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围第八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辽宁赛区）
创意作品单元大学组复赛公示名单

作品

编号
城市 作品名称 队长 队员 队员 队员 所在学校 指导老师

31313 沈阳市 智行管理 高诗昂 刘向峰 贲国庆 康胜江 东北大学 邓庆绪

20165 沈阳市 基于物联网家居智能系统 李杰 王思媛 田承钮 任梓桐 沈阳科技学院 魏伟

26560 大连市
基于STM32芯片的智能医疗

箱系统
刘云飞 沈含笑 申林凡 王淇奥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杨春静

26126 沈阳市
基于物联网技术智能安全防
盗宿舍

白一鸣 王俊衡 侯悦 戴喆 沈阳科技学院 刘欢

19136 沈阳市 护城河水下巡检机器人 陶九明 张浩楠 李玉炫 刘嘉鑫 沈阳大学 吴宝举

23023 锦州市
基于自动化理论的乡村环保
烟雾净化器

陈美 王思迪 张一依 于亨鑫 渤海大学 李媛

22488 沈阳市 智金安 刘蕊嘉 杨春煦 霍佳欣 马川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王千慧

21736 抚顺市
太阳能辅助供电式 -水上垃圾

清理装置
陈宇洋 董浩 杨刚 陈昌平 沈阳工学院 赵月

23925 锦州市
基于太阳能供电的全自动单
车停放装置设计

解鑫山 梁嘉仪 范若冰 张瑞琮 渤海大学 牛似虎

21686 沈阳市
深度视觉引导的无接触智慧
防疫配送机器人

范振滔 孔才华 代龙刚 路济阳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李玉峰

23238 营口市 温室大棚控制设备 董子葳 齐宇昂 无 无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秦美男

21025 丹东市 水上垃圾清理机器人 王陈 卢昱超 罗明 胡越 辽东学院 于洪泽

20056 沈阳市
医疗卫生自主导航消杀机器

人
王豪杰 袁鹏达 刘通 无 沈阳大学 刘飒

19849 沈阳市
面向智慧社区的深度学习无
人载具方案

庞人宁 张森 卢玉菲 马望然 沈阳建筑大学 韩毅

33792 沈阳市 “灵御IOT”社区巡防智能车 侯宗宾 刘珂 郭可为 张敬东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付强

25917 沈阳市 我eye社区 郑富贵 李致锋 张家钰 王娅霖 沈阳农业大学 高爽

21461 沈阳市
疫情防控下的教学督导—在
线课堂教学评价系统

王佳琦 杨明月 刘莎 蔡鹏瑞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
校

赵萍

19150 沈阳市
太阳能“疫无忧”防疫消毒机器

人
谭浩 侯文翰 丁柳旭 曲浩茗 沈阳工程学院 张晨晨

20412 沈阳市
智能鹰眼——一种领域自适
应的监控视频处理系统

李露 左雨禾 李成梁 李金峰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李玉峰

21129 沈阳市 科普创新小队 周奕彤 贺思源 黄则善 马旭帆 沈阳科技学院 左越

19528 锦州市
“大眼仔”-基于Raspberry Pi的
家居AI智能机器宠物

王思迪 张鑫茹 王俊元 李天旭 渤海大学 王秋实

19489 锦州市
园林卫士——基于深度学习
的社区园林智慧管理系统

张学瑞 王振宇 顾振辰 龙宇 渤海大学 王秀芹

31967 大连市
朝曦晚雨——智享VR社交文

旅
安诣暄 张南星 孙世毅 岳家泓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官毅

28540 沈阳市
基于工程菌的就地安置型环
境病毒即时检测设备

赵晋雯 朱兴宇 邓新芮 樊子尧 东北大学 王超

26139 锦州市
疫情防控下智慧社区门禁系
统

李可欣 杨艳敏 陈子宁 佟佳乐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石红锦

25635 沈阳市
基于智慧社区的高中清洁巡
检机器人

王佳杰 赵彤彤 曹萍萍 刘松 沈阳理工大学 纪国涛

22440 锦州市 创慧宜居智能新城社区 刘岩 宋婷 代颖磊 无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毛佳

