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第 13 届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京津冀区域赛 

成绩公告 

 

 

2022 年 7 月 7 日，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北京化工大学承办的

第 13 届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京津冀区域赛线上评审会顺利

召开。京津冀区域赛评审委员会共收到来自京津冀地区 13 所高校的 129

项作品，经过各参赛高校校赛选拔以及区域赛作品形式审查，遴选其中优

秀作品进行线上答辩。最终共评选出一等奖 31 项（见附件 1）、二等奖 41

项（见附件 2）、三等奖 57 项（见附件 3）。其中一等奖、二等奖作品（共

72 项）推荐参加第 13 届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 

 

 

 

第 13届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京津冀区域赛评审委员会 

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代章） 

2022年 7月 7日 



附件 1：第 13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京津冀区域赛一等奖作品名单（31项） 

序

号 
层次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等级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1 本科生 基于物联网的植物生长过程光谱强度监控系统 中国石油大学 一等奖 李鹏展 肖昌伟 陈雷 孙潘 黄立华 张海鹏 

2 本科生 基于仿生自愈机制的压缩机流量无级调控装置 北京化工大学 一等奖 张辰 陈昱 张书尧 袁玉清 张进杰 王瑶 

3 本科生 基于参数适应的离心泵汽蚀故障自愈调控系统 北京化工大学 一等奖 彭勇嘉 金君杭 卢鹏旭 王晨爽 潘鑫   

4 本科生 草方格种植工艺与装备 河北大学 一等奖 王少彤 郑子涵 杨铭宇   孙辉 李浩东 

5 本科生 管道中的探险者 北京化工大学 一等奖 廖恒伟 徐国虎 杜昊龙   何红 申子嫣 

6 本科生 基于叶片泵送作用的新型城市智能排水井盖设计 北京化工大学 一等奖 谷昭鹏 刘鑫宇 戚文韬 梁坤海 王维民   

7 本科生 太阳能全光谱有效能转换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一等奖 李元喆 彭浣珊 缪紫茜 蒋卓伊 贾兴运 张秋翔 

8 本科生 光感智导——智能定向导光式阳光导入机器人 燕山大学 一等奖 郭林豪 张晓铭 张世博 王震 郭锐   

9 本科生 基于柱塞循环冲压的生物质能回收装置 燕山大学 一等奖 夏士坤 郭浩宇 张明昊 张天缘 王三众   

10 本科生 一种基于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的智能采摘机器人 燕山大学 一等奖 刘梦冉 闫浩 刘猛 邱世超 王三众   

11 本科生 生态卫士——一体化植树机器人 燕山大学 一等奖 李思哲 宗臻 杜思铭 魏少鹏 董志奎   

12 本科生 多功能草方格固沙车 燕山大学 一等奖 董鹏飞 刘双嘉 潘磊 李东辉 韩博   

13 本科生 基于光伏电池的水体垃圾智能收集机器人 河北科技大学 一等奖 张灏铭 杨世林 李泽谭 张艺晨 刘晓阳 张君彩 

14 本科生 轮船舱底油水混合物分离装置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一等奖 尚岳伟 崔婷钰 赵文博 魏子贺 史昊天 刘宝华 

15 本科生 面向碳中和背景下的光伏发电式共享单车车库 河北科技大学 一等奖 李宇航 刘帝 张嘉成 李芮政 武哲   

16 本科生 “智慧生活”陪伴型仿生四足机器人 河北科技大学 一等奖 王楠 赵家俊 曹英楠 肖寒 王立新   

17 本科生 基于环形流水线布局的单向器组件自动装配机 河北科技大学 一等奖 杜扬威 高振赟 鲁昊陈 苏亚 张新聚   

18 本科生 基于 VR 技术的虚拟专业实验室 河北工业大学 一等奖 沈庆栋 宋朝阳 孙宇硕   胡柏松 单海 

19 研究生 用于乏燃料水池覆板修复的水下焊接装备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一等奖 张仁祥 周飞鸿 赵友亮 李松钊 朱加雷   

20 研究生 高端透平机组气压液式自动平衡技术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一等奖 霍家骥 李薇 葛德宏   潘鑫 江志农 

