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卓然.科新杯”第十二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 

决赛入围作品公告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四川轻化工大学承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压力容器分会、

化学工业出版社、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四川省高校重点

实验室、四川省矿山尾渣资源化利用工程实验室协办，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川理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赞助的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

创新创意大赛第十二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自 2020 年 11 月开始征集参赛作品以来，

得到全国各高校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大赛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 115 所高校的 1123

个团队报名参赛，经过各高校选拔，在大赛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25 日）前共收到来

自全国 88 所高校提交的 572 件参赛作品（其中，本科生 379 项、研究生 193 项）。大赛

组委会组织了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领域 35 位资深专家，分成 5 个评审组（其中本

科生 3 个组和研究生 2 个组），对提交的全部参赛作品进行了网络匿名评审。 

经过网络评审专家组独立、公正的评审，评审结果汇总并经大赛组委会批准，本届

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共评选出 60 项（其中，本科生 40 项、研究生 20 项）优秀作

品（详见表 1，表中作品排名按作品提交顺序号排序）入围大赛决赛环节。入围优秀作

品项目团队需按照“卓然-科新杯”第十二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决赛通知”要求，

参加 2021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在四川轻化工大学宜宾校区举行的全国决赛。参赛团

队需要通过 PPT 汇报、作品路演展示与专家答辩，进一步角逐本届大赛的特等奖和一等

奖。决赛结束后，将发布本届大赛的所有获奖作品。 

为便于联系，请入围决赛的优秀作品团队成员和指导老师加入决赛 QQ 群

377293987（第 12 届过控大赛决赛群）。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第 12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组委会 

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代章） 

2021 年 7 月 21 日 

 



表 1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卓然.科新杯”第十二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入围决赛优秀作品名单（60 项） 

（按作品提交序号排序） 

序号 
提交

序号 
层次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1 5 本科 嵌入式多目实时视频拼接系统研制 郑州大学 姚俊豪 王振宁 李豪杰 刘冬旭 

2 12 本科 多场景智能消防巡检特种机器人 内蒙古工业大学 韩立兵 刘妍莹 卢鑫圆 刘旭蒙 

3 13 本科 非开挖管道缺陷检测与修复机器人 西南石油大学 马建波 曹煜磊 陈子杰 张澳 

4 18 本科 基于机器视觉的储罐几何形体变形检测技术 东北石油大学 马新安 刘祥彪 李奥杰 林燕春 

5 24 本科 
“益趣分"——基于 AHP 贝叶斯耦合算法的全自动智能

垃圾桶 
华东理工大学 吴龙燕 郭兆阳 迟雨欣 雷聪锐 

6 26 本科 “巧厨"智能烹调系统 华东理工大学 李东晓 张子轩 孙矢初  

7 54 本科 基于 Faster R-CNN 检测的船底附着物自适应清扫装置 大连海事大学 江昊泽 杨利斌 绳百成  

8 60 本科 馏酒过程风水混合冷凝设备设计 四川轻化工大学 贺康玲 陈燕 蹇波 曾威 

9 105 本科 基于(PV-T)光伏追踪的架空床供暖系统 兰州理工大学 殷新震 刘建武 张书童 张倚萌 

10 107 本科 协同对撞式脉冲喷吹工业滤筒清灰系统 南昌大学 林子捷 杜雷恒 罗浩 王洋 

11 108 本科 基于肌电信号检测技术的下肢智能康复机器人 长春理工大学 马文圆 王述毅 孟庆浩 刘志 

12 113 本科 
基于深度学习与四自由度并联机器人的果物品质优选

装备 
重庆理工大学 李毅毅 马骥 康杨 吕巡双 

13 121 本科 “焊"留加倍——基于相变蓄热的新型焊条保温桶 湘潭大学 肖子欣 张栩齐 陈翀 阮沐阳 

14 126 本科 一种新型有机废物固液分离设备 西南科技大学 何鸿禧 张强 刘昌浩  

15 137 本科 大跨度轻合金罐顶及其表面功能涂层的一体化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朱永强 王文政 苏继铭 刘永豪 

16 143 本科 调控热和形变提高电池电化学性能和安全 四川大学 辛炳儒 王霏暘 王君礼 沈渭舒 

17 154 本科 基于深度学习的水面清洁利器 重庆交通大学 文韬 于玲 唐小翠 杨兴聪 

18 156 本科 植物全生命周期智能监控与管理系统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付宇德 王锦 董建宏 孙爱萍 

19 157 本科 基于微界面强化技术的高效含油污水处理装置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张钧 张建秋 王玉婷 李朝旭 

