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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 
 

机械科〔2021〕9号 

  

关于表彰 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获奖项目的公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强国战略，落实工信部等部门关于《制造业设计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2019-2022 年）》部署要求，促进机械工

业设计水平和能力提升，助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中国机械工业

联合会、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联合行业和社会相关力量，共同

组织完成了 2020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经选拔、初赛、

决赛，最后经大赛评委会评审、组委会审核认定，共表彰 2020首

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获奖项目 181项，其中金奖 21 项、

银奖 44项、铜奖 75 项、优秀奖 41 项；表彰优秀指导老师 16名；

表彰突出贡献奖 2 项、优秀组织奖 4 项、优秀合作企业奖 4 项。

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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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首届全国机械工业设计创新大赛获奖名单 

  

金奖（21项） 

序号 组别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1 产品组  XCA1600 全地面起重机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单增海、丁宏刚 
张正得、陈志灿、马云旺、许铁巧、

冯晓明 

2 产品组 凌云系列 5 桥 67 米泵车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 
高荣芝、岳红旭、万梁、苏复兵、刘

延斌 

3 产品组  K 系列全液压推土机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黄亚军 
姜雨田、胡英华、刘营、刘长安、王

丙云 

4 产品组  4180D 平地机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盖里•梅杰、卢南潮、理查德•基尔格

伦、朱华、周海林 

5 产品组  通用底盘多功能高效玉米收获机                                   山东巨明机械有限公司                                                                               
崔守波、高奎增、王克恒、齐金财、

曹文龙 

6 产品组  六行自走式打包棉花收获机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王玉刚、王吉鹏、李怀坤 

7 产品组  复杂地下管道检测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石岩 
王一轩、石岩、蔡茂林、李睿、郝黎

明 

8 产品组  全自动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许春华 刘亚卿、朱星高 

9 产品组  北人 B546 卷筒纸印刷机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田存娣、赵爱平、吴彬、曹大光、岳

健 

10 产品组  AJS1800A 工业级铸造砂型 3D 打印机                                
 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                                                                  
 

周志军、彭凡、刘轶、杜银学、蒙南

华 

11 概念组  多功能抢险救援车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路易霖、刘贺、房有年、李军、管培

鹏 

12 概念组  CIDI 纯电无舱自卸车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军、罗建平 周才致、田野、张沙、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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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 

13 概念组  东方红 LF2204 无人驾驶轮式拖拉机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章明、尹海峰、陈松 

14 概念组  基于视觉的智能机器人自学习抓取与分拣系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陶永、高赫、温宇方、兰江波、任帆 

15 概念组  海洋钻井平台 XTG120B 智能铁钻工  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                                                                               周兵、尚英军、张慧、刘威、王利珍 

16 概念组  籽粒直收型玉米仿生收获机械                                     吉林大学 付君 袁海阔、陈超、邹宇、薛钊、李健 

17 概念组  iCare 智能眼科光学相干层析成像仪                                北京理工大学                                                                                      黄勇、郝群 李晓晨、王晓绪、乔正钰 

18 概念组  自走式轻量化榨菜收获一体机                                     中国农业大学 陈雨、王光辉 陈雨菡、陈露 

19 概念组  索驱动高速并联机器人                                           清华大学 邵珠峰 
张兆坤、段金昊、谢光强、彭发忠、

姚铭 

20 概念组  基于复合材料波纹蒙皮的变弯度机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白江波 杨光昊、陈迪、刘天伟 

21 概念组  加速螺丝刀                                                     西安理工大学                                                                                      闫雯 
林树彬、王华琴、章铭铭、曹希明、

陈宝思 

 

银奖（44项） 

序号 组别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1 产品组  XC990 大吨位装载机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肖利伟、高京玉、林峥、于振波、孟

祥恒 

2 产品组  智能化非开挖定向钻进装备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王明江、张忠海、张继光、李明、王

硕 

3 产品组  SD90C5 履带式推土机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刘春朝 
林嘉栋、张明月、李卫荣、刘曰奇、

宋润洲 

4 产品组  G 系列电动平衡重式叉车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尚正海、胡祝田、葛立银、崔爱龙、