21 研究生 
大长径比Ⅳ型储氢瓶内胆尺寸稳定性控制装置及工

艺设计 
北京化工大学 一等奖 王修磊 杨嘉宁 田明明 陈怡博 谢鹏程   

22 研究生 大型舰船空气平衡型艉轴密封试验装置系统的研发 北京化工大学 一等奖 古彦飞 戚志程 宋玉鹏 杨海超 李双喜 赵军 

23 研究生 3-PUU 并联三维自由弯曲成形装置 燕山大学 一等奖 朱嘉晨 马俊智 樊建勋  鲍梦媛 陈子明 李姿葳 

24 研究生 “黑灯工厂”-高等级汽车板智能切边监测及控制系统 燕山大学 一等奖 张文军 顾清 张冀 林威 王三众 白振华 



25 研究生 御安科技-打造无人值守智能消防巡检作业系统 燕山大学 一等奖 张硕 魏欣陆 王嘉薪 李治锋 姚建涛 赵永生 

26 研究生 疾风科技——液压油气液固三相同步旋流分离装置 燕山大学 一等奖 陈冬京 尹文龙 王博众 程昱杰 张晋 李莹 

27 研究生 燃料电池膜多轴变形测试仪器及开发应用 天津大学 一等奖 姚艺豪 冯金辉 崔建鹏 刘子豪 林强 石守稳 

28 研究生 一种太阳能和二氧化碳热泵联合供暖系统 河北科技大学 一等奖 王超 马康乐 王晨 杨洹迪 崔海亭   

29 研究生 双旋涡型静态分级器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河北科技大学 一等奖 张茹 洪臻远 刘春雨   孙占朋   

30 研究生 基于储能技术的无纺布热风工艺的优化 河北科技大学 一等奖 李旭东 任向军 张佳琦 杨琪 李洪涛   

31 研究生 基于双目立体视觉的冬枣智能分拣包装生产线 河北科技大学 一等奖 杨晨虎 赵永衡 孙冠森 柳畅 朱金达   

 

 

  



附件 2：第 13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京津冀区域赛二等奖作品名单（41项） 

序号 层次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等级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1 本科生 
基于空气动力学原理的新型垂直轴小型风力发

电机 
河北大学 二等奖 赵德宽 陈能海 赵帅   付超超   

2 本科生 
具有自钳位功能的往复压缩机电磁式节能执行

机构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二等奖 宋军帅 蒋韫臻 尹胜基 李建祯 张进杰 王瑶 

3 本科生 石化高危泵高效油雾润滑系统残雾回收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二等奖 毕恩哲 范诗浩 朱书海 张天昊 李双喜   

4 本科生 
高压胶液加热器超级螺栓创新设计及其密封性

能的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二等奖 梁文硕 倪天宇 段庆超 张禹 段成红 罗翔鹏 

