 刘邱 卢帆 杨新城 赵东亚   

31 BG09 相变蓄热速凉温控杯开发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 谢聪 赵子涵 何爱霞   邵春雷   

32 BE02 多功能小广告智能清理车 南昌大学 李岱泽 郭利鹏 赵雯 黄开 邓腾 胡兆吉 

33 AD01 风光温差多源联供充电器研制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白婧 王建伟 李佳欣 景心宇 李建立  

34 CX10 压平式眼压计校准装置的研制 重庆理工大学 彭文娇 任云飞 安志勇   崔建国  

35 CD05 一种支撑轮式管道机器人 西南石油大学 贺一烜 马博远 何文 付艾 李琴 陈振 

36 AS13 全自动花生葵瓜子剥壳的过程控制 华东理工大学 张星语 潘慧娟 王鹤澄 陈逸山 马新玲  

37 CT11 新型大内容比锥形双螺杆膨胀机的设计与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武萌 刘译阳 董丽宁 谈庆鹏 王君 王增丽 

38 CD13 太阳能跨路停车装置 西南石油大学 谢志海 许文斌 李逸轩 焦博新 杨海  

39 CQ08 直轮驱动式管道检测爬行机器人 中北大学 杨雄 王璐 徐荷权 贾鹤鸣 闫宏伟  高强 

40 CX14 
边缘计算架构下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混动汽车能

量管理控制策略开发 
重庆理工大学 李家曦 孙友长 伍朝兵 庞玉涵 胡博  

41 BE07 基于丝杆升降的可调式室内墙纸敷贴设备 南昌大学 蒋军 卢晨曦 蔡昶  刘一瑶 涂文锋 胡兆吉 

42 CQ10 管道打磨机器人 中北大学 张佳航 樊鹏铂 张浩 马江辉 孙虎儿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43 AF13 内外流动减阻测试方法与装置 常州大学 田伟 孙涛 胡波 张文峰 庞明军   

