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辽宁分赛区
创意作品单元（大学组）获奖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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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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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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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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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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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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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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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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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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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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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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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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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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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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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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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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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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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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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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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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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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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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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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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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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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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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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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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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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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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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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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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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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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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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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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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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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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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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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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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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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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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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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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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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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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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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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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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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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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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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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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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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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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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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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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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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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大学 王秋实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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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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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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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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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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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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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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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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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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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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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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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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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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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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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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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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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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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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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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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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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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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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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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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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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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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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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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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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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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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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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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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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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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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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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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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25969 沈阳市 NEU小队 田壮 郭春蓉 谭梓昂 司山 东北大学 王高松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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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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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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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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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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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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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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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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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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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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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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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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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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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34920 沈阳市 多功能智能窗户 于红楠 牛玉婷 沈阳师范大学 李庆勇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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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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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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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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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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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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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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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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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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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34909 鞍山市 人工智能社区老年体检仪 宋毅 邹英杰 贺紫明 杨鸣飞 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田华 二等奖
30781 大连市 智慧物业-基于视觉的四轴飞行安防巡逻机器人 王浩林 王帅博 李润泽 朱国国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高菲 二等奖
28329 大连市 “数智孪生”— 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精准种植解决方案 王江浩 党凌娜 崔新明 无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贾宁 二等奖
26346 大连市 智能制造背景下污水源热泵空调自控系统设计 赵静威 薛舒洋 无 无 大连民族大学 汪语哲 二等奖
39753 大连市 心里有你-私域社区商城 石景韬 郭佳琦 魏浩然 金子楠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官毅 二等奖
26943 大连市 肺部智慧专家——利用SVM算法对新冠图像分类 张一凡 徐畅 王欣 无 辽宁师范大学 方玲玲 二等奖
22773 大连市 拟声鸟人工智能应用开拓者 安仕博 施瑞晶 刘欣宇 李泳剑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张新强 二等奖
20066 大连市 医伴健康助手APP开发 赵汗青 郭玉微 唐仁杰 罗光泽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景慎艳 二等奖
25608 大连市 交互式树莓派垃圾箱 刘彦 王凯利 吴蒙丽莎 于子珺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刁立强 二等奖
24353 大连市 基于AIoT的概念作品团队 彭博文 张馨元 时骁婧 无 大连理工大学 吴振宇 二等奖
19652 大连市 智能安防神器 缪逸宸 高婷婷 王钦 无 大连财经学院 邬辛未 二等奖
19237 大连市 康寿久久智能水杯 米晓涵 岳洋 张芷骐 张铭洋 大连医科大学 袁金婵 二等奖
23226 大连市 自主定位机器人 程宝华 牛艺臻 刘天行 徐将元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图雅 二等奖
26941 大连市 “识脑小助手”-基于区域合并的脑肿瘤病灶分割 徐畅 张一凡 王欣 无 辽宁师范大学 方玲玲 二等奖
24978 大连市 基于多模态MRI图像的脑肿瘤分割算法 王欣 徐畅 张一凡 无 辽宁师范大学 方玲玲 二等奖
22988 大连市 无接触防疫检测系统 刘韧 石天昊 方锟煌 郭海川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王伟 二等奖
21720 大连市 智能影音教室VR系统 殷祺云 姚继叶 李昊宇 赵明姝 大连理工大学 马驰 二等奖
26865 大连市 天马行空 张楚悦 朱建鑫 邢越 刘淇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李缙栋 二等奖
24899 大连市 人脸识别型多联机智能控制系统 张家瑞 谢德奇 无 大连民族大学 汪语哲 二等奖
19730 大连市 基于深度学习的物联网智慧社区停车场引流系统 黄奥翔 徐锡杭 郭登雨 徐子健 大连工业大学 王欲如 二等奖
19647 大连市 智慧社区防疫门禁 戚晓鹏 马新伟 无 无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王巍霓 二等奖
31989 大连市 草长莺飞——AR智能社区生态 翟兴凯 赵雪颖 李泽阳 王佳平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官毅 二等奖
26284 大连市 基于多模态感知的社区服务机器人 王晨晨 张子轩 崔新明 王江浩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贾宁 二等奖
31986 大连市 “AI毛笔”-挥墨“静芯” 崔圣楠 马煜 薛瑶 陈麒丞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官毅 二等奖
24976 大连市 引领数据中心走向绿色发展 房小琦 马阳1 无 无 大连民族大学 汪宇哲 二等奖
26081 大连市 人眼视觉成像科普 徐松海 王秋萍 秦新景 无 大连工业大学 邹念育 二等奖
22512 大连市 简居智能厨房助手 崔硕 张蕾 袁子昊 杭云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李凤坤 二等奖
20435 大连市 智慧社区-分布式压剪传感器 庞李嘉玮段定骁 董亦恒 无 大连理工大学 陈晓东 二等奖
35233 大连市 智养乐享基于影像技术的实景三维智慧社区养老 田宇烁 蔡秋晗 孙雪 宣澍 辽宁师范大学 黄晓理 二等奖
23267 大连市 社区智慧宣传大屏 王悉仲 刘媛媛 姜浩 无 大连大学 刘瑞 二等奖