19848 大连市 智能无接触消毒垃圾桶 宋佳鑫 陈奕帆 史星华 苟元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黄微



19619 大连市 蔬菜大棚智能控制系统 黄诚 田盛龙 翁志兵 沈晓琪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王伟

19168 锦州市
人机交互系统——一种全新
的操控手段

史东诺 卫丽文 孙玉婷 刘亚姝 渤海大学 徐凯

28330 大连市 智能物流储运升降台 张雪 苏瑞曦 苏晓伟 吴采钰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邢艳丽

23152 阜新市
基于蓝牙物联网的智能标线
机

薛鹏程 孙振强 张宇轩 赖曹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葛丽娜

23607 沈阳市 居家环境无线监控系统设计 李家勋 孟真 魏祯 宋词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王晶

19075 大连市 踏板式智能上楼助老装置 李飞扬 温雪睫 戴雨茜 赵宇彤 大连工业大学 李明霞

34944 沈阳市
基于车载驾驶员生命体征检
测预警系统

张智伦 刘佳威 翟浩哲 温博宇 沈阳理工大学 付丽君

25779 沈阳市 “守夜人”-AIoT智慧安防系统 周涛 纪子晗 张宇姗 无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闫艳

22275 大连市 老人居家小助手 张会寻 罗振麒 张兴淦 无 大连理工大学 董校

22253 丹东市 基于STM32的智能蓝牙门锁 高德军 梁雨晴 赵伟岑 孙小琳 辽东学院 赵妍

21917 沈阳市
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居家博物
馆

胡立丹 范昕 刘硕 吕晨歆晓 沈阳建筑大学 张辉

20325 抚顺市 “绿化小助手”花园智能播种机 郭田 王晓宇 王玥涵 李京 沈阳工学院 黄莎

23078 沈阳市 小型智能药物分拣机 王意达 董馨遥 贠涵 史岩松 东北大学 李小号

20525 沈阳市
面向幼儿环保教育的智能垃
圾桶

李润梁 王禹彤 石振宇 李俊 沈阳科技学院 田川

20106 抚顺市
社区“马里奥”-智能管道巡检
机器人

崔建涛 冯千里 刘轩铭 贾婷婷 沈阳工学院 赵艳红

32607 沈阳市
基于yolov4的智慧防疫门禁系
统

袁艺 刘炳琪 符阳懿 白京平 沈阳理工大学 冯永新

32536 大连市 “爱宝梦”智能婴儿助眠装置 刘欣宇 史星华 陈奕帆 苟元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黄微

