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姓名 学院 奖项
1 飞驰智仿—工业级小数据AI智能系统定义者 TZB-01-000034 周梦莹 机械与车辆学院 金奖
2 仿生智能眼——园区无人车仿生感知领跑者 TZB-01-000219 李国梁 光电学院 金奖
3 带藿助困 TZB-01-000229 马新亦 材料学院 金奖
4 “鲁班”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 TZB-01-000260 袁杭 生命学院 金奖
5 “猎鹰”——全球领先城市环境无人机群防控系统 TZB-01-000267 吴则良 宇航学院 金奖
6 元盛科技：微创可视化关节手术导航系统 TZB-01-000316 边勇霖 光电学院 金奖
7 中远智芯——智能光学芯片开拓者 TZB-01-000502 王罡 机械与车辆学院 金奖
8 锋行钠电：国内储能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引领者 TZB-01-000544 楚迪童 材料学院 金奖
9 卫星互联网测量 TZB-01-000626 赵钦源 信息与电子学院 金奖
10 智引微创：一体化穿刺手术导航机器人领航者 TZB-01-000644 时昊 光电学院 金奖
11 灵壳 TZB-01-000824 芦宇晗 光电学院 金奖
12 雁字成行：国内数字表演全流程平台引领者 TZB-01-000894 李弋豪 计算机学院 金奖
13 LIBS智能光刀：诊疗一体化术中指导方案 TZB-01-000913 相里文婷 光电学院 金奖
14 秸秆基增肥保水系列产品的低成本制造及普适性应用技术 TZB-01-000920 白凯伦 机电学院 金奖
15 智云畅充，百万大数据助力智慧城建充电规划 TZB-01-000944 刘金佳 机械与车辆学院 金奖
16 推送家——融合AI智慧排版与专业设计服务的新媒体交易云 TZB-01-001719 顾子豪 管理与经济学院 金奖
17 艾睿智能—引领未来智慧阅读的先行者 TZB-01-000317 莫广豫 精工书院 银奖
18 智联万物，慧聚阳光——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太阳能高效采暖及热水管理平台 TZB-01-000605 邓晖 信息与电子学院 银奖
19 微元动力——技术赋能AI教育 TZB-01-001012 许新里 光电学院 银奖
20 固芯锂能——高容量固态锂电安全卫士 TZB-01-000008 吕海健 材料学院 银奖
21 基于菌生化与光催化技术集成的生态修复净水技术 TZB-01-000011 史凯 化学与化工学院 银奖
22 凝胶冰雪-不融化的冰雪，永恒的奥林匹克 TZB-01-000027 张靖怡 宇航学院 银奖
23 家具“智”造——智能生产及仓储一体化解决方案 TZB-01-000043 王纪津 计算机学院 银奖
24 “AI天眼”——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多功能智能监控平台 TZB-01-000052 梁瑛平 徐特立学院 银奖
25 中制电动，开辟天空的未来之路 TZB-01-000055 兰俊德 精工书院 银奖
26 知眠——年轻人睡眠自律问题为核心场景的智能睡眠生态平台 TZB-01-000114 周烨虹 设计与艺术学院 银奖
27 水火有“腈”——防水阻燃新势力 TZB-01-000131 张志达 材料学院 银奖
28 HuB—help u better医疗健康优质服务综合平台 TZB-01-000196 邓立杰 经管书院 银奖
29 智盈迅科——多场景智能消防系统 TZB-01-000244 曾凡军 信息与电子学院 银奖
30 抗菌药物：第四代红霉素 TZB-01-000291 刘协鹏 化学与化工学院 银奖
31 无人驾驶仿真测试系统 TZB-01-000299 左晓思 信息与电子学院 银奖
32 “易企策”中小企业应急管理决策模拟小程序 TZB-01-000334 王玮璐 经管书院 银奖
33 移动式智能割胶机器人 TZB-01-000391 周谊轩 机电学院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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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基于轮履腿结构的可重构式移动侦察平台 TZB-01-000431 杨磊 机电学院 银奖
35 北京创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国内K12教育市场的好测评 TZB-01-000437 李克涵 明德书院 银奖
36 “恩哺”公益扶贫计划————搭建“智能施策 信息共享”精准扶贫平台 TZB-01-000481 刘心怡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银奖
37 晟锌能源-新型高性能水系锌基电池产业化先锋 TZB-01-000533 李成 材料学院 银奖
38 闪救-公众急救服务系统 TZB-01-000579 尹嘉琪 设计与艺术学院 银奖