21620 大连市
基于电磁共振思想和磁耦合技术的的高效无线供电技术
设计

刘赛 高依妮 孔婉宁 王帅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陈琦 二等奖

19676 大连市 便捷社区女性服务智能化小程序 黄灵 骆卓欣 无 无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刘芳 二等奖



20509 丹东市 免拆式非触碰电梯按键 马成龙 张天池 茹志鹏 无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汪洋 二等奖
20370 丹东市 基于 ROS 的语音识别导航系统 王刚 张梦豪 张宇辰 邹彦彦 辽东学院 于晓明 二等奖
22159 丹东市 智能雾化消毒小车 王玉泽 厉越 路顺 蔡国营 信息工程学院 于晓明 二等奖
21677 丹东市 多功能可视化（工业）计算电阻率演示仪 张涛 黄晓彪 余振法 王恒 辽东学院 刘广达 二等奖
21189 丹东市 智能机械手分拣装置 赵伟岑 李梦琦 张子行 冯嘉顺 辽东学院 周春明 二等奖
24424 丹东市 自动化灌溉系统 王茗宣 杜雨鑫 陈俊来 张清秋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邹士喜 二等奖
22564 丹东市 应急救援定位追踪系统 黄冠嘉 关佐源 丁升昱 李永科 辽东学院 杨亮 二等奖
23737 抚顺市 近视防控智能语音台灯 刘鑫 李朝阳 尤钧辉 刘鑫 沈阳工学院 刘莹 二等奖
39541 抚顺市 社区守护者——给你一个放心的家 曾凡博 马晓君 李冬垚 郭宇林 沈阳工学院 雷翔鹏 二等奖
19329 抚顺市 基于CATIA的多自由度液压驱动机械手臂的研制 宋子博 魏笑 钱程 栾恒 沈阳工学院 李春雪 二等奖
19474 锦州市 智悦·趣购车 王艺淋 高洪海 和田田 王天伟 渤海大学 赵辉 二等奖
19472 锦州市 基于Blinker云平台的家居智能绿植养护系统 邓宇杰 卢宁菊 黄哲 龙宇 渤海大学 阎琦 二等奖
19407 锦州市 基于NFC的社区图书馆智能储物柜 郭嵩霖 赖贞鑫 张正阳 陈俊州 渤海大学 冷泳林 二等奖
19638 锦州市 可调节高度自动浇花机 杨成斌 孙雯 任文龙 高亦远 辽宁理工学院 高欢 二等奖
19476 锦州市 可遥控智能机器人 梁嘉仪 张庭聚 王蕴潼 曹佰龙 渤海大学 李宝玉 二等奖
19461 锦州市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家庭文物展柜系统 陈俊州 郭嵩霖 黄哲 卢宁菊 渤海大学 阎琦 二等奖
19535 锦州市 构建城市之肺-基于植被工程的城市污水节能净化系统 陈璐 黄国华 马笑璐 杜博 渤海大学 卢剑锋 二等奖
19518 锦州市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城市水质智能在线监测平台 施天宇 周俊杰 赵诣扬 冯庆国 渤海大学 陈超 二等奖
19244 锦州市 云智慧汽车驾驶监测系统 刘亚姝 史东诺 卫丽文 司晓杨 渤海大学 巩宁 二等奖
19981 锦州市 太阳能传讯仪器 周舟 陈美洁 张文博 史鸿 辽宁理工学院 李金芮 二等奖
19599 锦州市 智能旅行助手 崔新鹏 赵鹤童 司森博 王菲 辽宁理工学院 白鹤 二等奖
19594 锦州市 汽车社区助手 朱政宇 王菲 赵鹤童 郭子琪 辽宁理工学院 白鹤 二等奖
34827 锦州市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云游平台 周铂涵 田晋嘉 高海艺 王耀霆 渤海大学 杨超 二等奖
20035 锦州市 现代化农业控制平台 谷秋函 马涛 王鑫 佟秋雨 辽宁理工学院 吴爽 二等奖
19899 锦州市 老人摔倒检测装置 艾昊朋 高亦远 兰自强 无 辽宁理工学院 史添添 二等奖
20760 锦州市 与社区关联的生活垃圾智能分类系统及回收系统 商雨晴 张书赫 赵启豪 谢欣朋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王楠楠 二等奖
19097 锦州市 基于神经网络的系统阻抗辨识算法建模及分析 刘诗雨 陈文慧 孙铭阳 赵佳琪 渤海大学 赵振红 二等奖
19073 锦州市 “服老”智能摔跤防护监控报警系统 蒋亚飞 韦剑琳 庞明义 李书友 渤海大学 王月 二等奖
31756 沈阳市 基于物联网技术下的智慧森林 钟阔 赵炜 邱懿 杜莹 沈阳理工大学 刘浩 二等奖
28578 沈阳市 基于AIoT的节能型社区智慧路灯系统 蔡铭修 刘璇 无 无 东北大学 李婕 二等奖
26218 沈阳市 家庭安防装置 黄则善 王思元 孙晗溪 刘昊杬 沈阳科技学院 马丽 二等奖
33233 沈阳市 基于SLAM的智能安防巡检机器人 高航 刘译文 曹李钧 无 沈阳理工大学 刘猛 二等奖
25584 沈阳市 慧民家电帮 刘鑫朕 杜东杰 王玉 夏定海 沈阳农业大学 高爽 二等奖
20269 沈阳市 《幸福家》 叶青 王树天 邱子昂 无 沈阳科技学院 吴莹 二等奖
20215 沈阳市 智慧社区 朱天琪 雷思豪 智翔 王慧婷 沈阳科技学院 闫锴 二等奖
20107 沈阳市 社区安防巡检移动机器人 何至诚 王朝玉 吴晓辉 无 沈阳大学 李鑫 二等奖
19344 沈阳市 智慧物业——垃圾分拣机器人 吴超 付睿 于启水 王子健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王路平 二等奖
19290 沈阳市 “智慧之光”多功能智能路灯 阎柏陆 杨赛男 田震 孙博航 沈阳科技学院 曹凡 二等奖
34049 沈阳市 “NEU-AI-DoctorV2”——基于人工智能的家庭AI医生 何樾 王宇帆 无 无 东北大学 陈亚东 二等奖