5 本科生 3D 打印材料回收再利用设备研制 北京工业大学 二等奖 詹天宇 包菁浩 向星宇   孙树文 董明杰 

6 本科生 一体化小型植树机器人 河北大学 二等奖 李健 张志强 元嘉策 吴俊飞 董小平 孙辉 

7 本科生 蚂蚁机器人 北京化工大学 二等奖 陈祥钿 史博涛 李欣宇 俞超予 李慧芳   

8 本科生 基于云计算的压力容器智能全时管理监测系统 中国石油大学 二等奖 付华一 杨杰 赵小满 杨小龙 翟新锋 王江云 

9 本科生 基于机器视觉的垃圾包智能分拣系统 天津工业大学 二等奖 宋天宇 祁硕硕 魏家琦 张毅丞 刘国华   

10 本科生 基于机器视觉的坩埚表面缺陷检测机械手 天津工业大学 二等奖 崔佳辉 陈姚旭 刘佳新   刘国华   

11 本科生 网球场智能拾球车 天津科技大学 二等奖 宋梓骐 李同举 冯晨晓 曹景繁 杨国威   

12 本科生 基于机器视觉系统的过程装备点蚀损伤检测仪 天津大学 二等奖 么佳鑫 王冠华 刘学成   陈旭   

13 本科生 
一种基于可控永磁技术的节能型压边装置及冲

压工艺 
燕山大学 二等奖 杨昊东 董森 高士博 赵天阔 张红升 郭凯 

14 本科生 可伸缩式智能灭火装置 天津大学 二等奖 吴雨晨 王璁 白蕊 苏骏 谭蔚 朱国瑞 

15 本科生 面内双轴机械式引伸计系统的研制 天津大学 二等奖 董嘉麟 于震 赵振兴 贾问裕 陈刚 林强 

16 本科生 自驱动智能微型换热组件开发 天津大学 二等奖 田金鹏 杨子豪     刘丽艳   

17 本科生 3D 打印用复合材料丝材制备装置 河北科技大学 二等奖 王一帆 何雨彤 肖鑫微 尹航 杨立宁   

18 本科生 数字化农业背景下温室环境智能调控系统 河北科技大学 二等奖 李岩 李赛 韩云飞 徐丹丹 刘顺芳   

19 本科生 电动汽车自动换电系统 河北科技大学 二等奖 闫天毅 张学强 赵雅跃 焦健伟 曹亚超   

20 本科生 
基于湍流膜过滤过程的一种水基切削液环保处

理技术 
河北工业大学 二等奖 燕科宇 王晓龙 杨景航 王烁寒 杨红健 单海 

21 本科生 智能高效工业污水处理机器人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二等奖 程佳朋 武世杰 付浩君 王佳帅 张东风 史昊天 



22 本科生 磨削液压滤机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二等奖 许赵慧 栗婉琦 王一洲 胡世行 史昊天 张东风 

23 本科生 
智慧城市背景下基于 i-parking 的立体车库管理

系统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二等奖 马鹏宇 勾硕 周运堂 吴松 于江利 席维 

24 本科生 智能控制分类垃圾桶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二等奖 臧祥乾 宋英杰 卢瑞东 杨林波 杜鹏 杜春晖 

25 本科生 基于 FPGA 和声源追踪技术的视频云台定位系统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二等奖 孙明磊 薛欣 孙明磊 徐才浩 常青 方彬 

26 研究生 甲烷燃烧炉结构优化 中国石油大学 二等奖 薛志延 伊志奇 闫玉溪 张悟童 王娟   

27 研究生 气体检测玻璃管内径测量自动分拣装置 北京工业大学 二等奖 宋琛煜 高振涛 姜丹阳 黄超 孙树文   

28 研究生 废弃塑料资源化利用技术开发 中国石油大学 二等奖 王卓栋 王光照 刘恒祥   李岩   

29 研究生 
超低温航空航天涡轮泵用双波纹管型静压隔离

密封 
北京化工大学 二等奖 宋子锋 刘志远 刘洋 魏文豪 李双喜   

30 研究生 新型无伴随运动混联机床的研发 燕山大学 二等奖 陈雪婵 郭玉 赵中阳 纪超洋 陈子明   

31 研究生 
护航碳中和——船舶双燃料发动机引燃油喷射

装置 
燕山大学 二等奖 窦伟 陈朝阳     白云 姚静 

32 研究生 金属去渣自动机器人 燕山大学 二等奖 张小涵 杨子韬 岳宇卫   赵劲松   

33 研究生 
“污染零包容”-高品质超薄钢卷自动包装设备及

工艺的开发 
燕山大学 二等奖 张金飞 邱振波 张燕东   李学通 聂文龙 

34 研究生 一种基于流致振动的风能俘获装置 燕山大学 二等奖 程雨轩 肖洋 蒋建旭 孙正瑞 郭凯 张红升 

35 研究生 全新高效工业废水超声蒸发器 天津科技大学 二等奖 史慧言 高泽康 黄志强 强干 宋继田   

36 研究生 可阵列式废旧连铸坯火焰切割机器人系统 河北科技大学 二等奖 高参 计晓东 孙和盛 张远昊 张付祥 李文忠 

37 研究生 圆筒形容器长圆形开孔补强结构研究 河北科技大学 二等奖 曹凯 曹久朋 刘喻佳 魏璐韬 刘庆刚   

38 研究生 
太阳能相变蓄热器及叶轮搅拌机组一体化装置

设计 
河北科技大学 二等奖 刘华峰 安京州 邵国伟 杨奇 蒋静智   

39 研究生 
基于分布式热源的新能源汽车热舒适与热安全

控制系统 
河北工业大学 二等奖 于金秋 陈国贺 任珂 齐凯 饶中浩 刘新健 

40 研究生 冲旋复合扩孔器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二等奖 顾乐成 王灶红 朱绵   魏秦文   

