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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播”大精深——智能农业机械先行

者
甘肃省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兰天乐

郑艺馨、武正海、李 喆、陈文文、

邓 威、包爱江、李文慧、周风强

王 雷、王云德、刘孜文、

王祎才、苗 旭、刘振昌

153
厕指——一款基于非接触式指纹识

别的厕机
青海省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贾宝瑞 李丕煜、樊 亮、张广忠、王丁涛

王莲中、马淑萍、吴秀红、

王文林、陈元龙

154
“智造”方便——厕所革命视域下公

厕小便器智慧化管理的领跑者
青海省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杨桑加

吴虹霖、尕玛巴丁、徐静芸、周 杰、

三智才让、王 宁、吴嘉瑜

王新亮、马 麟、牛 勇、

周玉熬、王莲中、林小虎

155
追牧人——智慧牧场种养一体化生

态养殖模式领跑者

宁夏回族自

治区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刘金龙

王进鹏、王 鑫、马宏烨、李长江、

赵崇伟

纳 嵘、宋 超、杨晓燕、

方光明、张 涛

156
智空科技——全频段技术标准引领

无人机防控的首倡者

宁夏回族自

治区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李佳林

刘梦蕾、夏毓媚、吴佳婧、甄鑫月、

杨佳涛、邹纪伟、李亚雄
张诗雨、罗彦祥、王 佳

157 优蒜有你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庞晶晶

刘晓龙、于苏夫江·艾合买提江、李

嘉荣、徐 婷、项鸿阳、刘 萌

刘旭新、颜正英、周新明、

李瑞星、王海波、刘志宏、

吐尔逊娜依·迪力夏提、邱

桃玉

158
节源开流，水润九州—智能灌溉控制

系统，赋能新疆大田农业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海洋

黄 静、朱鹏学、何睿康、巴力江·阿

依本、张亿伟、杨 飞、陈文博、白

世钰、赵雪妮、彭 越、任洛毅、何

海龙、邹 涛

马 莉、吴玉秀、黄向城、

李瑞星、喜 炜、杨晓军、

马文鹏、王 芳、张双侠、

樊 洁

159
哈萨克非遗手工艺品阿帕的手艺之

黑肥皂‘喀拉萨本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

院

迪丽达

尔·胡昂

汗

周美云、朱君龙、塔拉提·热合曼、

孙 敬、巨新瑞、于海洋、邹永强、

王 娜、孙 震、张 瑞

刘巧芝、杨 涵、秦邵华、

白毓秀、代 林、周新明、

张金枝

铜 奖

序号 参赛项目 省份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60
“飞檐走壁蜘蛛侠”——超级爬壁机

器人
北京市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丛浩然

刘泳君、李 磊、郭博浩、付禹琨、

张金龙、康 洋、罗 艺、水恒泽、

马明宇、姚馨童、管腾飞、王旭亮

李林琛、王 键、张云龙、

郭 菾、郑 兴、张春芝

161
新球战疫：PCR 核酸检测试剂新型冻

干微球
北京市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段彦旭

孙 芸、黄鑫宇、胡立禹、张展硕、

王正玖

陈 亮、赵新颖、李曙光、

李 京、陶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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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匠心“纱”场——“莨纱绸”开拓香

云纱非遗产业新时代
广东省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黄 坤

高芷晴、吴 桐、梁紫嫣、何丽欣、

张铭杰、王 怡、邹秋燕、陈梓昕

宣克勤、梁 娟、文水平、

蔡 祥、王家馨、黄 婷、

刘 鑫、曾红武

402
贴心宝——全球首款微流控技术护

理产品
广东省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李欣悦

孔晓嘉、郭梓琪、陆煜辉、叶 敏、

黄洁珣、徐 焕

甘以明、姚 翔、杨友红、

孙德延、黄 婷、王北一、

李竹君、曾红武

403
精图通算——洞见商机，为复杂的大

数据画像
广东省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张苑婷

吴家家、吕子龙、谢姿炫、刘锶微、

林晓仪、詹洁明、陈晓婷、吴杰雄、

黄锦梓、张心瑜、洪宇洲、黄银荣、

赵林波、黄章洪

郑 新、伍 丹、陈 静、

黄信坤、刘平胜、徐海芳、

付文亭、张 志、陈海生、

贺秋炎

404
钻探卫士——石油钻井循环系统安

全守护者
广东省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江鑫球

周晚青、王 海、黄桢桦、陈镇天、

梁锦柯、成国梁、陈露琪、梁湛健、

马泽鑫、吴锐坤、蔡盼林、邓华良、

蔡国钊、黄金辉

刘 佳、温宇强、徐 丽、

孟祥坤、张红青、覃卓庚、

易 锟、黎日环、罗小军、

许文燕、曾祥苹、李 丹

405
云鸽科技——无人机农业飞防服务

专家
广东省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麦海涛

张 乾、孔嘉政、黄学雄、陈彦媛、

高浚淋

孟海涅、罗良艺、徐 丽、

史 蓉、薛慧丽、李佳诺、

蔡宗朝、李 丹

406 汪达——宠物新生态的引领者 广东省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刘高名

温德森、谭淇芮、冯癸洋、陈芷殷、

黄慕贞、曹彩玲、何煜雄、蔡碧霞、

李沃杏、李广余

王亚欣、张 君、刘思伽、

汪祥斌、何丽燕、张 盈、

张 岐、张媚玉

407
邻里农园——水果无人零售的领军

者
广东省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余伯龙

黄敏怡、蔡明时、周佳越、谢浩洋、

黄泽华、陈晓明、邓小婷、梁 羽、

梁柏川、李汭青

汪德露、王媚莎、张 珊、

耿 炎、周 峰、吴 孟、

萧健诚、朱咏娟

408

智“烘”科技——打造智能高端烘干

设备品牌,助力木材加工产业转型升

级

广西壮族自

治区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 琪

江思炜、梁朵朵、苏 斌、欧振程、

张 琪、许为龙、伍世纪、罗 宏、

刘满华

罗 茜、冯道宁、罗淑云、

刁爱华、覃 靖

409 新一代金属加工切削液
广西壮族自

治区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杨飞龙

叶文茵、兰绍根、朱 硕、陆 芳、

曾婷誉、潘 炳、刘邦龙

尤宝庆、廖 非、曹登峰、

邓永霞、梁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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