32270 沈阳市 模块化 智能桌面套组 许艺瀛 张琛 李宁 祖小川 沈阳理工大学 刘娜

20168 抚顺市 高层垃圾清洁机器人 张浩 姚轶茁 吴晓敏 朱虹宇 沈阳工学院 赵艳红

19995 锦州市
基于多矩阵下多元化精准定
位应用系统

王晓雨 李熙雅 孙妍 徐星硕 辽宁理工学院 孙爽 

33201 沈阳市
基于视觉跟踪的智能门禁系
统

殷向阳 于宝洋 白江坤 常国梁 沈阳理工大学 文峰

29807 沈阳市
四色猪-基于大数据的智慧社
区垃圾分拣系统

潘名洋 刘梓翰 王璇 冉祥斌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
校

董威

20180 沈阳市
便携式红外测温与身份识别

装置
刘弋诗 王昊 于博文 姚舒文 沈阳科技学院 左越

19070 鞍山市
基于Linux与ARM架构的嵌入
式智能家居系统

郭诗霖 侯俊博 无 无 辽宁科技大学 刘丽

34884 沈阳市
冰墩墩-太阳能照明桌面感应
分类垃圾箱

荣世阳 耿杨洋 胡绍丽 韩学斐 东北大学 佘黎煌

33773 沈阳市 雾化编程无人机 倪汉发 齐乙壕 张源江 居桂臣 东北大学 张艳辉

32763 沈阳市 智能燃气泄漏报警机器 刘旭 刘洋硕 张振宇 张起荣 沈阳理工大学 王国勋

26122 沈阳市 自动升降语音晾衣架 郭旭 张涛 王建文 陈笑宇 沈阳科技学院 赵恩

25969 沈阳市 NEU小队 田壮 郭春蓉 谭梓昂 司山 东北大学 王高松

23246 大连市
人体脊柱系统数字孪生体的
构建与应用

孙天泽 张文涛 何西旺 张警 大连医科大学 李忠海

22460 沈阳市
疫情下基于Triz理论的AloT智
慧社区服务之般睿型一体化
智能快递收发中心

朱绍童 任禹璐 戚胜元 邹旻雯 沈阳药科大学 支壮志



22367 沈阳市 恒晟智安跌倒检测 张奥华 许广立 无 无 沈阳建筑大学 王鑫

22347 大连市 智能冰箱果蔬识别系统 陈麟伟 迟棠 徐嘉伟 刘卓亚 大连大学 车超

37300 大连市 IDeal社区智能终端 周帅婕 包宇 林铭 孔灏文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孙云海

30621 大连市
基于视觉的老人跌倒检测与
陪伴机器人

陈思毓 孟冠求 任佳明 王文昊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高菲

26055 大连市 云医疗智能药盒 娄亮 石艺佳 张若涵 赵雪颖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张益民

25929 大连市
基于IOT的复合能源管道巡检
系统

高世杰 邓元杰 无 无 大连民族大学 汪语哲

24833 沈阳市
基于Cartographer社区点对
点无接触配送辅助机器人

王晓 鲍春雨 林俊成 姜彦光 沈阳大学 吴宝举

21850 沈阳市
后疫情时代基于  AIOT 的可

移动式社区清扫机器人
魏文一 周欣锐 郭子豪 吕彦龙 沈阳建筑大学 韩毅

21660 大连市
儿童友好型智慧社区网络平
台

刘彦杉 高鸽 王静怡 曹潆丹 大连工业大学 高家骥

19632 大连市 老人远程智慧系统 金宪迪 母子尧 马银辉 刘玉波 大连工业大学 苗苗

38494 沈阳市 家庭智能烟雾报警传感器 郭宏利 吴赫 王森永 李俊葛 沈阳农业大学 何凤宇

34945 沈阳市 核酸检测机器人 袁平 王明玮 杨德志 李嘉彬 沈阳理工大学 刘猛

24849 大连市
基于热泵技术的余热回收系

统
马阳 房小琦 无 无 大连民族大学 汪语哲

23337 沈阳市
辅助冠心病诊断及辨证的
miRNA基因芯片

朱敬轩 刘雨彤 张新 董璇璇 辽宁中医药大学 陈文娜

22954 丹东市 智能护眼调光系统 张悦 王玉泽 屈俭 无 辽东学院 杨亮

20328 沈阳市 家和 万家乐 唐圣智 贾明静 李伟铭 沈阳科技学院 盛东宇

33824 大连市
基于IMU和CV的目标检测与
追踪系统

许文博 林子涵 刘懿芸 刘超 大连理工大学 徐钢

31143 沈阳市
具有3D感知功能的全方位自

主移动智能家居抓取机器人
杨建政 房东尧 李云昊 杨耀博 东北大学 丛德宏

27570 大连市 云端控制全方位智慧家居 徐嘉琦 李依曼 谈杰 无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刁立强

23072 沈阳市
基于预约模式的共享服务智
能调度官

许凯博 孙岑 王雯婧 陈思秋 东北大学 王冬琦

22980 沈阳市 智慧家居—新型智能轮椅 张九鑫 孔姝婷 朱拓 张阳 东北大学 田勇

22722 沈阳市 “智慧＋”智慧社区管理系统 要淞洋 张宏祥 刘亚旭 无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王共冬

22659 大连市 贤硕智能房车 袁子昊 蔡佳 蒋译贤 崔硕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李凤坤

22560 沈阳市
基于嵌入式的室内监控系统
设计与实现

王燚明 姚志永 彭恒鑫 张天硕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朱琳琳

19827 锦州市 智能医用护理床 王鑫磊 高亦远 吴雅鑫 王培羽· 辽宁理工学院 恩莉

19618 大连市
 "智"废转宝——一站式智能

垃圾分类回收平台系统
魏苏州 胡佳宜 李达 罗田田 大连理工大学 范永刚

36252 锦州市 智能自动回收晾衣架 程妍 吕闻多 姜宇 王丝雨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柳意