41 研究生 多功能老人助起车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二等奖 于博 季薇 刘孟阳 张正岩 李志杰   

 

  



附件 3：第 13届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京津冀区域赛三等奖作品名单（57项） 

序

号 

层次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等级 组长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导师 1 导师 2 

1 本科生 核电装备高效、安全运行测试平台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张磊轩 杨礼汕 高伟杰   杨国安   

2 本科生 双碳背景下基于风力发电技术的矿井废气能量回收

系统 

河北大学 三等奖 王业涛 马世捷 刘云开 段宽 孙辉   

3 本科生 紧凑空间载银微通道富集器开发 天津大学 三等奖 马鹏徽 任毅博 马春钰 马梦缘 朱国瑞   

4 本科生 智能家居节水系统 燕山大学 三等奖 梁泽奇 祗哲玮 张忠坡 杨远帆 边辉 厉斌斌 

5 本科生 云舰绿航--一种基于云平台的船舶振动储能装置 燕山大学 三等奖 代浩岑 马践儒 张素琪   史小华   

6 本科生 智能“云锅”——新型智能炒菜机器人 燕山大学 三等奖 张伊涵 马一鸣 李昱迪 王婧怡 张志辉   

7 本科生 高铁空心车轴高精度一体化成型轧机设计 燕山大学 三等奖 王孙清

沄 

曲希蕾 李畅 王一冰 刘志亮 张天缘 

8 本科生 泡沫分离用于解决胺液净化问题的装置设计及实验

研究 

河北工业大学 三等奖 张春钰 刘悦 许保祥 王文琪 陈文义 单海 

9 本科生 智慧交通下共享单车立体车库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袁忠星 刘静雪 康俊泽 李泽 邓飞   

10 本科生 内置颗粒移动床旋风分离器的设计及性能评价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李博贤 陈港澳 石一飞   孙占朋   

11 本科生 连续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 3D 打印机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田恒鹏 马申奥 王航 张钰 杨立宁   

12 本科生 新型管式机械沙障自动化铺设装置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郭泽朝 王紫诺 于丹丹 李雅慧 王金业 李文忠 

13 本科生 新冠疫情背景下物资防护自动缠膜包装设备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王子棒 赵邢华 张云龙 吴思凡 齐习娟   

14 本科生 煤炭综采井下多功能作业平台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邢奥运 闫怡勃 郎佳赞 孙庆霖 常宏杰 胡贝贝 

15 本科生 智能植被修复机械装备数字化设计及仿真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杜家伟 李忠宝 高弘坤   彭立强   

16 本科生 高效蓝藻打捞分离装置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刘庆成 魏锴 毕文豪 李梅 王维民   

17 本科生 塑料瓶自动分离回收装置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常雯惠 冯书琴 吴凡 杨卓霖 潘鑫   

18 本科生 基于超磁致伸缩材料的高速压缩机新型节能调控执

行器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王鹏展 陈凯放 马泉 黄泽盛 张进杰 王瑶 

19 本科生 风光协同供热系统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杜松霖 郭天磊 叶立锴 赵琛洋 褚凤鸣   

20 本科生 碳纤维降维制造工艺关键成型设备设计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任冠南 黄立波 孙培嘉   谭晶   

21 本科生 基于斯特林循环的太阳能应用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王旭东 王明辉 王伶侃 韩希贝 褚凤鸣   



22 本科生  水下磁脂湿式承插接头密封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朴珉靓 郑晗旭 潘栩慷 杜向宇 贾兴运 张秋翔 

23 本科生 管道清洁机器人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胡康骥 毛乐 梁品杰 李兆镇 李慧芳   

24 本科生 废弃塑料瓶回收机器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潘岩 李沉臣 詹耀华   马秀清   

25 本科生 适用于氢能源汽车燃料电池压力调节的特斯拉阀组

创新设计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柳浩宇 董添雨 付志尧 薛玉昌 陈富强   

26 本科生 油气运输管道的“防锈防腐疫苗”－－纳米复合涂层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郭庭序 陈子昂 杨拯 张扬 郝保红   

