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22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卓然-笃舜杯”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 

总决赛入围作品公告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浙江工业大学承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压力容器

分会、化学工业出版社协办，上海卓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笃舜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嵊州市浙江工业大学创新研究院等相关企业赞助的2022年中国大学生机

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卓然-笃舜杯”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自2022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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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所高校的1828个团队报名参赛，历经校赛、区域赛的选拔，在大赛

截止日期（2022年7月15日）前共收到来自全国115所高校提交的824件参赛作品

（其中本科生585件、研究生239件）。大赛组委会组织了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

业领域相关高校和行业企业35位资深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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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件（其中本科生66件、研究生26件）优

秀作品（详见表1，表中作品按作品递交顺序号排序）入围大赛总决赛环节。入

围优秀作品的项目团队需按照组委会要求，参加2022年8月24日至8月26日在浙江

省嵊州市浙江工业大学创新研究院举行的线上决赛。参赛团队需要通过参赛作品

路演展示、PPT汇报及专家答辩，进一步角逐本届大赛一等奖。如因团队自身原

因不能参加或主动放弃参加决赛环节的优秀作品，将认定为大赛二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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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042954（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决赛群）。 

 

2022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组委会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代章） 

2022 年 8 月 10 日 



序号
递交
序号

层次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组员1 组员2 组员3 组员4

1 10 本科 能源岛--一种基于风光浪多能互补的蜂巢式海上发电平台 重庆交通大学 郭韬文 徐恺 赵翎羽 刘奕珩

2 11 本科 基于模块化设计的高楼墙体施工设备 内蒙古工业大学 李航 李炜伦 李然 苏超

3 14 本科 基于多传感信息融合与状态识别的轨道智能巡检机器人 重庆交通大学 程军 李一帆 唐小东 李梦君

4 23 本科 高效紧凑式旋流气浮污水处理装置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田东峰 张国坤 姜志琴 张子渲

5 30 本科 基于多种仿生思路的新型液压动力万向关节 安徽工程大学 朱哲枭 巢永奇 温光宝 年耀辉

6 32 本科 基于超疏水-超亲油三维仿生材料的船载浮油收集系统 西安交通大学 罗正航 苏传升 高奔 任帅鹏

7 53 本科 移动“智充”——电动汽车车-车能量互济装置 东北大学 刘嘉伟 荣世阳 曾诗茹 郭笑影

8 61 本科 一体化可穿戴式仿生潜水推进器 盐城工学院 张劲翼 王硕 姚如玮 柏春林

9 69 本科 砖块自动化打包机头关键技术及装备 安徽理工大学 张景亮 陈然 李金龙 潘铜

10 82 本科 基于新型光催化材料的废水处理技术及装备研发 武汉工程大学 彭仕杰 张曼琳 段懿桐 陈鑫

11 83 本科 金字塔点阵罐顶及其表面三价铬转化膜的一体化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泽洋 王寒冰 朱永强 董博瑀

12 114 本科 一种气冲式下插的全自动栽苗设备 武汉科技大学 姚伟平 郭志楠 陈彬 龙汉森

13 154 本科 非淹没空化水喷丸强化装置创新设计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胡齐贤 王若凡 张俏 赵治昂

14 167 本科 磁约束流化床太阳能反应器 西安交通大学 邢超伟 王彬权 梅青阳 杨世帆

15 172 本科 一种利用波浪发电的废油收集装置 宁波工程学院 余晓敏 石晓强 孙鑫上

16 184 本科 海洋油气集输管道段塞流识别与消除系统 中国矿业大学 李鑫平 高若宇 盛维旺

17 204 本科 基于航标设计的低碳型无人机供能装备 武汉工程大学 任斯德 张陈欣菲 刘训辰 张锦瑞

18 220 本科 面向低碳小水电环境数字孪生的仿生魟监测移动平台 合肥工业大学 徐蕊雯 胡昊轩 王戈航 应佳桓

19 221 本科 粉尘黏附性全自动测试仪 南昌大学 李沐洹 罗浩 曾婷 李文龙

20 227 本科 云测——一种适用于多栖作业环境的取样监测机器人 重庆交通大学 余水鑫 冯中元 聂小龙 赵爱莲

21 230 本科 新型全自动低碳单钢丝绞毛机 湘潭大学 葛骏驰 安玲 李文浩 谭淑丹

22 251 本科 微分离器内非牛顿流体中微粒聚集特性的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韩戌峰 周福康 王天睿 张琳翔

表1  2022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卓然-笃舜杯”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赛入围决赛优秀作品名单（92项）
（按作品递交序号排序）