26117 沈阳市 多功能自主控制的智能水族箱 唐嘉泽 贾青霞 吴师慧 高郡伟 沈阳科技学院 洪雯雯 二等奖

23082 沈阳市 基于物联网的多模态融合的车载酒驾及疲劳驾驶检测仪 于明洋 阎程霖 赵京瑞 裴孜恒 东北大学 齐林 二等奖

19864 沈阳市 数字化智能物业应急指挥调度平台 董昌林 柴海龙 余溢安 张谛 沈阳大学 张博 二等奖
19406 沈阳市 新型宠运箱 韩超 王之元 刘杰 李雪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张璠 二等奖
19282 沈阳市 基于全向感知和三维可视化的智慧社区管理系统 张滋烔 渠绮霞 时天弘 李梦琦 沈阳建筑大学 王守金 二等奖
35040 沈阳市 基于互联网的“VR沈游”应用开发 刘梦召 陈正光 赵进科 周佳浩 沈阳理工大学 李诗洋 二等奖
32573 沈阳市 智能巡检灭火机器人 卜瑞禹 徐博 邢立威 马文韬 沈阳理工大学 陶泽 二等奖
32130 沈阳市 智能家居远程控制小车 冯志禹 刘永壮 郝敬礼 谷智超 沈阳理工大学 丁磊宇 二等奖
31777 沈阳市 智能冷热两用杯 尹栋运 赵浩 郭子璇 李家兴 沈阳理工大学 刘会 二等奖
31765 沈阳市 “SUNRISE智慧物业”——物业管理一体化解决方案 耿嘉浩 李金洲 刘聪达 赵一和 沈阳理工大学 李继龙 二等奖
20789 沈阳市 夜的守卫者——数字化智能路灯管理系统 刘进隆 梁德宇 蔡艺洵 孙国基 沈阳建筑大学 韩毅 二等奖
20420 沈阳市 云停车 马浩然 洪明阳 无 无 沈阳科技学院 田川 二等奖
20374 沈阳市 智邻 徐小洋 赵哲阳 赵禧晨 曹嘉鑫 沈阳科技学院 肖金凤 二等奖
19826 沈阳市 共享代步车 张放 郭永祺 刘桐睿 王志闻 沈阳科技学院 刘超 二等奖
19797 沈阳市 社区疫点通 徐宇阳 李子轩 刘鑫灵 鲍锦哲 沈阳城市学院 王一帆 二等奖
19276 沈阳市 社区水池清洗机器人 李浩林 郝岩 田金鑫 无 沈阳大学 韩晓微 二等奖
21132 沈阳市 中国空军战术空中管制部队 吴炎浩 周奕彤 孙力 宋美琪 沈阳科技学院 李倩 二等奖
20415 沈阳市 小锦智能家居 李懿锦 邹嘉辉 张昊 无 沈阳科技学院 田川 二等奖
20200 沈阳市 智享生活——基于云平台的智能家具系统 朱家翰 董晶娜 张梁熙研 张元浩 沈阳科技学院 刘佳 二等奖
19601 沈阳市 猪智慧 李文博 贾浩然 孙名扬 无 沈阳农业大学 李宏伟 二等奖
38069 沈阳市 智能环保路基系统 杨凯元 唐嘉泽 王明吉 刘金刚 沈阳科技学院 韩晓静 二等奖
21437 沈阳市 云城端 王宇航 邹钰婷 李铮 无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马越野 二等奖
19891 沈阳市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老年智能突发疾病预警技术 卢燕 管西伟 李思萱 沈阳科技学院 陈香敏 二等奖
19088 沈阳市 四足环保协助型仿生机械设计 吴睿 王一涵 无 无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王长峰 二等奖
31903 沈阳市  基于stm32单片机的智能家居及安全监测系统 方柑霖 申航 李国亮 王怀钐 沈阳理工大学 杨瑞锋 二等奖
21893 沈阳市 物联网插座 王颐 刘璐 无 无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无 二等奖
20395 沈阳市 万佳苑 李科颖 贾治慧 刘芳冰 无 沈阳科技学院 田川 二等奖
20201 沈阳市 智尚郡 冯雨箫 霍鑫 刘永棋 齐泽浩 沈阳科技学院 田川 二等奖
19865 沈阳市 “陆空警卫” -- 仿生无人机 李玉炫 陶九明 赵芸洁 蒋骞 沈阳大学 齐晓轩 二等奖
19419 沈阳市 易行安全驾驶 刘硕 胡立丹 高子贺 无 沈阳建筑大学 李孟歆 二等奖
33217 沈阳市 “学思践悟”智慧居家育人学习平台 马楷越 吴若楠 虎若曦 赵夕莹 沈阳理工大学 侯思雨 二等奖
24205 沈阳市 e养天年 郑一霖 张书运 李嘉莹 杜镕玮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王俊杰 二等奖
22330 沈阳市 社区远程医疗会诊 李春景 曲志鑫 无 无 沈阳医学院 张红 二等奖
20329 沈阳市 智居 李伟铭 万家乐 贾云鹏 孙嘉伟 沈阳科技学院 盛东宇 二等奖
19060 沈阳市 宜家宝 郭亮 滕超凡 郑寒 张国川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王路平 二等奖
20403 沈阳市 智慧家园 胡仁坤 王玉婷 卢艳卓 李幸 沈阳科技学院 吴莹 二等奖
19692 沈阳市 解忧杂货APP 王心如 郭元敬 黄文轩 李开来 沈阳农业大学 宗晓萌 二等奖
23223 鞍山市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社区共享智慧轨道小车方案设计 田悦 张鑫鑫 丁肖洁 雷朝冰 辽宁科技大学 张铁志 三等奖