44 AD08 往复式压缩机管线主动减振技术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姚冉 何鑫 刘乙达 王磊 赵杰   

45 CX01 
一种基于嵌入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畜禽养殖废水

前处理脱氮设备及应用 
重庆理工大学 吴恒 游乾坤 郭江枫 齐浩宇 张千   

46 CX02 丘陵山区节能运输关键技术及装备 重庆理工大学 胡睿 肖峰 周宝 王镱润 王玉金 何苗  

47 AQ01 卧式-间歇-回转 M 袋自动给袋式挂面包装机 河南工业大学 王志鹏 王依     徐雪萌 唐静静 

48 CB01 气井管柱智能磁流变抑振系统 西安石油大学 吴鹏 李杰 邱婕 田柯 程嘉瑞 吴松 

49 AB08 基于机器视觉的汽车涉水预警装置 安徽理工大学 王李 韩俊兰 祖洁 胡国栋 范例 王开松 

50 CM01 高耸塔设备 TLD 减振装置设计 浙江工业大学 刘和坤 章林烨    丁振宇 高增梁 

51 AJ01 一种湍流蓄能式管径自适应油水旋流分离装置 东北石油大学 郑九洲 付康 李金煜 鞠嘉琛 邢雷 蒋明虎 

52 CT04 新型重劣质原油电脱盐装置开发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张孟奇 刘志博 范玉玲 宋维 孙治谦 王振波 

53 DA02 家庭机器狗 西安工业大学 冯宇鹏 闫明涛 李倩   王沁   

54 BE01 
基于热处理与化学试剂联合保鲜工艺的柑橘高效

处理装置 
南昌大学 胡振宇 刘志凌 熊传浩 张妙妙 胡兆吉  柏晓武 

55 CD02 天然气水合物井下原位除砂提纯一体化分离器 西南石油大学 王党飞 曾维菊 方兴 何嘉欣 王国荣 钟林 

56 BN04 吊轨式餐厅送餐机器人 山东科技大学 王文浩 刘阿健 姚瑞斌 李祚颖 孙爱芹 孙静 

57 AJ07 一种无线遥控管道漏磁检测仪 东北石油大学 高月辉 张志来 李云辉 丛宇航 杨志军   

58 CD06 油气管道智能封堵机器人 西南石油大学 沈哲民 陈鹏辉 盛望宇 张云成 唐洋   

59 AD02 怀地黄太阳能干燥装置设计与仿真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李钰 许国鑫 任帅 吴家辉 李建立   

60 CD09 集输管道用液氮低温暂堵装置设计 西南石油大学 杨松 雷子杭 杨剑渝 邓洪元 杨晓惠   

61 CR09 新型水力旋流搅拌装置设计与流场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杨涵曦 陈璐 王起源 徐金燕 闫小康   

62 BH01 分散型集控式多功能楼宇外墙作业设备 内蒙古工业大学 张印 王文华 韩立兵 王超杰 唐术锋 徐永祥 

63 CA02 电机轴流泵一体化新型结构设计与开发 西安交通大学 夏琦 陈书泽 白云 张嘉麟 邓建强   

64 AB14 
小型四轴微织构复合加工平台结构设计与控制系

统开发 
安徽理工大学 王伟俊 李金苗 李志鹏 骆元庆 何涛 王传礼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65 CR11 
煤矿皮带输送机安全监控与故障诊断系统研究及

应用 
中国矿业大学 邱照玉 薛妍 刘钢洋 常瑞祺 窦东阳  王艳飞 

66 BY10 智慧配药装置 武汉工程大学 赵佳森 杨鼎 周志威 李兴光 毛金城 王彦伟 

67 BG14 与建筑一体化太阳能聚光器设计 南京工业大学 支黎明 雷建宏 冉茂菁 龚涛 杨谋存   

68 AF15 新型多级双区耦合静电除尘器的研发 常州大学 屈松正 顾晓奕  杨璇 王国强 柳林 葛涛 

附件 4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卓然.风凯杯”第 11 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三等奖名单（99 项）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1 AB02 一种智能化泡沫灭火除尘系统 安徽理工大学 梁天宇 王钊炜 查敏璐 刘苏雨 李尧斌 戚翔  

2 AB06 
大行程宏微复合同轴驱动装置设计及其控制技

术研究 
安徽理工大学 熊美俊 孙小祥 李成 赵凯平 解甜 王传礼 

3 AS01 智能厨房管家 华东理工大学 郭兆阳 虞泽宇 姚诗懿 张龙涵 马新玲   

4 AE01 一种新型的不规则结构密封件泄漏率测试装置 常熟理工学院 徐进亚 陈浩 曹君 李申曦 宇晓明 张斌 

5 CT08 高凝油超声冷输装置设计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朱浩玮 王杰 邵旋昊 王晓东 李强   

6 AS06 多功能模块化指令控制物料管理车 华东理工大学 乐祺中 张子轩 郦滢澄 吴龙燕 马新玲   

7 DA03 一种通风管道清洁机器人 西安工业大学 刘康鑫 袁静漪 冯琳   田军委   

8 BM06 助康健可变形跟随轮椅 三峡大学 林健 董家慧子 陈煜霄 郭晨光 周秀梅   

9 AS09 “一包药”智能药物包装机器 华东理工大学 黎凯 倪博 徐芮 李沛然 马惠仙   

10 CS03 一种新型便携式新风辅助呼吸面罩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李露露 魏浩然 章振祥 李盛兰 刘建新 张晓蕾 

11 BK01 可翻转式极轴追光太阳能发电装置 齐鲁工业大学 侯怡航 王雅婧 贾颖奇 黄涛 李梦丽 付秀琢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12 BY04 工业循环水高效电化学软化装置 武汉工程大学 王众浩 夏文凤 陈琦 王景勋 林纬 汪威 