丁敏 

5 产品组  SW405K 轮式装载机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王国平、叶夏、卢恒、于春哲、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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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组  大型智能 CVT 及动力换挡拖拉机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费洪祥、穆松、乔康、胡遵强、尹林

燕 

7 产品组  多功能作业平台                                                
广西合浦县惠来宝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广西科技大学                                                                  
 王连其、高巧明、付颖、潘栋、许鹏  

8 产品组  大型动力换档智能驾驶拖拉机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成强、林连华、徐海港、杨吉生、

唐勇伟 

9 产品组  液压机械无级变速器 HMT                                         山东雷沃传动有限公司                                                                               李洪江、王伟、刘圆、冯向梁 

10 产品组  基于热稳频控制的高精度多参量激光干涉仪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张珂、陈源、张和君、白俊龙 

11 产品组  自动扶梯综合检测仪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

测院                                                                
 

梁敏健、戚政武、林晓明、苏宇航、

陈英红 

12 产品组  PDS8 智能压力变送器                                            重庆四联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聂绍忠、喻立川、黄云彪、吕鹏勃、

高晓红 

13 产品组  正泰昆仑仪表创新设计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王芳、王亚平、蒋紫松、顾志勇、何

南海 

14 产品组  新一代高速智能包装机器人生产线                                
河北博柯莱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杜仁杰、李泳、常林、耿立柱、杜宏

图 

15 产品组  V28 前摇摆倒三轮电动车                                         
河南工业大学、浙江朗翔实业有限

公司 
 佗卫涛、曹志鹏、王谦、杨乔宇 

16 产品组  赛纳 J401pro                                                    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吴俊中、陈保全、刘超、张恒、朱鹏 

17 产品组  DX300 半导体晶圆多线切割机                                      唐山晶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帆、刘永柱、李骏 

18 概念组  雷霆战神 XCA5000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单增海、许铁巧 
冯晓明、朱轩成、薛凯、郭丽军、王

蔚 

19 概念组  75 吨超级电容锂电池混合动力轨道牵引车                           衡阳合力工业车辆有限公司                                                                           
赵亮智、何湘衡、胡彩凤、黄玉成、

肖求辉 

20 概念组  无人驾驶纯电动推土机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姜雨田、黄亚军 
刘营、孔翠翠、周海岗、侯衍华、李

庆瀛 

21 概念组  多面英雄多功能智能叉车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叶飞、尚正海、丁敏、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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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概念组  农业物联网智能感知节水灌溉系统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吕达、冯毅、刘娜、李科、孟庆伟 

23 概念组  飞艇系留飞杆多旋翼植保作业系统                                 江苏大学 沈跃 
沈 跃、孙志伟、张世义、吴建邦、

沈亚运 

24 概念组  多功能微型智能农林机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祁峥、马雪峰、康晨、史东丽、宋莎 

25 概念组  调节阀减振大师                                                 浙江大学  
钱锦远、侯聪伟、吴嘉懿、母娟、金

志江 

26 概念组  适用于自适应镜形变测量的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合肥工业大学 夏豪杰 
潘成亮、任淑鹏、胡民港、石超、丰

安辉 

27 概念组  水果多姿态图像智能化采集训练识别装置设计                      北京京仪仪器仪表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龚幼平、刘西锋、胡玉薇、刘铁军、

张震 

28 概念组  L3 级全铝高速海监舰船                                           杭州钱航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罗洋 黄伟、肖宏伟、张磊 

29 概念组  自主移动细水雾应急灭火小车                                     湖南大学、磐龙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马超民、郭修远 
马超民、尤作、于入洋、高婷、夏其

溢 

30 概念组  定向几何约束的旋转停车设备系列创新设计                       北方民族大学                                                                                       
赵得成、宋松霖、张原郗、谭杰、巫

浩杰 

31 概念组  智能角膜交联手术机器人                                        深圳市定视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弥胜利 庄路遥、王一璠、王娟、徐圆圆、肖利华 

32 概念组  新疆机收地膜棉杆混合物剪切水洗分选设备                         石河子大学 罗昕、胡斌 蔡会、袁成林、王健、潘峰、何浩猛 

33 概念组  柔性材料智能视觉数控切割系统                                   广东工业大学                                                                                      邓耀华、温腾腾 
孙成、郭承旺、欧潼洁、李伟杰、蓝