19458 鞍山市 一种智能老年眼镜 丁晟轩 王济霖 陈华易 无 辽宁科技大学 高松 三等奖
19076 鞍山市 面向智慧社区的火灾预警系统 刘景文 张金厦 吕望纯 无 辽宁科技大学 张学东 三等奖
31405 大连市 智能医疗药柜管理系统 梁月超 丁文婷 马鑫宇 无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罗西 三等奖
23033 大连市 应急用电手摇发电机 王彬旭 王爱文 无 无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郑金珠 三等奖
19631 大连市 ISIP行李箱智能密码锁 曾惟欣 张肃 无 无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马晓伦 三等奖
28299 大连市 博胜组 王嘉豪 刘政 吕浩阳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刘丹 三等奖
26075 大连市 挂壁式智能急救医疗箱 张佳翾 夏晨峰 聂显懿 无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钱海燕 三等奖
20772 大连市 智慧优生活大连社区服务平台 孙之博 程诗涵 倪晓彤 无 辽宁师范大学 常伟廷 三等奖
19431 大连市 智能一体化组合家具 张海辉 张浩楠 尤澜 梁思文 大连工业大学 张馨丹 三等奖

19284 大连市
基于人工智能的社区人员人脸口罩监测，识别和人流统
计

周江丽 宋朝阳 杨新宇 尹文东 大连工业大学 刘廷龙 三等奖

34114 大连市 口罩监测智能机器人 冯彦博 尹艺 冯梓桐 程显扬 辽宁师范大学 徐扬 三等奖
31982 大连市 AR云社区——智慧助农共致富 孙枭 高冉 张雪飞 陈晓萱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官毅 三等奖
31787 大连市 科技创易-打造AR智慧家居 李成龙 张毓轩 刘瀛聪 齐思洋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官毅 三等奖
31625 大连市 清气荡暄浊——大气污染之卫星遥感云服务 朱虹霏 陈利 王欣瑶 李嘉悦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官毅 三等奖
24857 大连市 新型智能盲人拐杖 徐乾龙 姜懿轩 李兆千 陈星宇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张春岭 三等奖
22381 大连市 智慧花园 毛家乐 崔雪峰 秦梓豪 车轲轩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孙丽飞 三等奖
25606 大连市 飞豹队 刘彦 王凯利 吴蒙丽莎 于子珺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刁立强 三等奖
23043 大连市 蒙德守卫——人脸识别门禁管理系统 崔新卓 马智宇 吕明健 孙洋梅 大连工业大学 李旭 三等奖
28221 大连市 社区智慧装饰灯 孟美霞 王江浩 赵国栋 无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郑纯军 三等奖
25942 大连市 集智桌椅 王琦 杜邦溢 无 无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钱海燕 三等奖
19728 大连市 智能垃圾桶 龚剑凯 孔海龙 徐锡航 路通 大连工业大学 于晓强 三等奖
25988 大连市 大数据电子商务下的智慧社区 毕卓茹 郭明一 王梓旭 宁晓涵 大连理工大学 徐钢 三等奖
19660 大连市 智能化衣橱 刘江山 孔夷翀 无 无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张蕴宁 三等奖
19597 大连市 超市智能运货小车 黄诚 田盛龙 翁志兵 沈晓琪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王伟 三等奖
