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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等奖 知产学院 “互联网+”技术成果转化平台 初创组 戚湧 高盼军 周星 李凌峰 王真真 杨光

2 一等奖 理学院 南京苏创知识产权 初创组 陶维之 张学彪 华剑 熊慧 汤可欣 陈一鸣

3 一等奖 理学院 南京享辉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初创组 陶维之 缪建红 吴文杰 李铮 阎宏艺 王丙休 于嘉伦

4 一等奖 经管学院 费尔干纳摩德纳陶瓷工业有限公司 成长组 田辉 段光 张双喜 高安岳 叶志超 张博 李珍珍 蒋金花

5 一等奖
计算机学

院
洛狄特智慧酒店入住解决方案 初创组 马勇 韩飞宇 姜淼 贺思明 毛妮 金灿

6 一等奖 机械学院 非接触式精密滚珠丝杠滚道型面检测系统 创意组 欧屹 杜建宾 司道行 周华西 郝显峰 李卓 代冰莹 王晓艺

7 一等奖 机械学院 “互联网+微纳卫星”航天集成服务平台 创意组 于永军 凌宏辉 韩戴如 李剑锋 胡远东 徐根

8 一等奖 化工学院 手持式车载热气溶胶灭火器 创意组 李成龙 张天娇 潘仁明 刘笔若 汪婷婷 葛佳丽 金佳明 郑芬婷 高阳 黄仲翔 张兆钧

9 一等奖 电光学院 Cell monitor培养箱活细胞三维监测仪 创意组 周小虎 左超 丁君义 李莎莎 孙佳嵩 叶晓东 李一博 盛佳丽 张妍 刘天成

10 一等奖 材料学院
面向高品质显示与照明应用的高效发光量
子点

创意组 宋继中 缪乾 李贤胜 陈嘉伟 孙怡璇 练靖雯 张弛 郭逸静 郭慧玥 张晓丽

11 二等奖
自动化学

院
定位导航授时微系统 创意组 鲁涛 陈帅 诸云 孙昭行 凌静怡 韩林 吴俊敏 赵琛 温哲君

12 二等奖
自动化学

院
NB-IOT城市级智慧停车系统 初创组 孙金生 吴梓杏 陈颖 刘正飞

13 二等奖
自动化学

院
人机共融机器人导航解决方案 初创组 郭健 诸云 洪宇 黄迪 刘源

14 二等奖 外语学院 白鹿堡物流平台 初创组 陈祚瑜 陈凯雷 朱凤成 陈凯强 吴明东

15 二等奖 理学院 基于混杂固化原理的路面抗车辙沥青材料 创意组
陶维
之

李继民 黄婉琳 周羿 耿佳莹 吴斯琦 房聪 周雨珊

16 二等奖 理学院 美国课堂零距离 初创组 缪建红 徐慧玲 彭滢 宋婷婷 秦皓哲 王天忆

17 二等奖 经管学院 一克资源再生科技 初创组 鲁涛 李京京 段锦涛 韩庆祥 宁辰雪 张晶 蒋洳晨

18 二等奖
计算机学

院
智能陪护轮椅装备 创意组 马勇 朱凯 陈德毅 祝青 阙贵敏 胡雅淇 宫京京

19 二等奖 机械学院 瑞金少年探空筑梦计划 创意组 郑侃 刘亚东 刘  磊 汪忠辉 李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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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二等奖 电光学院 智能驾驶汽车防撞激光探测系统 创意组 钱惟贤 吴钰 王凡 杨锦清 吴李勇 张博玮

21 二等奖 电光学院 高灵敏快速智能成像光谱仪 创意组 韩静 王旭 葛锦洲 姚静 马翔云 楼啸天

22 二等奖 电光学院 三维显微镜 创意组 左超 王强 陈冬冬 范瑶 武泽楠 韩啸 崔雨萌

23 三等奖
自动化学

院
基于多传感信息融合的智能停车系统 创意组 周竹萍 杜鹏桢 周威 丁力 鄂嘉泽 陶乐 温倩倩

24 三等奖
自动化学

院
“Safe travel”超车预警系统 创意组 徐永能 邓宏 侯松林 屠后圆 段琼

25 三等奖
自动化学

院
智慧云医疗护理床 创意组 孙瑜 杨涛 庄纪岩 汪凯鑫 陈阳阳 叶子杰

26 三等奖 设传学院 甲言造字APP 创意组 宋杨 黄牧灵 林翊颉 张原宁 夏西子 邓宇琦

27 三等奖 设传学院 “藏民行家”帮扶计划 创意组 宋杨 白玛卓嘎 丁品妍 彭一诺 张沁仪 郭凯翌

28 三等奖 能动学院
“美丽新农村，科技谱蓝图”——农村生
物质成型燃料惠农新模式

创意组 关军 王杏周 卢玥 梁逍逍 费凤繁 周天莹 温卫勤

29 三等奖 理学院 大禹智慧水务系统开发 创意组 陶维之 安啸琪 郭万杰 扶月 杨菲菲 刘欢欢 邓艺卿

30 三等奖
计算机学

院
中小学可定制化人工智能机器人教学系统 创意组 马勇 朱凯 黄炎 马昕妍 包晟煜 刘昕 俞贺镔

31 三等奖
计算机学

院
Dolphin智能车 创意组 马勇 朱凯 赵志豪 谷代平 王思琪 陆忆川 王茜靖

32 三等奖 化工学院 石头纸的生产与推广 创意组 谈玲华 徐建华 吕静 何朝铭 朱力 房佃磊

33 三等奖 化工学院 南京金骨优涂层科技有限公司 创意组 江晓红 肖金涛 苏媛 窦露露 陶铭 王文霞

34 三等奖 化工学院 SFE运动姿势指导智能运动器材 创意组 贾红兵 徐旭冉 姜宽 王亚珠 赵璐 崔健 赵玉祥

35 三等奖 化工学院
互联网+净水科普与服务，助力幸福新农
村建设

创意组 唐卫华 周杰 张天娇 张倬涵 袁艳 王宏涛 董子豪 许佳 韩分分

36 三等奖 化工学院 新型创可贴 创意组 李成龙 张天娇 孙东平 黄浩 张衡 段宇欣 郭子豪 郑欢欢 王昊鹏

37 三等奖 电光学院 基于图像识别的自主寻迹机器人 创意组 张志安 杜森 盛雨 陈洪权 李艳歌 郭宏成

38 三等奖 电光学院 手绘视频文创工作室 创意组 陈冬冬 王强 浦晔雯 隋月 谢晓晗 王卓琛 崔浩杰 傅超 郭沫含

39 三等奖 电光学院 多功能射频前端一体化 创意组 王昊 王岩 丁娟娟 权双龙 贺双 丁增霞 石远程 丁施健

40 三等奖 电光学院 无人机压制系统 创意组 王昊 王岩 丁睿 姚静 马翔云 徐达龙 张耀丹 张天宇 顾斯祺 陈飞鸿 俞君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