23 265 本科 基于水汽相变的烟气除白装置及其控制系统的设计 辽宁工业大学 宫涌棋 刘涵旭 杨正航 卢子杰

24 295 本科 基于非接触磁力作用的压电馈能悬架系统特性研究 聊城大学 李永鑫 延章威

25 306 本科 “大鱼治水”---赤潮检测与防治仿生机器鱼 合肥工业大学 张婧怡 姜杰垚 张慧鹏 黄璐

26 310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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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航 刘帝 张嘉成 李芮政

27 331 本科 基于三轴运动的新型自动化焊接平台 南昌大学 肖贺 高杰 张宇 萧跃鹏

28 350 本科 沃腴千里——智能化污泥三合一综合治理装备 安徽理工大学 罗肖龙 石智义 梁毅竞 黄伟

29 351 本科 “Plumber”——多功能管道运维机器人 合肥工业大学 杜慧龙 董焕颖 方哲炜 陈洋

30 375 本科 新型智能果蔬采摘机器人 陕西科技大学 宋冀博 韩配功 苏翔宇 郭彤

31 403 本科 基于空气制冷式的压缩空气产水系统 西安交通大学 张若琛 张柯 蒋欣宇 赵天昊

32 423 本科 立式多腔室柑橘热处理药洗装置 南昌大学 张弛 胡振宇 温绍辉 夏兵学

33 432 本科 “菌”工巧匠—食用菌多功能智能装备系统 常熟理工学院 袁玺涛 陈伟光 陈志涛 姚轶钦

34 458 本科 一种生活垃圾磁化热解处理站 中南大学 庞经瑞 孙依晗 韩正阳 杨欣瑶

35 475 本科 基于齿轮连杆机构的仿生扑翼侦察机器人 长沙理工大学 张杨辉 刘朝辉 曾鑫 文一安

36 484 本科 “低碳Clean”——安全节能消毒系统 合肥工业大学 李浩然 刘赟 董磊 崔傲

37 512 本科 基于3D打印波节管流动传热特性研究及其换热器设计 四川大学 孙宇航 唐铖 刘浩然

38 517 本科
“芯”平“汽”和——基于均热板与微小通道的高效电池热管

理模组
合肥工业大学 张容容 李汪紫媛 吴泉江  林恺昕

39 521 本科 基于喷射粘接技术的多材料3D打印机 重庆理工大学 刘红林 李欣飞 李景洋 王志国

40 528 本科 一种具有智能感知功能的智能钻头及配套监测技术 西南石油大学 孙嘉宏 杨国龙 曹煜磊 李心萍

41 530 本科 飞檐走壁------真空步履式爬壁机器人 湘潭大学 张弛 唐梓睿 吴格飞 李茜

42 535 本科 基于颜色传感器的反应动力学自动化测定仪 贵州理工学院 武小涵 陈朗 潘俊 周冉

43 537 本科 一种基于多传感融合的非储压式智能灭火装置 安徽理工大学 王秋阳 雷文昌 张旭彤 唐超

44 538 本科 高硝含尘船舶尾气环保处理的一体化装置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张舒垚 何润铭 刘国臻 刘宁宁

45 539 本科 错滤-端滤复合式高效低阻除尘系统 南昌大学 杜雷恒 孙泽文 符菲菲 李晓海

46 546 本科 “夕烽”——基于仿生设计的矿用救援机器人 湘潭大学 韩子健 贺喜 龚漾 郭玉峰



47 558 本科
KOUMBOT——“碳中和”背景下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沙漠植

树机器人
湘潭大学 邹志康 殷振凯 张植浩 陈世豪

48 615 本科 智能仿蛇探测装置 长沙理工大学 肖乾铭 陈浩 张辉 杨诗宇

49 658 本科 多功能智能防疫售卖箱 三峡大学 李甫阳 李小龙 曹司恒 何晴

50 659 本科 矿槽除尘系统的泄露特性与高效捕尘技术 中国矿业大学 彭泽银 杨轩 何松 蒋潇然

51 663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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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扬威 高振赟 鲁昊陈 苏亚

52 677 本科 蓝藻爆发初期无人机监测预警与打击一体化系统与装备 合肥工业大学 张启民 杨辰 王香霓 张洋

53 685 本科 绿水琉璃保卫者——漂浮垃圾清理分拣回收装置 长沙学院 封子文 彭贵远 梁佳辉 袁嘉辉

54 702 本科 利用“弃风弃光”高效稳定微通道无膜电解制绿氢体系创新设计 四川大学 苏千翔 付冰洁 胡玥明 刘纪阳

55 725 本科
基于面部血流信号检测技术的中长途客货运司机防疲劳驾驶系

统
浙江师范大学 应尚延 陈维

56 742 本科 动力电池液冷相变耦合热管理装置 常州大学 张玲 曹杨 田超 庄鑫

57 758 本科 “海上游龙”—— 一种高效收集蓝色能源的摩擦纳米发电装置 集美大学 吴美吉 郗建锋 李新详

58 776 本科
“藻除烷归”-梯度电处理有害藻华低碳高效生物燃气生产一体

化技术及装备
重庆理工大学 张玥 李旭 何傲寒 李俊

59 785 本科 承压设备超声在线监测传感装置 华东理工大学 柳亦晨 王海珍 王文萍 王浩

60 799 本科 微型柱塞泵恒压与恒转速双模式控制系统开发 浙江工业大学 祝秋俊 鲍彦克 倪佳诚 朱耀坤

61 801 本科 您的家庭助理—“智”鞋柜 湖南工程学院 谭利杰 汤欣欣 雷金成 李文添

62 815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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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梦冉 闫浩 刘猛 邱世超