锐佳 

34 概念组  精装大蒜自动除须封装一体机                                     燕山大学                                                                            张芳兰 赵腾龙、汪政军、李澳 

35 概念组  云狡植保无人机                                                 北京理工大学                                                                                      江湘芸 梁帆、任光祺、李韦卓、吕晓昕 

36 概念组  一种新型差分谐振式磁传感器                                     南京理工大学 卞雷祥 黄子军、彭伟民、张闯、裴文鹏 

37 概念组  基于机器视觉的辅助评判系统关键技术与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刘桂雄 黄坚、周介祺、廖普、李伟、肖天歌 

38 概念组  地面武装智能机器人                                             南京理工大学 刘宁 
沈艳萍、董关、王赛、谢子豪、崔金

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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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概念组  管道巡线作业机器人                                             郑州轻工业大学                                                                                    陈鹿民、胡怀谷 
端木希睿、刘凯旋、李俊颖、吕善文、

霍亚奇 

40 概念组  管片模具自动清理及自动喷涂脱模剂设备                           西南交通大学                                                                                      李君、鲁彩江 
吴兴龙、蒋东君、杨戴蔚、杨浚颢、

吴文新 

41 概念组  无人机载 3D 扫描与打印的石质雕塑维护装备                         湖南大学 欧静、卢继武 
俞迪恺、吴俊驰、赵新元、田洪绪、

许鹤 

42 概念组  智能下肢康复器                                                 江苏理工学院 吴全玉、刘晓杰 张文悉、李倩、孙玉彬、华谦、张煜 

43 概念组  光伏面板智能清洁系统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田海疆、袁盛华 李沛林、廖雨欣、林桢辰 

44 概念组  磁控软体机器人导引智能装备                                     上海交通大学                                                                                      王坤东 朱心平、刘健云、周涵巍、谭思远 

 

铜奖（75项） 

序号 组别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1 产品组  856H 装载机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盖里·梅杰、陶晨晨、谭世颖、 

董晓锋 

2 产品组  ZA20JE 电动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任会礼 
段建辉、王光辉、管仕胜、邹婿卲、

沈裕强 

3 产品组  12M55 工程机械用柴油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李林科、李长龙、吴永强、张风波、

李晓霞 

4 产品组  G2 系列前移式叉车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叶飞、朱坤、李黎明、郑尚敏、袁说 

5 产品组  高效智能网联纯电动洗扫车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王海斌 陈建平、唐之梁、王凯、唐刚、何哲 

6 产品组  YCF135 伐木机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莫国强、姚健、蔡业仕、卢青、 

蔡熙明 

7 产品组  切段式甘蔗联合收获机                                           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胡学军、赵亚锋、赵健雄、杨晓峰、

尹国庆 

8 产品组  高效智能多功能谷物联合收获机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朱永丰、焦中元、陈芳勇、于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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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新明 

9 产品组  WP4_1N 收获机用发动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郭冬雪、王敬法、孙传利、陈子聪、

袁艺 

10 产品组  东方红 LY120 至 140 轮式拖拉机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康健、张永明、杨桂香 

11 产品组  移动式植物工厂                                                 北京市农业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周增产、姚涛、胡福生、封喜雷、 

赵静 

12 产品组  折叠秸秆还田机                                                 江苏艾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杨春 
殷宏成、陈永飞、房澧洋、张艺、 

蔡福海 

13 产品组  高地隙自走式玉米抽雄机                                         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贾峻、侯景僖、付秋峰 

14 产品组  管道水培叶菜自动化循环生产系统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广东

弘科农业机械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刘霓红 

熊征、吴玉发、徐灿、薛坤鹏、 

李贵莲 

15 产品组  军用车载质谱仪                                                北京市北分仪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李玉江、陈智勇、吴晓勇、王怀德、

张扬 

16 产品组  便携式质谱仪                                                   宁波华仪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甘剑勤、李文、姬孟托、刘海生、 

陈腊 

17 产品组  智能高效发动机活塞环联合检测生产线                             广州沧恒自动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陈建强、邓智敏、张颖敏、徐善涛、

吴佳毅 

18 产品组  基准法环境空气颗粒物自动监测仪                                
 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辽宁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董青云、周晓东、宋艳丽、洪亮、 