33640 大连市 面向社区服务的智慧医疗体征监测系统 李辰 张越兴 郑绥新 李汪雨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何福本 三等奖
21118 大连市 智慧社区通勤系统 赵劲景 赵劲景 马艺鸣 杜晓聪 大连理工大学 赵文达 三等奖
38059 大连市 疫定行小程序 黄贺 李可心 无 无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梁策 三等奖
31971 大连市 智慧小区门禁监管系统 张楚悦 朱建鑫 邢越 刘淇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李缙栋 三等奖
21585 大连市 智能晾衣机器人 尚玉龙 王泓霖 闫寒 王彬 大连工业大学 金艳 三等奖
20211 大连市 易社区智慧社区适老化APP 张兴 程威龙 王佳琪 杨月瑶 大连工业大学 高家骥 三等奖
21937 丹东市 自动瓜苗嫁接机 梁瑞杨 黄晓彪 张子行 赵伟岑 辽东学院 于晓明 三等奖
21632 丹东市 智能绕线机 杨茗博 余振法 任满员 魏冕 辽东学院 王志霖 三等奖
21284 丹东市 全方位移动抓取装置 赵嘉仪 张子行 冯嘉顺 李梦琦 辽东学院 刘广达 三等奖
21197 丹东市 智能货物分拣装置 张子行 黄晓彪 赵伟岑 余振法 辽东学院 王志霖 三等奖
19283 丹东市 AI智能用电器安全检测装置 邢凯 李俊楠 杨语涵 无 辽东学院 吴云艳 三等奖
22500 抚顺市 Community一站式服务系统 庞欣涛 刘浩 刘文博 孙骥 沈阳工学院 贾琼 三等奖
19497 抚顺市 现代化智能家居监测系统 谢炜锋 栾子怡 王晨宇 王岩 沈阳工学院 赵义 三等奖
39752 锦州市 智能便捷超市 满秋菊 生子涵 无 无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温泉 三等奖



31763 锦州市
一种节能贴心智慧百叶窗设计研究——应用太阳能自身
发电及智能偏光技术

丛铭 田冰 李钰馨 杨文 渤海大学 陆璐 三等奖

26145 锦州市  慢病管家--慢性病患者服务平台 张晗婷 贺懋靓 袁晶 姜婧 渤海大学 赵明辉 三等奖
19485 锦州市 一个贴心便利的智能插座的设计与研究 左思尧 王万奇 王盈 丛铭 渤海大学 王照旭 三等奖
34872 锦州市 扶生筑梦，云之公益——云支教平台 李艳举 王耀霆 高海艺 庙存富 渤海大学 梅朵 三等奖

19537 锦州市
“顺手”app——无雇员模式顺手接单的智慧社区网络服务

平台
薛佳伊 孙铭泽 张铁楠 马源骏 渤海大学 高丽娜 三等奖

19525 锦州市 现代化AI技术智慧社区移动端平台 张瀛方 赵平男 李鑫宇 孙占坤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逄靓 三等奖
20059 锦州市 智能化皮肤检测与管理——解“肌”密 王响 史东诺 卫丽文 陈文慧 渤海大学 张一南 三等奖
19897 锦州市 智能消毒洗手烘干机 孙明楷 高亦远 无 无 辽宁理工学院 张欣欣 三等奖
19441 锦州市 呵护专家——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老人远程监护系统 黄哲 陈俊州 龙宇 邓宇杰 渤海大学 鲁富宇 三等奖
39794 锦州市 口罩识别技术—检测预防新冠的第一道防线 莫佳雯 崔云峰 高海艺 王耀霆 渤海大学 吕俊芳 三等奖
38302 锦州市 一种贴心便利的智能插座的设计与研究 左思尧 王万奇 王盈 丛铭 渤海大学 王照旭 三等奖
34902 锦州市 通用固定式自动消毒装置 路健琦 朱云松 张楠 张婉婷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付丽丽 三等奖
22662 锦州市 与智慧社区相关的一种路灯照明与防疫消杀系统 刘闻天 王喆 刘家帅 王昊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杜凤 三等奖
19527 锦州市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卧室系统 卢宁菊 陈俊州 杜施翰 邓宇杰 渤海大学 阎琦 三等奖
19506 锦州市 基于blinker云平台的社区智能绿化浇灌系统 刘蔓妮 张宇辰 张鑫珠 无 渤海大学 阎琦 三等奖