王雪莹
于宏宇

34920 沈阳市 多功能智能窗户 于红楠 牛玉婷 无 无 沈阳师范大学 李庆勇

33122 大连市 核酸试管固定器 张艺萱 许博文 白雪艳 王帅 大连医科大学 王晶

30749 沈阳市
智慧家居——智能上下梯越
障轮椅

景林鑫 储逸尘 王雅慧 李学知 东北大学 马明旭

22636 沈阳市
居民用水水质检测自动检测
无人机

赵玉莹 顾成卫 袁博鑫 林泽宇 沈阳大学 谢英红



21185 沈阳市
基于经颅微电刺激的智能助
眠设备研究

宋海龙 高维月 林子涵 郭力源 沈阳理工大学 李宏达

19957 锦州市 "爱到家"智慧社区配送系统 姬会蒙 沈一 赵梓丞 武春节 辽宁理工学院 胡泠

19731 大连市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物联网抄

表系统
刘中意 刘子昂 田诚 赵宇天 大连工业大学 王裕如

38764 抚顺市 创新生态乡村建设系统 徐赫远 许贞野 刘小琦 刘子豪 沈阳工学院 张可菊

21421 盘锦市
一种以葡萄糖为氢源的氢能
零碳发电装置

刘佳鑫 刘姝彤 黄嘉怡 胡峻 大连理工大学 付成龙

21075 大连市 智能灯关秀的设计与实现 尹腾飞 蒋振 蔡明轩 无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孙丽飞

20416 沈阳市
智能婴儿床温湿度声音监测
设计

闫东秀 李晓茹 李婉婷 付扬 沈阳科技学院 贾云飞

19556 锦州市 温室大棚机器人 罗雪利 卫文丽 刘诗雨 史东诺 渤海大学

19541 锦州市
“易农”草莓，“志惠”农业——
丹东市综合农业互联网社区

马佳宁 姜羽航 马源骏 张琬琪 渤海大学 张满林

19468 锦州市
宝藏“剩宴”——临期商品拯救
计划设计方案

张艺 高海艺 张郝苗 邸富旺 渤海大学 李倩

19272 锦州市
1代“天骄”——云自动浇花装

置
高洪海 魏子津 曹菁菁 张佳颖 渤海大学 李明

19189 锦州市
“做你的省心宝”——多功能智

慧家居安防模型
张一依 陈美 无 无 渤海大学 王秋实

39703 锦州市
基于O2O模式下的金融智慧

社区
李昊睿 藤立岩 马源骏 翟箫 渤海大学 李旭梅

32977 沈阳市 智慧家居用多功能踢脚线 郑开太 吴迪 张威龙 张若飞 沈阳理工大学 周秋忠

32129 沈阳市 绿色回环智能闹钟 叶佩祺 董明瑶 王松 厚福坤 沈阳理工大学 孙一兰

28559 大连市
社区智能出入口人脸识别系
统

周禹含 马贤哲 吴鑫卓 黄俊霖 大连理工大学 徐钢

26780 大连市
室内安防与远程环境监控系
统

尚佳贺 罗策文 宋金来 李佳锴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李缙栋

26227 锦州市
极域灵眸-多场景深度学习疫

情自主巡航机器人
张书晗 李明月 陈柳霏 郭彦彤 渤海大学 张志强

21685 大连市
基于体感及视觉的智能机械
手

程书晗 李万里 无 无 大连理工大学 程春雨

20330 沈阳市 远洋社区医疗服务系统 吴万强 林琳 尹刚 李锦华 沈阳大学 武刚

19538 锦州市 用电安全防患监测系统 马然卓 高海艺 董思家 贾欣钰 渤海大学 王焕清

19370 抚顺市 超声波坐姿提醒器 刘文琦 宋昌昊 无 无 沈阳工学院 方海彬

19129 大连市 智能盲人辅助阅读器 孙予晴 郭明一 王梓旭 宁晓涵 大连理工大学 许侃

19101 沈阳市
风电厂生产安全防护装备视
频监控系统

吴浩铭 陈雍之 丁兵如 无 沈阳大学 高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