白天明 

19 产品组  C 系列电液执行机构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执

行器分公司                                                            
 杨尊平、李巧、余亚、向学院、查俊 

20 产品组 HVP3X 智能阀门定位器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钟盛辉、蹇开任、蒋浩、范耀峰、 

刘小强 

21 产品组  PA500 智能在线分析仪                                            重庆川仪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赫变化、李环、黄云彪、朱仲文、 

曹传波 

22 产品组  光储充放一体化电站                                            许继电源有限公司                                                                                   王硕、张小广、王伟、姚琳、吕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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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品组  新能源电动清扫车                                              海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李芳仁、程学晓 
何家海、李登科、方增星、崔久萍、

于子涵 

24 产品组  新型轮边无人智能拖拉机                                        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棒棒 
于志威、宋华明、黄胜操、李保忠、

刘军帅 

25 产品组  5G 氢能源电动拖拉机                                            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于志威 
王鹏、许予永、杨大芳、刘棒棒、 

郭志强 

26 产品组  基于仿蛇形机器人的桥梁缆索检测系统                            广州市威控机器人有限公司                                                                           
何振勇、梁赟、孙洪超、冯嘉鹏、 

李钟 

27 产品组  室内养殖巡查机器人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郑涛、张文慧、陈歆研、李敬辉、 

于佳鑫 

28 产品组  面向平面移动类立体车库的泊车机器人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王殿君、陈亚 王子龙、朱亚东、高林林、徐勐 

29 产品组  2SA9 系列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                                    扬州电力设备修造厂有限公司                                                                         方超、汤占峰、徐声云 

30 概念组  沼气发电用小型燃气轮机                                        上海和兰透平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高闯 
郑冬亮、吴福仙、曹赟、舒玲玲、 

孙文嘉 

31 概念组  间距自适应玉米仿生脱粒机                                      河南科技大学                                                                                      杜哲、马义东 赵高源、胡鹏展、孙臣臣 

32 概念组  转盘电极原子发射光谱仪                                        
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

分析测试中心）                                                      
 

张冠文、何嘉耀、刘日威、黎国标、

倪树标 

33 概念组  港口起重机整体抗风性能智能化检测系统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沈琳、刘江 蔡福海、王勇、陈龙、殷宏成、盛林 

34 概念组  VANGUARD 开拓者道路机械智慧驾驶舱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道

路机械分公司                                                        
 钟安然、陈佳宇 

35 概念组  嵌入式多模态疫情防护预警智能轮椅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周宝誉、冯泽 
陈思宏、韦学鹏、周宝誉、廖永胜、

莫晓德 

36 概念组  智能雌雄蚕蛹分拣机创新设计                                    江苏科技大学  
刘李明、梁培生、包泓、李立红、 

马飞 

37 概念组  多功能便携式智能爬梯轮椅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汪随风、陈亚娟、李洲荣、刘竞一、

徐凤娇 

38 概念组  卫星式 EB 胶印机                                                 北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李路海、莫黎昕 王海龙、杜锐、韦晓武、张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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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雷 

39 概念组  仿象鼻子机器人                                                 北方工业大学                                                                                      狄杰建、何广平 
魏任寒、袁俊杰、赵玉侠、高德文、

杨淼 

40 概念组  车组式轨道输送机                                               太原理工大学                                                                                      张耀成、李芬 张宇雄、赵慧剑 

41 概念组  猛犸智能运输车系统设计                                         燕山大学 扈剑颖 李啸龙、郭俊浩、魏玮 

42 概念组  高速公路事故现场隔离路锥布设车                                 兰州工业学院                                                                                      罗文翠、史志成 
王亚东、魏晓锋、汪燕燕、段义龙、

姬昌贤 

43 概念组  智能隧道电气化作业设备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会中、郭亮 
弓平、蒋东君、王耀星、徐昱、 

罗杰浩 

44 概念组  非公路重型矿用洒水车                                          青岛大学                                                                                          赵博 曹宁 

45 概念组  四电机弹性耦合双层直线振动筛                                   西南石油大学 王钰文、侯勇俊 
孙红恩、武溟暄、邓梦情、冉浩廷、

邓洪元 

46 概念组  一种可用于大型船舶的喷水推进系统                               兰州理工大学                                                                                      李海燕 
沈子清、唐正文、张倚萌、张书童、