13 DA06 智能履带式农用作业过程控制机器人 西安工业大学 王鑫刚 张雷乐 闫渭丘 卢俊林 王沁   

14 CA01 连续机械压力波发生器 西安交通大学 郑浩威 刘全辉 彭兴杰 郭强 邓建强   

15 BR02 壁面清洗机器人的结构设计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 
韦腾飞 彭明华 杨培根   刘彩霞   

16 AP09 智能助老全自动洗澡机 河北科技大学 刘庆磊 王晓辉 谷佳男 魏鑫雨 朱金达 王立新 

17 AF04 新型高热流密度芯片微通道散热器的研发 常州大学 曹子勇 张玲 朱瑞贤 鞠刘 许伟刚 柳林 

18 AD06 机械化耕作小农具的“防护衣” 
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 
赵廷奉 李承阳 卢宏宇 王嘉扬 郝保红   

19 CJ05 
面向工业应用的新型摩擦电式流量传感装置设

计与研究 
长春工业大学  王铮 王健龙 李泽霖   程廷海 岳晓峰 

20 AJ14 新型气动式可控储罐内壁清洗机器人 东北石油大学 杨召 朱永坤 魏雪 杨肄博 林玉娟 丁宇奇 

21 AG04 幂律型流体气泡羽流附壁效应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徐锦涛 徐泽平 刘晓洋 梁意虎 许晓飞   

22 AF08 新型固化剂稳定飞灰中重金属实验研究 常州大学 刘威 陆定红 徐润 严冉成  卜诗 张琳 

23 BJ01 整装填料的 3D 打印工艺技术研究 宁夏大学 董玉钢 肖玲玉 康嘉宁 马瑞 丁文捷   

24 BY01 一种双级剪式升降旋转智能晾衣装置 武汉工程大学 吕凯 邓屹浩 王维明 许航 夏先平   

25 AJ02 安全生产动态管理信息系统 东北石油大学 刘超 滕易坤 康映雪 籍明非 王庆慧   

26 CT02 基于离心分离的新型动态旋流器的开发设计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刘雷 范琦超 袁梦洲 赵灵杰 王振波 巩志强 

27 CM03 一种集成灶用新型风机系统 浙江工业大学 胡银杰 杨展程    周水清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28 BA02 "鼹鼠"焊接智能辅助机器人 辽宁工业大学 吕树迪 李文连 许仕林 马溶辰 仪登利 唐宇 

29 AS05 基于 HCI 的老年人服药管家 华东理工大学 王安迪 杨旭东 张祉恒 马小龙 邢改兰   

30 BU02 喷涂车间 VOCs 废气高效回收装置设计 
四川轻化工大

学 
罗伟强 刘红梅 胡万盛 李广 张颖   

31 BW01 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实时可视化监测方法 天津大学 张乐 林宏 魏晓雯 郑一铭 张喆 陈旭 

32 BE06 
基于红外矩阵与机器视觉的多功能消防预警监

测装置 
南昌大学 陈源正 黄仕成 孙军平 赵梓宇 周凤娇 胡兆吉 

33 BG12 基于相变微胶囊蓄冷技术的冷链集装箱设计 南京工业大学 董辈辈 张馨文 王荆航 申彤彤 彭浩   

34 CM06 
一种造纸厂污水余热回收的双热源梯级耦合热

泵热水器 
浙江工业大学 毛成斌 黄乐乐 孙雅君 李康 徐英杰 高增梁 

35 CS07 
含压水体壁面离散液滴动态界面接触角的测量

装置及其应用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雷佳欢 李林峰 吴剑 全英豪 张晓蕾 刘建新 

36 CS08 安全高效新型海洋隔水导管关键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李磊 杨宇鹏 邹欣 张昌超 杨进 王茹 

37 BM11 多功能水下微型潜水器充电装置 三峡大学 王迎斌 温征 徐东 梁成 肖能齐   

38 CG04 精准复位的弹簧式压力容器安全阀 延安大学 高毅丁 高云鹤 武浩冬 晁虹黎 郭莉 牛鸿权 

39 BU09 过程装备虚拟仿真设计系统 
四川轻化工大

学 
吴弋航 薛宇恒 岳相丞 曾天雪 曾涛 石艳 

40 BG13 多功能小型太阳能热驱动板 南京工业大学 常昊 殷晨阳 田小蝶   苏磊   

41 BW02 
用于 SEM 的高频原位材料力学性能测试系统开

发 
天津大学 宁静 于之龙 余婉琦 赵唯伊 陈刚 林强 

42 AH01 双向油气管道隔爆阀设计与研发 大庆石油学院 张杨 赵姝婷 程龙 李思源 丁宇奇 林玉娟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43 AZ10 多功能粮情巡检机器人 兰州理工大学 魏凡皓 姚同傲 殷笑天 曾凡聪 王惠中   

