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技能（创新创业）竞赛参赛及获奖统计表

竞赛名称 承办学院 参赛人数 参赛项目数 获奖人数 晋级省赛人数 晋级省赛项目数

2020沈阳大学大学生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机械工程学院 62 59 36 36 32



附件2：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技能（创新创业）竞赛参赛及获奖名单汇总表

学院（盖章）： 院长：

序号 竞赛名称 作品题目 队伍名称
参赛人 参赛人 参赛人 指导教师 奖项 晋级省赛

姓名 学号 学院 班级 姓名 学号 学院 班级 姓名 学号 学院 班级

1 2020沈阳大学大学生文化
创意设计大赛

ANTARES陆空两用无人机 郎阔 A1632126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丛文瑞 一等奖 晋级

2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原浆啤酒机外观设计 杜岳霖 A1632113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宋亮 一等奖 晋级

3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千禧 张鑫 B1789105 美术学院 17公共艺术
一班

张伏 一等奖 晋级

4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家用原浆啤酒机改良设计 李常歌 A1632111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丛文瑞 二等奖 晋级

5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啤酒容器配套设备外观设
计

刘田甜 A1632114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佳征 二等奖 晋级

6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沙漠植树工程车外观设计 龙启霞 A1632107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佳征 二等奖 晋级

7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未来载人轨道交通工具外
观设计

张信宇 A1632124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宋亮 二等奖 晋级

8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住宅园区景观灌溉机器人
“小G”

胡一明 A1632128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怀 二等奖 晋级

9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温度 糯米团 夏婷 D1805111 环境学院 18环境生态 苗思雨 D1805106 环境学院 18环境生态 马林婷 D1805107 环境学院 18环境生态 二等奖 晋级

10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旅游区域沙滩清洁车外观
设计

陈世婕 A1632110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佳征 三等奖 晋级

11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森林消防设备外观设计研
究

于松松 A1632104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怀 三等奖 晋级

12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私人飞机外观设计 韩鑫业 A1632123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怀 三等奖 晋级

13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铁路轨道自动巡查设备外
观设计

朱新鑫 A1632117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佳征 三等奖 晋级

14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小型消防设备外观设计 王歆姝 A1632116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宋亮 三等奖 晋级

15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野外探测搜救设备外观设
计

郭力源 A1632103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宋亮 三等奖 晋级

16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运输车辆外观设计 孙铭泽 A1632118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丛文瑞 三等奖 晋级

17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木叶 侯美竹 S1771116 师范学院 17地理 张婷婷 三等奖 晋级

18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云南美食系列明信片 沙莎 S1871130 师范学院 18地理 张婷婷 三等奖 晋级

19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FireHawk森林消防无人机
外观设计

张驰 A1632106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宋亮 优秀奖 晋级

20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玉龙——缝纫机造型文化
设计

郑静娴 A1732101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关怀 优秀奖 晋级

21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室内灭火器 王李龙 A1732103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优秀奖 晋级

22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The Black Star 刘金 A1732111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关佳征 优秀奖 晋级

23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厨房灭火器 崔雯娟 A1732112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优秀奖 晋级

24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R口袋望远镜 张雪 A1732114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优秀奖 晋级

25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便携式望远镜 史一彤 A1732117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优秀奖 晋级

26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Seeking Helmet智能安全
头盔

纪世玉 A1732121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优秀奖 晋级

27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家用音响投影仪 周连弘 A1732122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优秀奖 晋级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技能（创新创业）竞赛参赛及获奖名单汇总表

学院（盖章）： 院长：

序号 竞赛名称 作品题目 队伍名称
参赛人 参赛人 参赛人 指导教师 奖项 晋级省赛

28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Little Bee 小蜜蜂家用手
电钻

刘健 A1732125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关佳征 优秀奖 晋级

29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灰金” 张茵 A1732128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关佳征 优秀奖 晋级

30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致逆行者 聚星 史方鑫 G1743101 生命科学与
工程学院

17生物技术 吕晓秋 G1743129 生命科学与
工程学院

17生物技术 刘佳 G1743105 生命科学与
工程学院

17生物技术 蒋雨忻 优秀奖 晋级

31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新时代 范文晴 S1709218 师范学院 17学前二班 李月亮 优秀奖 晋级

32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明兰 陈程 S1871129 师范学院 18地理 张婷婷 优秀奖 晋级

33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基于用户体验的家用原浆
啤酒饮酒机外观设计

王启 A1532104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怀

34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残障人士助行设备造型设
计

鞠春洋 A1632121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丛文瑞

35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多功能行李手推车外观设
计

郭佳欣 A1632122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怀

36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缉毒安检设备造型设计 齐鑫 A1632125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丛文瑞

37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家用可折叠式跑步机外观
设计

汪润民 A1632105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怀

38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交通事故救援设备外观设
计

张远 A1632109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佳征

39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农田秸秆收割设备外观设
计

张馨文 A1632120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宋亮

40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农用拖拉机外观设计 王华彬 A1632101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丛文瑞

41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室内救援智能灭火产品设
计

王小艺 A1632115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佳征

42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无人驾驶观光车外观设计 常承凤 A1632102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佳征

43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医疗急诊设备外观设计 杨向月 A1632119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宋亮

44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智能辅助睡眠仪设计 葛书池 A1632112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关怀

45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共享助力车及充电设备造
型设计

尹雪萌 A1632127 机械工程学
院

16工业设计 丛文瑞

46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Stress Free--无压痕口罩 潘洋洋 A1732102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47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Flamebeater” 车用灭
火器

瞿致敏 A1732104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48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射电多功能望远镜 宋长军 A1732107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49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安全搭档”施工头盔 闫政君 A1732109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50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透明便携手电钻 李友忠 A1732110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关佳征

51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歼灭灭火器 王宁 A1732113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52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无绳口罩 刘鸿 A1732115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54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便携式变形望远镜 李佳欣 A1732119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55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KELLER-骑行头盔 孙洋 A1732120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56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BLACK尖峰 黄昊楠 A1732123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关佳征

57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家用小型手电钻 张博达 A1732124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关佳征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技能（创新创业）竞赛参赛及获奖名单汇总表

学院（盖章）： 院长：

序号 竞赛名称 作品题目 队伍名称
参赛人 参赛人 参赛人 指导教师 奖项 晋级省赛

58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医用可更换口罩 黎彦岑 A1732126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59 2020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

夜行者骑行头盔 杨照星 A1732127 机械工程学
院

17工业设计 丛文瑞

说明：1.请将所有参赛报名同学信息填报上交； 2.作品题目、队伍名称没有可不用填写；3.个人赛请将学生信息填写到队长信息中；4. 如果队员超出人数，可自行加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