吴奇 

47 概念组  大漠苇衣编织者一芦苇沙障捆扎机                                 石河子大学 葛云、张立新 
戚祝晖、陈飞、郑一江、曲庆江、 

董建华 

48 概念组  虾夷扇贝养殖作业工船                                           大连海洋大学                                                                                      于功志、李明智 纪杨、张维、孙天泽、王辰奇 

49 概念组  种膜直播精准点种设备研制                                       广东工业大学                                                                                      陈益民 
朱铮涛、王瑞丰、邓邦宏、陈树雄、

杨智伦 

50 概念组  柑橘育苗潮汐灌溉系统                                           华南农业大学 代秋芳、李震 
揭钊越、熊诗路、廖臣龙、胡嘉沛、

陈诗云 

51 概念组  羊肚菌自动杀菌消毒封装打包机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李立伟 
蒋春辉、黄士龙、潘嘉航、王大智、

张鸿祥 

52 概念组  国内首创水果综合评价系统                                       华东交通大学                                                                                      刘燕德、李雄 胡宣、王秋、廖军、林春莉、韩昭洋 

53 概念组  种子电磁分级分选装置                                           河南科技大学 杜新武 李哲、崔鑫、刘靓、张珂燃、王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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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概念组  2BMG 气吸式玉米免耕精量播种机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林彦宇、衣淑娟 
陈涛、张东明、冯召华、赵语轩、 

邵浩宸 

55 概念组  自适应高精度 RV 减速器性能测试装置                               安徽工程大学 刘永明、赵转哲 
付磊、叶国文、韩腾飞、马强、 

芮羽健 

56 概念组  无人机玻璃幕墙面板外观质量智慧检测系统                         华南理工大学                                                                    刘桂雄 黄家曦、刘跃、蔡家富、邓威 

57 概念组  双工位正电子工业内腔状态检测与成像装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敏、姚敏 王明、徐蕾、熊芳、甄大伟、吕港 

58 概念组  一种面向现场的便携式三维坐标测量系统                           北京工业大学                                                                                      陈洪芳、石照耀 孙若水、梁超伟、王煜、韩梦蕊 

59 概念组  引线键合可靠性检测装置                                         西南科技大学                                                                                      任万春 
陈佳荣、张强、杨程霞、周涵、 

黄传容 

60 概念组  一种营养土给袋式装钵机                                         华南农业大学 李震、严玛丽 
王建波、易远飞、魏子安、周岳淮、

龚琬蓉 

61 概念组  自跟随垃圾清洁车                                               黑龙江职业学院                                                                                    潘胤卓 肖峰、肖童、高铭、李炳楠、李健 

62 概念组  用于家庭弱能失能群体的移乘便携式机器人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李一浩 
司新峰、王翼翔、唐虎彪、戴柳生、

江伟涛 

63 概念组  自动翻袜套袜机                                                 西安理工大学 闫雯、吉晓民 曹希明、章铭铭 

64 概念组  多功能智能床                                                   长春工程学院                                                                                      王桂龙 王家树、佟胜阳、王希然、许相义 

65 概念组  南天门便携式智能增材制造单元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齐锴亮、赵伟博 郑旭飞、李宇晗、王林烨 

66 概念组  搜救用蜘蛛型特种机器人                                         东北电力大学 杨恭勇、张杏娟 
丁潇男、贾文广、李磊、帅鹏飞、 

高瑞喜 

67 概念组  ShoesArk 智能鞋柜                                               武汉轻工大学 孙亮波、章德平 
李心怡、王倩茜、廖先旭、刘正成、

任俊泽 

68 概念组  便携式太阳能供暖供电一体化设备                                 新疆工程学院                                                                                      马晓慧 尤德山、郭佳楠、陈奇、安振猛 

69 概念组  蓝鲸水下机器人                                                 福州大学 罗伟林、向红亮 
阮乘韬、林文曦、郭宇航、林星烁、

林泓、高梦婷 

70 概念组  极端环境大构件几何尺寸精密便携式测量装置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彭艳华 
闫奕樸、牛方明、黄有良、赵浩辰、

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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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念组  海澜之刷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君 
古安良、黄益科、何业鸿、梁绍发、