44 CT01 
基于深度学习的钢材表面缺陷及焊缝缺陷检测

算法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陆亚彪 马志杨 张忠岩 张智松 左海强   

45 CG01 老年人智能拐杖的设计与应用 延安大学 高显斌 朱心旺 张昊岩   王瑞   

46 BA01 离心泵自吸装置设计 辽宁工业大学 金亚东 张瑀旸 朱智博 朱志友  唐宇 仪登利 

47 AQ02 智能化辅助站立床椅一体化装置 河南工业大学 张洪源 郭志洋 张腾 张震 王明旭 晏丽 

48 AG01 
基于鞭毛菌泳动机理的仿生微型机器人仿真优

化与研发 
大连理工大学 李晓龙 梁博 王炯哲 苗佳麒 许晓飞   

49 CR02 
基于机器视觉的动力煤重介选煤过程专家调控

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沈晓峰 周德炀 王立鹏 姚宗序 杨建国   

50 AA01 基于蓝牙无线通信的智能自发电窗户的设计 安徽建筑大学 李伟 刘亮 王曦杨 黄文胜 魏常武   

51 BD02 可自适应图像旋转的腹腔镜系统 鲁东大学 么甲朋 彭昕悦 任康 李沐辰 李武斌   

52 AK01 微波传感器煤粉颗粒浓度测量系统设计与开发 东南大学 张峰 杨鹏 杜沁宁   李健 许传龙 

53 BM05 无人化奶茶机全自动控制系统 三峡大学 代威 左肖雄 吴昶 余名雄 周秀梅   

54 AQ03 智能语音垃圾分类装置 河南工业大学 赵震 龙 鋆 牛世豪 赵耀 曹宪周 王明旭 

55 CQ03 云智联脑机交互智能医护机器人 中北大学 李为龙 艾天龙 张梓浩 庄峰 严绍进 韩跃平 

56 AY01 高空玻璃幕墙清洗机器人 江西科技学院 高鹏 李思维 汪冉 郑文炎 黄小华 吴孝泉 

57 AN02 
基于生物质能源的大棚种植环境物联网智能控

制系统 
合肥工业大学 祁帅杰 时浩 赖鹏辉 余浩 马培勇   

58 CS04 一种用于天然气管道的环栅式动力除尘器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李强 李思源 徐峰 贺艳敏 宋健斐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59 BN06 精准喷管与智慧云管理系统 山东科技大学 闫笑笑 石遂 胡晨雨   徐伟   

60 CX11 人体血氧及脉搏模拟装置研制 重庆理工大学 王沂林 王淞 李浩正 陈艳 崔建国   

61 BY08 新型智能助老床 武汉工程大学 王朋辉 尹肖 应翔 李绍寅 陈绪兵 张聪 

62 BB06 一种烧结炉炉门装置的机械设计 
辽宁石油化工

大学 
孙佳明 纪悦迎 李明慧 范永琪 徐立志   

63 CG02 催化剂自动循环型光催化固氮反应器 延安大学 赵芳丽 许萌 曾文杰 李起 郭莉 王丹军 

64 CD10 自动越障玻璃幕墙清洁机器人 西南石油大学 卢红煜 邵自豪  李红阳 冷泓霖 张富晓 秦明旺 

65 AP10 太阳能相变蓄热器波纹管强化传热性能研究 河北科技大学 薄林 陈正佳     蒋静智   

66 CE02 基于人造龙卷效应的环保型抽油烟装置 湘潭大学 姜瑞森 张楷锜 成凌锋 马越 苏亮   

67 CQ06 
泡沫金属与液冷耦合的锂电池组自适应散热装

置 
中北大学 袁航 史亚坤 崔宇萌 王晋宇 高强 闫宏伟 

68 CS10 方箱加热炉绿色节能优化创新设计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徐皓晗 解凯 王壮 余海艳 王娟   

69 CX15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 MOF-Fe (235)负载的光

Fenton 陶瓷膜的制备及其处理抗生素废水研究    
重庆理工大学 刘毅 晏超群 魏娟 牛登宇 程治良   

70 AL02 印刷电路板式氢气冷却器的开发 福州大学 朱韦业 叶俊杰 林贞诚 陈缘缘 张经伟 刘康林 

71 CG06 即冷即饮型饮水机 延安大学 张琳怡 谢文媛 张智超 杨肖毅 郭莉 吕磊 

72 CU01 具备仿生智能前端的医疗物流机器人 中山大学 孙瑜 张威 魏蒋坤 廖采莹 吴嘉宁   

73 AB07 一种基于微藻空气净化及质量监测系统 安徽理工大学 杜安倩 徐春晓 谢吉泉 梁毅竞 崔红标   

74 DA01 一种智能车间巡逻机器人 西安工业大学 李鹏辉 孙丽娜     张震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75 CT05 
微型旋流聚结式液液分离器分离机理及性能实