26066 锦州市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操作工艺与关键设备的虚拟教培系统 张鑫茹 王思迪 潘冠岚 无 渤海大学 王秋实 三等奖

21297 锦州市 “让健康变得简单”——智慧医疗系统 张一依 王思迪 陈美 李想 渤海大学 王秋实 三等奖
19467 锦州市 “贝壳混凝土”发光井盖 葛婧 王新 原梦 李嘉琦 渤海大学 徐娜 三等奖

23087 锦州市 “健身释能”-基于自我激励模式的健身器材能量收集系统 王洪源 梁嘉怡 乔诗尧 无 渤海大学 曲海月 三等奖

23076 锦州市 基于智慧社区背景的垃圾智能识别体系的建构 魏冰鑫 王维 张劢 崔宸博 辽宁理工学院 冯海艳 三等奖
19570 锦州市 一种无线智能控制的家居系统 王少少 郭盛 王晗 无 渤海大学 张爱华 三等奖
19540 锦州市 基于数字孪生的智能防疫设备 魏子津 高洪海 王晖 李想 渤海大学 李旭梅 三等奖
21040 锦州市 未来智能感应发电路灯 段泽旭 朱明震 赵启豪 李意正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贾雪 三等奖
19989 锦州市 智慧社区科技智老 李庆仪 梁晶宇 张岿誉 于嘉欣 辽宁理工学院 胡泠 三等奖
19133 锦州市 农药残留检测及果蔬清洗智能一体机 卫丽文 曹可猛 史东诺 王泓雪 渤海大学 张良 三等奖
19507 锦州市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厨房“云精灵” 陆小琪 冯嘉宁 房丹荣 陈科玮 渤海大学 阎琦 三等奖
19443 锦州市 智慧社区——新型环保发酵厨余垃圾桶 张楚妍 卫丽文 马溪营 卢秀岩 渤海大学 顾佳丽 三等奖
35966 锦州市 基于人脸识别与红外测温的非接触新式门禁闸机 张楠 朱云松 张婉婷 路建琦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付丽丽 三等奖
31052 锦州市 口罩识别技术—检测预防新冠的第一道防线 莫佳雯 崔云峰 高海艺 王耀霆 渤海大学 吕俊芳 三等奖
19688 锦州市 智能瓜子剥壳机 张迈 高亦远 蔺慧源 张国宾 辽宁理工学院 魏涵 三等奖
19427 锦州市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儿童近视预防与学习监测仪 龙宇 邓宇杰 李佳乐 黄哲 渤海大学 阎琦 三等奖

19299 锦州市 初心之外 更要用心——一款基于智能水表的物联网系统 范若冰 解鑫山 苏云泽 谢抒豫 渤海大学 张玉斌 三等奖

19345 锦州市 轮胎带束层缺陷检测系统设计 高海艺 李华 陶如旭 时皓春 渤海大学 徐恭贤 三等奖
19289 锦州市 轨道式行人过街智能平台 纪元 田皓文 罗景涛 李子杨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郭云啸 三等奖



19512 锦州市 共话成长智慧社区——您的教育大管家 李鹏娇 尹鑫 刘琴 张姝婷 渤海大学 杨军 三等奖

19494 锦州市
学贵有疑，教贵有方——打造融合智能家居的物联网学
习空间

刘芮彤 康明月 张涵宇 徐艺宁 渤海大学 李倩 三等奖

19415 锦州市 基于物联网工程的极端天气控制系统 王悦 董思家 周俊杰 范真苡 渤海大学 巩宁 三等奖
22629 沈阳市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防疫用无人机运输投送装置 王媛 林俊盛 陈雅君 无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王巍 三等奖
21854 沈阳市 “守卫先锋”-科技产业园区IDC机房环境监测系统 冮天宇 鲁占岐 杨翊 潘名洋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董威 三等奖
20322 沈阳市 智享居 邱子昂 叶青 李华禹 孙小雯 沈阳科技学院 肖金凤 三等奖
31618 沈阳市 基于STM32F103单片机的物联网智能卧室设计 董圣骏 李明磊 赵红元 金艺 沈阳理工大学 岱钦 三等奖
26032 沈阳市 掌上社区 张天奕 杨超前 高馨 原嘉 沈阳农业大学 高爽 三等奖
22631 沈阳市 15009824714 赵红星 吴烁 李冠龙 申艺超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王共冬 三等奖

22526 沈阳市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家居三件套——远程开关门、自
动浇花、人脸跟踪风扇