黄昌铃 

72 概念组  基于机器视觉的 CCM 模组焊接缺陷检测装置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彭艳华 
冯彪、闫奕樸、唐傲、王海旺、 

陈艺海 

73 概念组  高超声速飞行器多姿态模拟智能装备                               西南交通大学                                                                          高宏力、付国强 
王耀星、雷云聪、弓平、陈志强、 

冯立文 

74 概念组  社区火灾救援勘测装备                                           武汉工程大学                                                                                      韩军、穆波 
陈德润、邓承凤、顾璐瑶、蒋洋洋、

李君 

75 概念组  环氧模封装塑料自动包装设备                                     中北大学 孙连成、翟海光 
柳东辉、祝文龙、薛宇、刘鹏、 

马泽鑫 

 

优秀奖（41 项） 

序号 组别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1 产品组  农田捡石机                                                    

安徽特种农业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

究院                                                            

 闫文河、张振军、丁正耀、邢春寒 

2 产品组  亚澳 2BFG 系列三箱旋耕施肥播种机                                亚澳南阳农机有限责任公司                                                                          张婷、佗卫涛 杨联社、向高、张晓阳 

3 产品组  PDCF50 系列电磁控制多路阀                                      合肥协力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陶新高、张勇、姜朋朋、贾玲玲 

4 产品组  便携式红花采摘机                                              平顶山学院  
李光喜、杨立权、汪希奎、吕青青、

刘二博 

5 产品组  M 系列电动执行机构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器分公司                                                            
 游军、杨尊平、冯领、罗勇、陈宝龙 

6 产品组 复杂零件加工过程智能检测技术及装备                            广东工业大学                                                                                       
陈永彬、王桂棠、吴黎明、邓耀华、

张巧芬 

7 产品组  PDS 高频球阀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段大军、李宏伟、李松岭、范贤峰、

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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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产品组  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                                            丹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满晓云 于晓臣、王梦柔、李艳红 

9 产品组  DW 智能厌氧培养罐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阳师范

学院、杭州普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屈保中 崔庚彦、邱礽、任燕、张丽、张帆 

10 产品组  激光地面整平机                                                筑石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孙小童、冯文龙、沈贇梁、徐振伟、

屠惠斌 

11 产品组  航空油料低温供油设备                                          
重庆得思奥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轻

工职业学院                                                           
罗飞 

刘晓军、赵悦、任懿、孙绍丹、 

宋国林 

12 产品组  智能树形景观自行车库                                          北京首钢城运控股有限公司                                                                          陶天华 
肖树坤、李咏唯、周春、常一龙、 

张勇 

13 概念组  农垦机器人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王昌耀、莫有瑜、郑进锋、方浩、 

黄平 

14 概念组  自动秧苗移栽机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立新、苏君、盛青山、杨帆、 

刘胜芳 

15 概念组  驾驶员误操作智能控制系统                                      广州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廖曙洪、王尚军 
陈守青、陈庆斌、游秋红、邓东文、

刘灼华 

16 概念组  基于挖掘机平台的自动伐木装置                                  鱼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牛元瑞、刘锋、李攀、孔令宝、 

王海艳 

17 概念组  大型水轮发电机转子磁轭叠装机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叶勇 赵学科、佟莹、尹玲、吴伟龙 

18 概念组  阿波粮智能采摘平台车                                          河南工业大学                                                                                      张博强、冯天培 
赵浩翰、常帅川、任炳辉、宋志杨、

李绍飞 

19 概念组  基于多传感系统的智能防疫消杀移动机器人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姚屏 
徐志城、陈弘州、陈浩民、聂筠、 

陈美沂 

20 概念组  用于机器人的车身焊接结构健康监测仪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姚屏、武威 
陈美沂、蒲彬、陈晔、张佩美、 

蔡先彬 

21 概念组  水稻变温保质干燥机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车刚、万霖 
陈正发、王洪超、唐宏宇、胡健、 

马季 

22 概念组  基于免标记特征点大型起重机运行状态监测                         华南理工大学 刘桂雄 杨帆、谢振宇、姚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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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概念组  绿叶菜智能化高效有序收获机                                     江苏大学 韩绿化、毛罕平 
任坤、王要、苏小梅、彭海涛、 

