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如意杯“科创宁波·甬创未来”首届科技创新
大赛拟入围复评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负责

1 无废城市固废智能化云监管系统 林家豪

2 微流控芯片检测系统 孔继烈

3 5G 立体安防巡检机器人 陈霞

4 污泥园林绿化基土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李丽

5 节能环保、低成本的模具抽真空装置 胡宁安

6 基于多极阻尼技术的高楼逃生塔 解宏

7 民用高可靠性火灾安全燃气阀 严荣杰

8 E 运——半封闭场景下的末端配送无人车 刘文龙

9 3D 悬空影像系统 魏嘉俊

10 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壳体总成 张正来

11 EDS-80 型高强力精密导柱式开式压力机 梅碧舟

12 不外排油烟的集成灶 冯卓林

13 一种低成本轨道 AGV 柔性制造系统 林鸿达

14 一种倾斜摄影设备以及无人机 张浩

15 制动管智能生产检验流水线 刘超超

16 土地修复+绿色经营一体化 李纯

17 智能发热地板 谢国荣

18 集成烹饪中心 胡秘芬

19 有机（易腐）垃圾处理设备 刘仁平

20 下一代地铁平台电容研发项目 童克锋

21 试管开盖机 杨学军

22 基于人脸微表情分析的应用平台 林庆国

23 全电式多材料注射成型中心 刘军

24 MEMS+ASIC 传感芯片集成的小型化磁通门电量传感器 侯晓伟

25 Hi3 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 谢子方

26 CRM-HMA420 双向配油内曲线液压马达 沈筱燕

27 室温催化净化甲醛技术的应用 李要彬

28 高速高精度贴片机 ESM-106 于兴虎

29 一种力致响应药物控释多功能伤口敷料 章梦赟

30 云上甬动单车 陆继祥

31 具有与电能表自动配对功能的蓝牙断路器 龙翔林

32
新能源汽车热泵管理系统核心零部件高性能气液分离器

开发项目
常萌萌



33 基于 5G 的定制酒无人产线 杜吉领

34 基于半精纺设备的花式捻线机 陈穗瑜

35 电力管家 罗军

36 涡旋压缩机动静涡旋盘加工装备的开发和产业化 梁晖

37 壁挂灯智能音箱 夏峰

38 MAX32 新型抗冲击纳米材料 潘天宇

39 怀旧家用取暖器 方世玉

40 四主轴加工中心 王凯

41 TS42 高端双主轴双刀塔车铣复合 姜少飞

42 一种 RT501 触摸式数码显示屏 郭赤诚

43 骨盆髓内固定系统装置 张勇

44 老人洗头设备设计 尚婉露

45 设计与连接 于宁

46 新型分体式结构手控阀 崔平川

47 星辰投影杯 高子轩

48 Skyline AIR S- 智能物联预警系统项目 邬宏斌

49 农药喷车 潘志滨

50 全自动冰冻染色封片一体机 丁卜同

51 DIY 宠物慢食玩具套装 刘宇翔

52 多功能医用抗菌材料箱 李佳

53 基于光学导航的总装内外装饰 AGV 许甜恬

54 模块化微型数据机房一体机 谭小敢

55 医疗产品专用注塑机 金敬明

56 吉利博瑞 GE PHEV 汽车 吴雅萍

57 水墨屏互动式电子校园卡 朱云飞

58 面向弱势道路使用者的 ADAS 测试装置关键技术研究 吴云兵

59 笔记本- 自然系列 闻卉

60 旋转华夫饼机 刘新民

61 净 徐龙慧

62 时刻 王芳

63 雨之润-社区路灯设计 林松菁

64 带可折叠梯子的手推车设计 赵敏君

65 个人健康防护用品存放空间 单舒扬

66 消毒门把手套 姜启政

67 智能物联网净化杀菌电梯空调 黄埔益敏

68 大健康智能医疗可穿戴设备 潘莹

69 负离子教室（学生）护眼灯 马泉洲

70 沙滩垃圾清洁车 陈枫

71 路边架空式智能停车装备 屠振武

72 两用尺 余杰

73 轮毂油漆-新型高性能冰花漆 王梁

74 F-AED 心源性猝死智能急救服务系统设计 李啸龙

75 一种胸腔镜切口保护器 吴月红



76 interstellar360 度旅游计画 赵荣洲

77 外卖员安全通讯头盔 董建华

78 SKI SHOE DESIGN 王文鑫

79 智能炉灶设计 王宁

80 悠然购——老年专用服务型购物车 梅逸涵

81 自助核酸检测平台 梁晓莹

82 Safe-Crossing 安全通行智能导盲杖 吴弘宇

83 基于 UCD 的应急救援床设计 蒙松森

84 解油星海 蒙健梅

85 老年人自助取药盒 罗显顺

86 农田养分测量仪 黄玉凤

87 全息投影药盒 李小娜

88 听力障碍智能辅助手环 孟榜福

89 移动医疗舱 黄俊霖

90 自闭症儿童情感沟通产品设计 施高璟

91 “圆圈”智能可收纳插线板 支晓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