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组：吴恩启、陈龙、袁庆庆 时间：2021年4月9日13:00 地点：机械楼227

姓名 学号

1 SH2019103 太阳能智能花盆 创新训练项目 陈俊光 1714410507
安俊/1714410505,陈

健/1714410506
高佳丽 必须结题

2 SH2019104 太极示教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高靖琨 1714410515

黎万波/1614410512,

马文龙/1612020120,

周锜/1714410636,王

轩/1619640625

甘屹 必须结题

3 SH2019111 脚型3D扫描仪 创新训练项目 姚宇朕 1814410729

成丁尔/1712440701,

李昊龙/1812020118,

薄登麒/1712120101

陈光胜 必须结题

4 XJ2019190 新型可伸缩晾帽

衣架
创新训练项目 刘智宇 1714410314

王艺瞳/1714410314,

叶千芊/1714410303,

刘仕杰/1714410313

宋有硕 必须结题

5 XJ2019212
基于蚁群算法的
智能车路径规划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江云云 1814410211

苟正龙/1814410211,

李立俊/1814410220 张东东

6 XJ2019213
自寻迹智能车自
适应模糊PID控
制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马林谦 1814410224

李斌/1814410218,霍

瑞龙/1814410214 张东东

7 SH2020083
辅助老人如厕坐
起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赵诗伦 1714410237

吴艳丽/1714410202,

王璐鑫/1714410528,

谭晓新/1814410303

钱炜 必须结题

8 SH2020084
基于电磁寻迹的
智能竞速小车系
统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仝晨阳 1814410503
林智豪/1819640420,

顾一凡/1812120212
孙涛

9 SH2020085 智能书柜 创新训练项目 杨子蕴 1714410633

寇嘉铭/1714410616,

李家琦/1714410618,

王梓伦/1714410631,

罗昕/1714410602

钱炜 必须结题

10 SH2020086 智能购菜篮 创新训练项目 陈海风 1714410105

蒋凌霄/1714410112,

刘莲/1814410502,杨

小李/1624020117,马

树钰/1713490308

吴恩启 必须结题

11 SH2020087 双臂魔方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刘乃羽 1714410619
王梓伦/1714410631,

薄登麒/1712120101
陈龙 必须结题

12 SH2020088 自动养生茶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彭新泰 1714410318

赵诗伦/1714410237,

陈奕璋/1714410108,

潘倩华/1712110103

钱炜 必须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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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H2020089
家用电动式切菜
机 创新训练项目 杨小李 1624020117

张瀚升/1624020118,

陈佳豪/1714410106,

包新宇/1714410104,

彭睿/1714410121

王新华 必须结题

14 SH2020090 自动刷皮鞋机 创新训练项目 程瑜 1714410501

李婷/1726410106,吕

显云/1714410523,马

聪/1720040126,李富

强/1719640419

吴恩启 必须结题

15 SH2020091
水质检测四轴飞
行器 创新训练项目 张雨辰 1813490631

王成彬/1814410425,

祝慧丰/1817030134,

唐晓明/1814080106,

马业辉/1814080124

袁庆庆

16 SH2020092
“非攻墨门”创新
格斗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解子凡 1814410412

何家存/1814410409,

揭志辉/1814410411,

金哲禹1814410413

易映萍

17 SH2020093 魔方机器人 创新训练项目 袁野 1714410534
周强/1726418202,罗

东/1814410321
陈龙 必须结题

18 SH2020094
基于智能双车的
物体传送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徐贤炜 1814080131

路力/1822020112,侯

振中/1819640717
孙涛

19 SH2020095
基于神经网络训
练的AI电磁智能
车

创新训练项目 李嘉成 1714410212
叶海瑞/1812020127,

阮凌洋/1826410425
郑岳久 必须结题

20 SH2020096
基于OV7725图
像采集循迹智能
车的设计

创新训练项目 刘子国 1814080123
侯振中/1819640717,

顾一凡/1812120212
张东东

21 SH2020097
益乐在线中医诊
断 创业训练项目 汤秋寅 1714410419

王诗蝶/1726410208,

张硕/1726410209,宋

学业/1714410417

王新华 必须结题

22 SH2020098
超静定并联六分
力测量轮设计及
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魏明晖 1714410129
宋书岗/1714410124,

司晓虎/1714410123
王启明 必须结题

23 SH2020099 科拉体创业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毛毛雨润 1914070313

田雨辰/1813040211,

苏佳玲/1920600212,

黄泽辉/1935031215,

朱雪丽/1713040221

石占魁

24 SH2020101 智能药箱 创新训练项目 马宇航 1714410120

吴思杰/1714410132,

刘泽源/1714410119,

杨泰格/1714410134,

秦思韵/1712440205

钱炜 必须结题

25 SH2020102 多功能药箱 创新训练项目 黄日华 1714410412
宗文杰/1714410438,

黄君涵/1714410411
吴恩启 必须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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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H2020103
基于LPC54606
的电磁车模研究 创新训练项目 陈畅 1814410305

程浩龙/1814410307,

朱昊宸/1814410236,

朱星宇/1814410237

来鑫

27 SH2020120
半自动衣被晾晒
辅助装置 创新训练项目 金耀卿 1814070113

胡文斌/1814410112,

何文健/1814070111,

黄骏杰/1814070207,

钟意/1823020204

王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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