何倍倍 

24 概念组  可变角度螺丝刀                                                 山东建筑大学 段辉 
史镇琳、李克强、杨晓秋、曹福贵、

范海洋 

25 概念组  老年之友起卧辅助护理床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宁煜、吴玉文 
雷一江、宁朝欢、张迪、张喜平、 

吴旋旋 

26 概念组  胶囊型管道输送机三种方案设计                                   太原科技大学 杨志军、赵春江 
赵丽霞、王跃晋、王瑶、周璞涛、 

郭璇 

27 概念组  面向绿色港口的船舶岸电智能化对接系统                           武汉理工大学                                                                                      王强、曹小华 
任梦媛、刘建新、梅笑源、张卓妮、

杨祎帆 

28 概念组  植保无人机                                                     长春理工大学                                                                                      王天枢 
赵然有、李金宇、胡昊天、张博尧、

魏紫含 

29 概念组 智能菠萝采收机器人设计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李新超、孙国玺 
伍思源、邓志鹏、李锡宏、陈楚标、

苏立敏 

30 概念组  灾难应急救援车设计                                             河南理工大学 王海涛、黄晶 
李幸运、项德元、刘芮畅、闫壮壮、

孙铭泽 

31 概念组  基于多传感器的智能换刀装置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赵飞、夏斌 
侯星宇、赵帅楠、赵殿虎、杨文婷、

陈奕龙 

32 概念组  印像 AI 通行助手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夏光蔚、张悦 
王江、周金莹、殷发镇、万佩雯、 

翁洁 

33 概念组  电化学气体流通池                                               郑州大学                                                                                          高健 秦浩东、何纪虎、张聪 

34 概念组  智能打磨机器人                                                 西南交通大学 李世超、王韬 
吴文新、杨戴蔚、陈涛、王耀星、 

蒋东君 

35 概念组  智能羽毛球陪练机器人                                           燕山大学 王丁 王一凡、易周莹 

36 概念组  船舶螺旋桨缠绕物切割装置                                       中国计量大学                                                                                      谷云庆、吴登昊 马龙彪、严慕寒 

37 概念组  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                                           长春理工大学                                                                                      苏拾 
李典阳、马湘泽、魏润民、孙阔、 

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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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概念组  基于互联通信的智能物流设备                                     长春理工大学                                                                                      王世峰、安梦雨 于明阳、钱程、曹天兴、张少岭 

39 概念组  基于仿生沟槽减阻技术的管道表面加工机器人                       中国计量大学                                                                                      谷云庆、牟介刚 何晨栋、于立博、黄海鸣 

40 概念组  基于复杂管柱声场特性的油井动液面测量装置                       重庆邮电大学                                                                                      罗久飞 陈俊霖、刘伍浪、万溱脂、李瑞娜 

41 概念组  基于物联网的便携式润滑脂磨粒分析仪                             重庆邮电大学先进制造工程学院                                                                      冯松 柘强、汪林、郭宽荣、刘影、张宏江 

 

优秀指导老师（16名） 

序号 组别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指导老师  

1 产品组 XCA1600 全地面起重机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单增海、丁宏刚  

2 产品组 凌云系列 5 桥 67 米泵车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  

3 产品组 K 系列全液压推土机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黄亚军  

4 产品组 复杂地下管道检测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石岩  

5 产品组 全自动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许春华  

6 概念组 CIDI 纯电无舱自卸车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大学 
张军、罗建平  

7 概念组 籽粒直收型玉米仿生收获机械 吉林大学 付君  

8 概念组 iCare 智能眼科光学相干层析成像仪 北京理工大学 黄勇、郝群  

9 概念组 自走式轻量化榨菜收获一体机 中国农业大学 陈雨、王光辉  

10 概念组 索驱动高速并联机器人 清华大学 邵珠峰  

11 概念组 基于复合材料波纹蒙皮的变弯度机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白江波  

12 概念组 加速螺丝刀 西安理工大学 闫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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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贡献奖（2项） 

序号 单位名称  

1 机械工业出版社  

2 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优秀组织奖（4项）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3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4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  

 

 

优秀合作企业奖（4 项） 

序号 单位名称  

1 遨博（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 重庆西门雷森精密装备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3 珠海赛纳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4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