荣世阳 耿杨洋 申冉 东北大学 佘黎煌 三等奖

22144 沈阳市 平安城市智慧社区 李昂 佟其致 无 无 沈阳大学 张琳琳 三等奖

20047 沈阳市 互联网＋智慧社区--打造居民与社区信息服务平台直通车 吴杭蔚 王雪 张贺军 无 沈阳大学 李丹 三等奖

19212 沈阳市 老人失禁检测器 王之元 韩超 李雪 刘杰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张璠 三等奖
33257 沈阳市  菜鸟果果多功能快递APP 崔格豪 张恺祺 钟子晔 蒲张浩 沈阳理工大学 刘丽萍 三等奖
31634 沈阳市 智能巡逻攀爬拾取六足机器人 史哲涵 吴佳欣 王生辰 姜至荀 沈阳理工大学 李如玉 三等奖
20390 沈阳市 云智家 赵禧辰 李梓涵 无 无 沈阳科技学院 田川 三等奖
19790 沈阳市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报警系统 韩辉 刘姝彤  孙禹穹 袁欣浩 沈阳科技学院 左越 三等奖
19313 沈阳市 车辆巡检无人机 于启水 付睿 吴超 赵建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王路平 三等奖
19236 沈阳市 花枝满堂-智慧社区满绣文化传承服务平台 高雨峰 李子帅 无 无 沈阳农业大学 王一夫 三等奖
34941 沈阳市 基于智慧社区的高空清洁巡检机器人 王佳杰 赵彤彤 曹萍萍 刘松 沈阳理工大学 纪国涛 三等奖
34692 沈阳市 智能生活家居系统 陈冠旭 无 无 无 东北大学 无 三等奖
32230 沈阳市 蔚蓝先锋——水下探索可拾物机器人 陈晨 胡绍丽 何樂生 唐建凯 东北大学 徐红丽 三等奖
22613 沈阳市 一种新型可旋转的社区智能分类垃圾桶 李锦华 吴万强 姜嘉琪 尹刚 沈阳大学 肖倩 三等奖
20204 沈阳市 智尚家居 齐泽浩 金皓楠 无 无 沈阳科技学院 闫锴 三等奖

19859 沈阳市 基于机器视觉与拟人姿态机械臂的智能跟随搬运机器人 沙俊江 司海燕 刘姝言 沈阳建筑大学 韩毅 三等奖

31638 沈阳市 基于Labview的驾驶辅助安全识别 王文斌 李璇 佟骁航 王国彬 沈阳理工大学 刘征 三等奖
23059 沈阳市 三尺邻里 尹泽希 张诗曼 方庆利 无 沈阳农业大学 田金龙 三等奖
20207 沈阳市 智能家庭助手 孙小雯 王欣瑶 曹宇琦 无 沈阳科技学院 肖金凤 三等奖
20169 沈阳市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区健康管理区域智慧云平台 董姝君 谢宇 无 无 沈阳科技学院 明皓 三等奖
19491 沈阳市 社区导盲机器人 刘莹 李家硕 王淼 张梓群 沈阳科技学院 刘超 三等奖
36339 沈阳市 基于热管嵌入式墙体的散热型围护结构 高旭成 李宗海 谭越中 郭京华 东北大学 韩宗伟 三等奖
33092 沈阳市 守护未来-------智能书桌 高福源 王晨阳 张萌 无 沈阳理工大学 赵静秋 三等奖
20369 沈阳市 智行校园 李梓涵 袁铭泽 贺宏 徐小洋 沈阳科技学院 吴莹 三等奖
20095 沈阳市 网络零售平台商品分类系统 李思萱 孙靖博 卢燕 管西伟 沈阳科技学院 王赛男 三等奖
39745 沈阳市 智能环保路基系统 杨凯元 唐嘉泽 王明吉 刘金刚 沈阳科技学院 韩晓静 三等奖