39 Brainnova意念互联——脑控机器人 TZB-01-000692 王凯 生命学院 银奖
40 未元科技 TZB-01-000712 杨肖 化学与化工学院 银奖
41 直播拍摄首选小助手—AI视觉跟拍机器人 TZB-01-000762 李天珍 宇航学院 银奖
42 点金促愈系列凝胶敷料 TZB-01-000810 冯志攀 材料学院 银奖
43 分布式驱动电动汽车整车控制关键技术开发 TZB-01-001225 张志强 机械与车辆学院 银奖
44 智能无人船通用平台 TZB-01-001238 荆朝 信息与电子学院 银奖
45 中小学设计思维教育解决方案 TZB-01-001922 葛琼颖 设计与艺术学院 铜奖
46 全国高校大学生长跑接力赛---基于赛事模式、区域联盟及线上平台构建的综合解决方 TZB-01-000969 王朝晖 经管书院 铜奖
47 髋关节髋臼内衬置换材料植入物的改性研究 TZB-01-000003 赵津 求是书院 铜奖
48 BIgTree：打造你的专属心灵栖息地 TZB-01-000032 祁可 明德书院 铜奖
49 垃圾分类及垃圾治理体系管理系统 TZB-01-000130 胡森康 信息与电子学院 铜奖
50 救护车车载无人机 TZB-01-000146 张依宁 宇航学院 铜奖
51 关于乡村旅游安全保障的微信小程序开发 TZB-01-000280 金子晖 睿信书院 铜奖
52 针对老龄群体的AI聊伴项目 TZB-01-000351 张稷婷 睿信书院 铜奖
53 融合多探测器及陆空机器人的防火御林小卫士 TZB-01-000362 辛喆 信息与电子学院 铜奖
54 Follow your heart——大学生动态心理健康监测平台 TZB-01-000424 谢笑然 经管书院 铜奖
55 智光科技——集成化可见光通信系统供应商 TZB-01-000432 赵叶凌 材料学院 铜奖
56 海科新创固体浮力材料——装备于深海探测 TZB-01-000477 于丝竹 材料学院 铜奖
57 果无忧——综合线上水果助农APP TZB-01-000519 张迎 经管书院 铜奖
58 “小6带您保护人脸信息”——行业领先的线上法律公益咨询平台 TZB-01-000560 李霖 明德书院 铜奖
59 VR文创视界 TZB-01-000580 张驰 睿信书院 铜奖
60 知箸科技-防跌倒微波智能报警器 TZB-01-000648 杨安予 信息与电子学院 铜奖
61 特安摊有限责任公司 TZB-01-000739 李虹增 睿信书院 铜奖
62 智能语音分类垃圾桶 TZB-01-000798 徐开云 精工书院 铜奖
63 硅基全集成太赫兹照相机 TZB-01-000924 姚宏璇 信息与电子学院 铜奖
64 基于EasyDL从虹膜图像中自动识别美瞳 TZB-01-000939 陈庚汝 睿信书院 铜奖
65 太赫兹，智能时代的安检变革 TZB-01-000946 倪佳琪 信息与电子学院 铜奖
66 ”智搭“商用智能试衣系统 TZB-01-001095 夏文钊 机电学院 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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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ORI教育共享实验室 TZB-01-001117 陈韬 生命学院 铜奖
68 矿山安全预判-地音监测系统 TZB-01-001130 李文达 管理与经济学院 铜奖
69 基于视觉的抗干扰无人机集群系统 TZB-01-001861 丁宇 宇航学院 铜奖
70 U Know:基于大学生习题讲解互助学习的平台 TZB-01-001868 冯靖涵 明德书院 铜奖
71 方舟智慧渔业 TZB-01-001900 李冠斌 设计与艺术学院 铜奖
72 模块化空中组合无人机 TZB-01-001930 杨芃芊 精工书院 铜奖
73 SmileCar自主搬运车 TZB-01-001938 王力 自动化学院 铜奖
74 燃油车便携式检修装置制造科技公司 TZB-01-001940 黄柳 自动化学院 铜奖
75 AI Power ——端对端的车辆智能系统解决方案 TZB-01-001954 王勇 机械与车辆学院 铜奖
76 城市大气细小颗粒物监管系统 TZB-01-001957 侯宇旭 机械与车辆学院 铜奖
77 巽风--可折叠风力发电机 TZB-01-001958 官伟 自动化学院 铜奖
78 万亩阳光号--农业用太阳能无人机设计构想 TZB-01-001966 吕汶锦 明德书院 铜奖
79 “心灵氧气”APP TZB-01-001979 王嘉琪 明德书院 铜奖
80 AI+智慧体育--让体育更智能 TZB-01-001984 游清 自动化学院 铜奖
81 抗逆力大本营 TZB-01-001991 张硕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铜奖
82 “星际章鱼”柔性仿生机械手设计 TZB-01-002382 吕添 精工书院 铜奖
83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苹果分级软件 TZB-01-002408 高雨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