27 本科生 水生植被切割收集装置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王永乾 李昕彧 马天昱 赵欣玉 蔡晓君   

28 本科生 自动化水面污染物可调节打捞装置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李春达 王子龙 王贵龙   窦艳涛   

29 本科生 海上油气高效紧凑型立式三相分离器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潘亚博 张鑫冉 李金涛 贾雨阳 蔡小垒   

30 研究生 航天飞行器用金属密封圈高温气密性测试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郭仪翔 周宇航 孙亚冰 杨艺清 陈立芳   

31 研究生 燃油雾化喷嘴结构优化及其性能 中国石油大学 三等奖 黄由俭 云泽     李家州   

32 研究生 大型搪瓷拼装储罐工作原理及结构优化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黄承尧 章国庆 滕祖荣   李双喜   

33 研究生 高参数机械密封端面振动监测与状态评价方法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肖扬 张田雨 宋运锋 周春雷 王庆锋   

34 研究生 自动化秸秆蒸汽爆破处理工艺装置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闫欣欣 沙廉翔 田婧 刘丽静 李双喜   

35 研究生 离合器旋转密封改进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刘春瑞 张乐 王文昊 侯启炀 何立东   

36 研究生 火箭发动机深冷介质浅槽型自适应动压密封研发 北京化工大学 三等奖 黄柏淇 何猛 刘兴华   李双喜 郑娆 

37 研究生 隧道移动除尘装置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余羿琼 刘兆赫 周富强   周翠红   

38 研究生 模块化多焊炬管道自动焊装备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叶朔朔 姜春风 张明泽 方舟 罗雨 康举 

39 研究生 智慧加氢站建设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张烘玮 王智勇 袁垚 张翔宇 赵杰 李建立 

40 研究生 基于相变冷却的风电机组一体化智能热管理设备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李飞 姬瑞雨 徐浩桐 郑建树 杨绪飞 张伟 

41 研究生 新型流化床换热器稳定运行实验及仿真研究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张鑫镝 应强 黄建峰   张卫义   

42 研究生 节能式低温热处理污染场地轻质烃类回收系统设计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王德来 孟利伟 崔景文 杨康 王亚飞   

43 研究生 精酿啤酒全流程柔性生产装备 天津科技大学 三等奖 王瑞新 王浩宇 王精精 王鹏宇 徐庆   

44 研究生 室内滑雪运动模拟装置 燕山大学 三等奖 陈念龙 刘子轩 朱嘉晨 马俊智 陈子明 李姿葳 

45 研究生 FPSO 生活污水回用处理装置 燕山大学 三等奖 黄岩 朱国庆 李岳峰 李可欣 韩东颖   

46 研究生 单自由度固面可折展天线设计 燕山大学 三等奖 刘子轩 陈念龙 刘建鑫 李南 陈子明 李姿葳 

47 研究生 智能节能测距—多功能车床测距仪 燕山大学 三等奖 胡才勇 耿语恒 孙世博 韩淋善 赵劲松   

48 研究生 喷雾干燥一体化设备及应用 天津科技大学 三等奖 王精精 石明暄 王浩宇 王瑞新 徐庆   



49 研究生 多工位鱼漂自动划线机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肖旭 李林 张凯伦   朱海荣   

50 研究生 分体式自清洗工业废气余热回收装置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张潇 张浩     纪运广   

51 研究生 蓄热式加热炉低 NOX 燃烧工艺与装备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张钰航 张天航 张志鹏 张晓阳 李洪涛   

52 研究生 轻量工厂—空调扫风叶片多机协同智能装配生产线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陈佳辉 冀唐 姚海洋 石文华 张嘉钰   

53 研究生 智能定位控层鲜食玉米加工生产线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郭明昊 张高帅     常宏杰   

54 研究生 全自动标牌焊接机器人系统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王者涵 张超 左扬 马啸驰 黄风山   

55 研究生 城市固废全量资源化处理与再生利用系统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杨佳俊 田伟 张昊宇 段天丰 牛虎利   

56 研究生 一种全自动胶带铺贴机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赵海涛 朱守宵     邓飞   

57 研究生 氢燃料电池热管理系统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李鑫达 杨烁辰     宋庆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