36556 沈阳市 基于Arduino单片机的解魔方机器人 牛璐 李滢 张啸辰 吴宇清 沈阳科技学院 刘芳 三等奖
35187 沈阳市 膳食宝塔的普及与利用 李睿萱 赵乐 无 无 沈阳农业大学 唐爽 三等奖
30777 沈阳市 一种基于热声漏磁的蛇形油气管道内检测探伤机器人 王阔 冯宇霖 王柄洋 宋佳民 东北大学 卢森骧 三等奖
24984 沈阳市 “智慧之星”代谢综合征智能系统预测和病情管理 丁彬 魏广毅 孙铭馨 曹佳颖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吴素琴 三等奖
24590 沈阳市 e家物管 张书运 郑一霖 杜镕玮 李嘉莹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王先伟 三等奖
24303 沈阳市 基于 TX2 平台的智能社区火灾防控系统 刘鑫 郝达 刘忠义 无 辽宁大学 许超 三等奖
22975 沈阳市 简易信号发生器设计与实现 崔航 李俊 韩东 崔航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贾彩霞 三等奖
20396 沈阳市 穹顶之家 原祎 颜奇昌 张倩茹 无 沈阳科技学院 高珊 三等奖
19551 沈阳市 快速寻物 张航宇 章玉豪 无 无 沈阳大学 孙申申 三等奖
32234 沈阳市 基于四旋翼飞行器的智慧社区疫情防控系统 李健翔 车靖平 李栩 裴晓方 沈阳理工大学 孙艳馥 三等奖
27315 沈阳市 昂松智能按钮 陈姿凝 王芊菽 郑赫 付薪童 沈阳师范大学 贺海升 三等奖
20421 沈阳市 防疫智慧门禁 宝丽君 张嘉琪 李伊琦 王佳庚 沈阳科技学院 王赛男 三等奖
20338 沈阳市 家居精灵 杨英斌 袁祥凤 无 无 沈阳科技学院 肖金凤 三等奖
20326 沈阳市 家居小窝 尚艺 曲蔓特 冯雨心 姜雯 沈阳科技学院 田川 三等奖
19502 沈阳市 智能烘干机APP 宫旭明 高文静 徐裕鑫 李昌昊 沈阳城市学院 张娜 三等奖
19376 沈阳市 e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 孙园园 张键 胡春丽 王梓安 沈阳大学 倪筱楠 三等奖
19209 沈阳市 基于无人车集群的社区防疫杀毒系统 邬盼盼 路畅 无 无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王路平 三等奖
19020 沈阳市 智联家园 干昕慈 卢香凝 明佳慧 王榕 沈阳科技学院 李德豹 三等奖
31674 沈阳市 智能家庭教育机器人 裴晓方 常赫楠 王昱洁 张壹博 沈阳理工大学 魏薇 三等奖
26961 沈阳市 “新时代”人性化智慧居住区空间设计 齐佳斯 梁言 无 无 沈阳师范大学 陶琳 三等奖
25769 沈阳市 智享衣柜 王姝尧 潘水萍 丁嘉伟 陈子依 沈阳农业大学 高爽 三等奖
22952 沈阳市 如影随形——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追踪控制电风扇 张宇欣 董宝裕 孙萌泽 无 辽宁大学 吴新杰 三等奖

19177 沈阳市
医“带”医路---集中医理论与智能科技于一身的康复领域先
行者

赵雯雯 王嘉琪 刘力菲 王鹤 辽宁中医药大学 王群 三等奖

33116 沈阳市 家居防疫智能车 田佳鑫 常赫楠 王传霖 徐梓腾 沈阳理工大学 郭文凤 三等奖
33974 沈阳市 升存空间 田壮 郭春蓉 谭梓昂 司山 东北大学 王高松 三等奖
23062 沈阳市 基于STM32的便携式智能诊脉仪器  刘帅 无 无 无 沈阳化工大学 刘欢 三等奖
19501 沈阳市 社区智慧防疫宣传车 王琦 孙忠瑶 姜艳彤 杨贺童 沈阳科技学院 刘超 三等奖
19063 沈阳市 基于ROS的智能送药载具 张临琛 王蔓 徐凤玲 彭佳玉 沈阳建筑大学 许可 三等奖
35061 沈阳市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社区服务系统设计 陈正光 刘梦召 陈心垚 程琦 沈阳理工大学 李诗洋 三等奖
32489 沈阳市 家居智能晾衣架 刘传宇 张乐 孙文浩 王子鸣 沈阳理工大学 李宗泽 三等奖
31773 沈阳市 基于人脸识别方法智慧社区异常人员备案系统 石明泽 申奇 李树辉 高正峰 沈阳理工大学 文峰 三等奖
19878 沈阳市 半成品菜自助柜 王婷婷 肖檬 韩超 张波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张璠 三等奖
19027 沈阳市 恒晟智安 刘春娇 孙辰宇 车鑫豪 王萍 沈阳建筑大学 王鑫 三等奖
32693 沈阳市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智能社区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王梅 黄思萌 单铭琦 刘朗 沈阳理工大学 文峰 三等奖
26238 沈阳市 恒益休憩苑——养老智慧社区空间设计 梁言 齐佳斯 邱萌 无 沈阳师范大学 陶琳 三等奖
26150 沈阳市 智慧农场 李一洋 李兴儒 侯盈宇 邢方明 沈阳科技学院 刘慧  三等奖
20363 沈阳市 百变儿童推车 李海龙 徐媛 黄靖怡 古丽牙尔·艾沈阳科技学院 陈香敏 三等奖
19411 沈阳市 通灵宝壶系列产品——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最佳伴侣 于睿智 王云祯 陈威言 高天奇 辽宁中医药大学 孟晓媛 三等奖



23249 营口市 倍磁加热设备 敖佳文 王晨 无 无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秦美男 三等奖
31761 营口市 智慧技术 AIoT 创造美好生活，从云社区开 康家铭 姜文博 苏丹妮 崔家瑜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张玉馥 三等奖
19309 营口市 基于二维码的可视对讲门铃系统 刘迪 娄家沣 无 无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范崇华 三等奖

26869 营口市 智慧校园社区的工科大数据创新创业项目市场分析系统 苏丹妮 孙铭妍 肇翊涵 无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韩双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