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号 姓名 职称

SH2019085 全自动室内定位划线车 创新训练项目 余建华 1414410625 5
刘海洋/1612480117,周川义
/1414410810,张健琛/1614410626,
秦瑞/1614410616

孙福佳 讲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86 智能陪练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戴飞 1614410109 5
陈茜/1614410101,黄梦阳
/1614410113,陈世瞳/1614410108,
王江/1620190121

钱炜 副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87 智能食堂 创业实践项目 沈星超 1614410125 5
李涵宇/1614410116,唐鸿安
/1614410127,施日才/1614410126,
黄爽/1614410114

钱炜 副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88 洗衣机智能化辅助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梁西伟 1614410319 5
郭睿明/1614410411,孙江
/1714410223,蔡俊/1714410204,石
津辉/1714410222

钱炜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89 智能烤饼机 创新训练项目 邓垚 1614410403 5
蒋丽荣/1614410504,钟良宇
/1612110138,林轩/1523030110,连
晖/1414410207

钱炜 机械学院副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90 基于知识图谱的校园迎宾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郝恩泽 1614410412 4
周玥/1726410408,丛岳
/1612480402,宋婉卿/1612480104,
吴诗玲/1812480204

沈景凤 副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91 履带式代步车 创业实践项目 袁承麟 1614410431 5
张勋/1614410433,张若舟
/1614410432,赵伟汉/1614410434,
陈帝佐/1614410407

吴恩启 副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92 智能车恒功率无线充电算法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曹鑫源 1614410501 5
秦思源/1614410322,王伦媚
/1614410304,乐雨岐/1614410405,
岑路明/1614410205

孙涛 副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93 智能调酒机 创业实践项目 罗远辉 1614410518 5
曹威/1714410304,王朝东
/1614410520,林锐堃/1523030111,
镇伟/1512110122

钱炜 副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94 智能防煤气中毒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王标平 1620190120 4
杨琪/1620190227,郑诚祥
/1620190230,李洁/1612110101,段
童方/1415040224

钱炜 副院长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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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2019095 自动爬楼梯的履带旅行箱 创新训练项目 陈奕璋 1714410108 5
蒋凌霄/1714410112,陈金荣
/1714410107,杨小李/1624020117,
张瀚升/1624020118

朱明 讲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96
提高使用校园公共设施高效性和
有序性方案

创新训练项目 金嘉凤 1714410201 5
黄涓/1714410301,顾馨奕
/1714410101,葛婧/1719640303,骆
胜/1714410219

钱炜 副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97 舰船系统横摇的转动惯量测试 创新训练项目 陈煜豪 1714410206 5
程樟鑫/1714410207,陈帅
/1714410205,马智勇/1714410220,
罗钊/1714410218

王神龙 讲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98
用于头戴耳机的镜脚竖直折叠眼
镜

创新训练项目 费亦凡 1714410209 5
韩世龙/1714410211,蔡奕
/1719640415,郗磊/1714410227,王
晓东/1714410225

王神龙 讲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099 自动跟随载物小车 创新实践项目 胡晓屹 1714410311 5
郭锐/1714410310,林升茂
/1714410312,高翔/1714410309,陈
威有/1714410305

陈龙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00 人工智能分食堂菜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孙寅海 1714410320 5
韦佳宏/1614070125,彭友
/1714410319,仝雨春/1714410321,
朱炜乾/1714410338

吕方梅 讲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01 便携式宠物粪便收集器 创新训练项目 杨睿涵 1714410330 3
张力夫/1714410332,杨嘉涛
/1714410329

宋有硕 讲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02 共享冰箱 创新训练项目 何维宇 1714410503 5
董月千寻/1714410502,董婉琦
/1714410401,钱雨瑶/1714410402,
林文祺/1719640817

王新华 讲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05 360°全自动软刷洗鞋机 创新训练项目 黄承福 1714410518 3
高振然/1714410516,孔影丽
/1713040306

郭淼现 讲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06 格斗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吕显云 1714410523 4
沈子超/1714410624,罗昕

/1714410602,宋玉莹/1614410203
陈龙 智能机器人 机械自动化 同意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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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2019107 六轮全地形多功能救援平台 创新训练项目 杨子蕴 1714410633 5
钟意/1823020204,冯忠煜

/1612110109,杨雪烽/1813490129,
刘绮韵/1720550107

陈龙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09 家用剥壳机 创新训练项目 岳超民 1714410733 5
李彤/1714410713,叶岚鑫
/1714410732,张伟杰/1714410735,
吴孟泽/1714410730

王振军 机械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10 按压式半自动搅拌杯 创新训练项目 赵培奕 1714410736 4
王涛/1714410727,覃俊文
/1714410726,赵杨东/1714410737

孙福佳 讲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12 食堂用可变速餐盘输送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董硕 1612110107 5
陈崇岭/1612110104,杜子正
/1612110108,孙志远/1712110230,
潘倩华/1712110103

李少龙 讲师/电机控制 电气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13 基于uwb技术的室内定位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冯忠煜 1612110109 4
刘展豪/1612110119,何天超
/1612120117,韩凤洋/1612120116

陈龙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14
水联网—远程遥控分档式电热水
机

创新训练项目 项旻尧 1612110130 5
朱政栋/1612110140,徐文韬
/1612110232,刘海洋/1612110118,
谢晓彤/1612110231

饶俊峰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电气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15
基于神经网络迁移学习法的智能
英语早教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杨立成 1612110133 5
袁士川/1612110135,严浩通
/1612110132,殷嘉杰/1612110134,
葛垚/1613120203

夏  鲲 副教授 电气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16
两轮智能模型车直立平衡算法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李鹤远 1612110220 5
魏亚林/1612120132,曹晋
/1612120207,周乐乐/1726410432,
郭旭/1617440115

郑岳久 副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17
基于麦克纳姆轮全向运行智能车
的模糊-PID控制算法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王政 1612110228 4
孙治鑫/1612110227,张靖雨
/1612110237,彭伊儿/1620190105

张振东 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18
《电力电子技术》斩波实验电路
板研发

创新训练项目 张宇超 1612110238 5
张玉虎/1612110239,戴思远
/1712110211,龚科福/1712110213,
陈子悦/1712110210

李少龙 讲师 电气工程 同意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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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2019119 智能万用表 创新训练项目 邢逸琦 1620190208 5
郭子玄/1620190302,孙彤瑶
/1620190302,何建春/1614410314,
王思睿/1620190207

夏  鲲 副教授 电气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20
基于摄像头的平衡车避障算法设
计

创新训练项目 樊鸿亮 1620190301 4
张卓南/1612440132,陈康
/1712440708,周景望/1512440621

周  萍 副教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21 多功能运载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李涛 1712110116 5
王文贺/1712110128,黄俊皓
/1712110216,王靖雄/1712110126,
周新航/1612110240

李少龙 讲师/自动控制 电气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22 人工智能校园外卖箱 创新训练项目 周子健 1712110139 5
赵继然/1612110137,张英伟
/1612110136,樊沛林/1612110209,
陈雨舟/1613120201

夏  鲲 副教授 电气工程 同意结题

SH2019123
基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的智
能车跟踪与避障控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刘今阳 1712110222 5
魏亚林/1612120132,曹晋
/1612120207,郭旭/1617440115,孙
志刚/1612120127

来  鑫 讲师 机械工程 同意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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