验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郭子杨 于璐 晋涵 汪晓磊 王振波   

76 CK02 新型湿式负离子空气净化窗 长春理工大学 沈仲卿 路澳航 赵宇泰 叶勤世 孟宪宇 郝志伟 

77 AP04 共享单车立体车库 河北科技大学 沈斯佳 刘家铭 白东升 李昊文 武菁 邓飞 

78 CS02 耦合热泵的湿法脱硫烟气脱白新系统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宋峥元 孙建辰 贺杰韬 袁世威 孙国刚   

79 BG08 医用垃圾高温焚烧炉的开发 南京工业大学 吴倩倩 赵悦 冯俊 张正峰 董金善   

80 DA04 一种侧向滑移停车系统开发 西安工业大学 赵思琦 牛创吉 乔路   李润   

81 CQ01 一种球形管道防爆除尘机器人的设计与制造 中北大学 张啸天 周锐 汤丹 苏楚雄 张鹏 刘鹏 

82 AP07 钢筋连接套打标、包装、码垛生产线 河北科技大学 高思齐 李中志 郑东昊 承群涛 朱金达   

83 AE02 镍钛合金自密封垫片设计与研究 常熟理工学院 邓文飞 桑智灵 舒柯燃 刘赛赛 张斌 宇晓明 

84 CK04 智能升降衣柜 长春理工大学 任立志 赵经济 刘俊 李冬冬 刘亮   

85 CQ02 基于树莓派的家禽体表温度检测装置 中北大学 李沛 赵守耀 黄肖丹 李明明 王福杰   

86 BG10 方舱医院体温监测系统 南京工业大学 都璐远 金晟 胡嘉奇 赵顺 陈捷   

87 CR05 
基于新型三维脉动热管的燃气灶余热存储回收

及利用系统 
中国矿业大学 王增鹏 刘拥衡 徐旺 戴宇成 赵佳腾   

88 CR08 一种箱式风筝风力发电装置 中国矿业大学 韩雅娴 徐一钧 安振华 沈圳 霍宇涛 饶中浩 

89 AD03 新型流化床换热器结构研究设计 
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 
刘阿珍 旷兰 张艳  张卫义   

90 BT02 相变控温多孔散热片设计与制作 四川大学 张仕凯 刘欣 骆茜 李乐瑶 伍勇   



序号 参赛编号 参赛课题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91 AW02 
基于多物理场仿真的新型微波反应釜的设计与

研究 
江南大学 李晓龙 钟锐锐 贾晓虎 聂国宇 金光远 宋春芳 

92 CQ04 基于手势体感和触觉的仿生机械臂 中北大学 高志强 马力 白慧慧 袁宏雨 韩晶 李洁 

93 CQ05 飞行驿站-模块化无人机补给平台 中北大学 徐毓辰 朱前吉 王纪新 张益豪 杨世文 梅瑛  

94 CT13 
基于有机朗肯循环的加热炉烟气余热回收系统

设计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崔庆杰 崔晋豪 李晓晨 贾广成 王增丽   

95 CT14 一种复合加热式全自动车载面包烤箱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陈亚春 黄志辉 王志聪 陈家伟 曲燕   

96 CD15 外管道检测机器人 西南石油大学 廖红林 庞明珠 郑登华 史文婷 胡刚 何霞 

97 CQ07 基于肌电信号的蠕动式外骨骼下肢康复装置 中北大学 任亚雄 张昊冬 邵玉文 王宇 高强 闫宏伟 

98 CE04 “植株”侠——家庭智能植物工厂 湘潭大学 李嘉欣 修峰翼 彭梦 刘洋 杨湘军   

99 AW04 
基于北斗定位导航的安全阀校验智能管理系统

开发 
江南大学 伍开宇 张礼明 李延彬 周勇吉 朱海清  

附件 5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卓然.风凯杯”第 11 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名单（25 所） 

常州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重庆理工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东北石油大学 中北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南昌大学 湘潭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武汉工程大学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峡大学 嘉兴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西安工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延安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四川轻化工大学 



附件 6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卓然.风凯杯”第 11 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名单（57 人） 

张琳 包冰国 郭慧 张礼兵 施建峰 

郑津洋 朱科钤 汪威 莫丽 袁惠新 

董康兴 周巍 杨滨 汪敏 鹿业波 

蒋文春 姜民政 周发戚 闫宏伟 田群宏 

惠虎 陈广庆 程廷海 许伟刚 唐龙 

卢晓晖 黄向东 肖楠 徐玉山 孙爱芹 

柳林 胡兆吉 常宏杰 席帅 何启林 

凌祥 温建锋 彭金峰 林纬 巩志强 

张军 王振波 牛虎利 李永 高强 

张健平 王光辉 聂文 李小川 靳凯 

张大兵 王宝金 聂士斌 李武斌 吴婷 

朱增宝 刘丽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