63 826 本科 视触--基于机器视觉的坩埚缺陷检测机械手 天津工业大学 崔佳辉 陈姚旭 刘佳新

64 862 本科 太阳能全光谱有效能转换技术 北京化工大学 李元喆 彭浣珊 缪紫茜 蒋卓伊

65 864 本科 遇见绿洲-多功能草方格固沙车 燕山大学 董鹏飞 刘双嘉 潘磊 李东辉

66 869 本科 育苗护苗一体化绿色智能防沙固土装置 武汉工程大学 方煜 杨云杉 张华 程子华

67 63 研究生 天然气水合物开采井下气液分离装置性能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玥嬛 武晓波 柳毅博 张俊林

68 66 研究生 往复压缩机状态监测与智能故障诊断系统设计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杰 徐行 朱浩玮 秦政

69 76 研究生 基于EMD优化的FRFT算法废水高效脱氨智能装置 重庆理工大学 张兴纵 黄晓蝶 张昊 谢幸娟



70 81 研究生 碳减新星——“AGS-MABR”自动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重庆理工大学 郭雷 陈爽 向施吉 季虹谷

71 87 研究生 燃料电池系统用渐变壁厚涡旋齿涡旋空压机的设计与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韩奕 潘诗洋 任纯吉 赵利壮

72 142 研究生
助力国Ⅵ油品升级——硫酸烷基化高效分离装备研发及工艺革

新
华东理工大学 鲁朝金 师诚承 王满 鲍婉琼

73 143 研究生 面向高热流电子器件散热的耦合引射器环路热管 西安交通大学 刘蕾 李杰 颜逸龙

74 196 研究生 高速往复式压缩机撬装系统散热特性研究与优化设计 西南石油大学 李涛 王智勇 王杰 母德全

75 209 研究生 空压机级间余热回收冷却系统装置 南京工业大学 丁天翔 瞿安超 张哲轩 钟尊睿

76 228 研究生
基于多热源互补的果蔬绿色智能组合干燥一体化设备设计及性

能分析
陕西科技大学 聂皓 马凯坤 常文卓 左筱蓓

77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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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茹 洪臻远 刘春雨

78 320 研究生 基于比例压力调节多罐多泵供水设备 中国计量大学 马龙彪 严慕寒

79 333 研究生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中新型格栅平板式吸热器性能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 刘长田 曹冲 陈虎

80 400 研究生 “高端密封的先行者”-ZLTS法兰紧固系统 武汉工程大学 潘凌峰 刘波 丁珮珊 夏家乐

81 499 研究生 危化品运输罐车内部流场研究及通风装置设计 中国矿业大学 钱钰延 陈跃虎 费圣城 严胜

82 564 研究生 面向微纳颗粒的电磁-湍流凝并与惯性分离一体化装备研发 常州大学 贾永 杨正君 杨泉 羊美莲

83 597 研究生 船用起重机三索限位式智能减摇装置 大连海事大学 赵庭祺 孙茂凱 安淋 孙泽文

84 633 研究生 工业之眼—复杂工业环境下高可靠性红外热成像监测系统 武汉科技大学 张振宇 刘俊 刘双辉 张富齐

85 674 研究生 含油污泥旋流振荡除油工艺及装备 四川大学 陶昕宇 付强 王琛

86 755 研究生 高效波浪能压缩空气驱动海水淡化装置 浙江工业大学 钱挺 王俊祺 邱惠翀 杜伟

87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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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冬京 尹文龙 王博众 程昱杰

88 769 研究生 分布式太阳能自供加氢站 浙江工业大学 林良锐 林子涵 夏起 赵建国

89 806 研究生 基于新能源电能消纳的电气化甲烷重整制氢设备 西安交通大学 宋虎潮 沈孟飞 边浩 林啸龙

90 846 研究生 石油化工高塔设备抗风减振成套技术 浙江工业大学 马玉帅 何伟 李志强 陈澄

91 857 研究生 基于NSGA Ⅱ算法的抗空化锯齿边叶轮的设计与研发 浙江工业大学 邵铮豪 洪志伟 杨超杰 孙泽楠

92 867 研究生 高压大容量Ⅳ型储氢瓶内胆成型工艺及装置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王修磊 杨嘉宁 田明明 陈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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