20 163 本科 基于嵌入式的消毒配送机器人 兰州理工大学 张晖旺 薛佳兴 李胥文 郑庆烨 



21 168 本科 一种智能巡检空气除尘净化系统  安徽理工大学 胡涛 刘苏雨 杨怡忻 陈中琪 

22 197 本科 基于点云及物联网的可编程自适应节水喷灌系统 兰州理工大学 张昊 肖博达 郝丙森 张雨喧 

23 204 本科 基于三轴运动平台的陶瓷描金装置 南昌大学 陈源正 张伊俊 肖明宇 段飞飞 

24 228 本科 超精密微纳激光锡焊装备 武汉工程大学 张靖宇 
章王子

涵 
赵鸿飞 张余豪 

25 269 本科 基于多能互补和两级热管的负荷可控蓄热采暖装置 中国矿业大学 王重博 毛宇 刘拥衡 徐旺 

26 273 本科 笛卡尔坐标爬壁机器人 安徽建筑大学 李伟 黄忠豪 王逸堃 游秀 

27 276 本科 基于视觉定位的森林火灾防控一体化飞行平台 合肥工业大学 张启民 姚卓杭 张志远 高博 

28 292 本科 智能攀塔光缆巡检机器人 郑州大学 张正壮 唐英豪  马宁涵 刘坤 

29 313 本科 尺蠖式仿生爬行智能管道打磨机器人 中北大学 杨子磊 王浩 马江辉 任宇龙 

30 385 本科 小型湖泊蓝藻机械捕捞过滤收集一体化装置 南昌大学 刘蓉蓉 易庆强 揭建敏 王涛 

31 408 本科 全自动餐盘回收清理机 南昌大学 郭利鹏 张欣怡 陈晶晶 李潇瀚 

32 421 本科 面向生物质发电的棉杆联合收获机 河北科技大学 梁磊 焦阳辰 乔俊雨 张云鹏 

33 427 本科 新型无模万向弯管机 河北科技大学 杜扬威 鲁昊陈 付晓发 刘欣 

34 437 本科 基于空调冷凝水的自主除尘加湿装置 湘潭大学 廖锦朋 罗成 王淞悦 丁涛 

35 450 本科 
匠心“智"造—面向电磁离合器制造过程的创新制造系

统 
燕山大学 王雨豪 王飞扬 付云帅 代嘉怡 

36 484 本科 基于 SLAM 算法的检测机器人 天津大学 李柏松 冯启越 王靖恵  

37 487 本科 远控自平衡式矿井钻孔机器人 山东科技大学 张舒 杨亚茹 步宇 崔一鸣 

38 527 本科 仿大肠杆菌鞭毛的螺旋结构运动性能和结构优化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李晓龙 梁博 王炯哲 邢孝廉 

39 528 本科 
一种单驱双向，具有管径自适应特征的管道清淤机器人

的研制 
安徽建筑大学 张智杰 吴煌锐 杜国庆 周肖舒 

40 558 本科 化险为夷——日常巡检及应急处理机器人 湘潭大学 刘慧斯 朱梦圆 韩子健 
欧阳思

宇 

41 14 研究生 仿生章鱼式海面泄漏原油处理装置 东北石油大学 刘海龙 鞠嘉琛 赵嵘广 李金煜 

42 35 研究生 用于核电站乏燃料水池修复的水下激光焊接装备 
北京石油化工学

院 
李丛伟 寇荣魁 张仁祥 宋旷达 

43 38 研究生 新型高盐废水旋转喷雾蒸发装备研发 常州大学 许芳 刘昕 赵睿 张智凡 

44 42 研究生 基于双目视觉的多喷枪协同冷凝器清洗装置 安徽理工大学 李家宝 亓杨杰 李少强 檀雪平 

45 84 研究生 
一套基于高级氧化耦合生物强化的 RO 浓缩液处理系

统及装置 
重庆理工大学 陈雪 张正义 罗万东 谢长坤 



46 87 研究生 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垃圾分类收集装置 武汉工程大学 谢文卓 魏子赫 邓淏天 何杰 

47 111 研究生 含油污泥高效热转化制氢一体化工艺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褚志炜 王瑾 徐小雪 金智颖 

48 124 研究生 超声冲击强化金属材料表面的精密加工实验平台 安徽理工大学 胡兴远 李开发 周泽琛 姚尚成 

49 129 研究生 水陆两栖仿生机器人 武汉工程大学 张继磊 陈科举 杨浩宇 张冯 

50 136 研究生 重型可控震源绿色动力系统 西南石油大学 亓文 闫瑞 徐光明 王若豪 

51 139 研究生 闪蒸焦耳加热装置设计及其应用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黄鹏飞 朱海洋 李鑫  

52 213 研究生 自动灭火消防机器人 中国矿业大学 潘禄 张帅帅 徐金 高鸿壮 

53 287 研究生 一种基于相变蓄冷微胶囊的便携式疫苗冷藏箱 南京工业大学 张馨文 王荆航 芮子樑 董辈辈 

54 326 研究生 变电站轨道式巡检机器人 山东科技大学 刘阿健 王文浩   

55 355 研究生 一种基于 3D 打印技术的海洋测量仪 江苏海洋大学 翟亚进 姚远 韦逸凡 谷朝阳 

56 380 研究生 基于摩擦电原理的新型流量检测方法及装置研究 长春工业大学  何思扬 宁传鹏 王铮  

57 435 研究生 撬装式智能曲房开发 四川轻化工大学 宾秋月 王平 廖俊杰 朱文昌 

58 441 研究生 平顺驱动型压电粘滑微纳定位装置与操纵技术 长春工业大学  乔广达 叶辉 于洋 夏枭 

59 522 研究生 电化学水处理 武汉工程大学 王众浩 李吉敏 王章伟 郭紫芯 

60 549 研究生 海洋管道巡检仿生机器鱼 山东科技大学 苏博勋 江阿灿 王涛 王永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