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师范学院文件 
校科研〔2016〕5 号 

 

关于公布淮南师范学院“第四届大学生科技

创意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关于开展淮南师范学院第四届大学生科技创意大赛的

通知》的安排，学校科技处、团委、学生处精心筹划，各二级学

院积极组织申报和初评，本次活动共收到各类创意作品 500 项。

依据活动的评选原则，评审工作组共评选出一等奖 25 名，二等

奖 40 名，三等奖 65 名，现予以公布和表彰。 

根据各二级学院申报情况，评出优秀组织奖 7 名：生物工程

学院、电子工程学院、经管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法学院、

外国语学院、金融学院。 

希望获奖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我校的应用

型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淮南师范学院“第四届大学生科技创意大赛”获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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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第四届大学生科技创意大赛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人 学号 参与人 1 参与人 2 所属学院 获奖等次 

1 可充电的带灯的光致储能荧光撑衣杆 王灿 1306010124 张晓旺 王宇 电子工程学院 一等奖 

2 新型不锈钢西瓜切片器 李先进 1406020212     电子工程学院 一等奖 

3 推拉式盒盖收纳盒 易春霞 1506040134     电子工程学院 一等奖 

4 黑板自动清洁防尘装置 石维伟 1401010157     法学院 一等奖 

5 多功能智能喂奶机 何玉莹 1501010208 郭青 邱娩娩 法学院 一等奖 

6 收缩书架 夏美霞 1401030143 张煜 王  英 法学院 一等奖 

7 车厢座位趴卧式睡袋 杨伟伟 1307030235 戚祥方 刘佳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一等奖 

8 可自动给电的多功能拐杖 李丹 1307010108 王燕茹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一等奖 

9 悬挂式电脑收放架 苏一军 1407030225 苏一军 陈欣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一等奖 

10 S-S 型冷凝管 崔东进 1407010104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一等奖 

11 冷热交替多功能水杯 杨丹丹 1407010159 苏海燕 李静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一等奖 



12 一种新型的启普发生器 王士林 1507040228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一等奖 

13 新型实用自动黑板擦 李云飞 1414010120     
机械与电气工

程学院 
一等奖 

14 新式实用型发光雨伞 龚玥 1414010249     
机械与电气工

程学院 
一等奖 

15 防断电智能电动升降晾衣杆 吴超 1414010231 傅浩   
机械与电气工

程学院 
一等奖 

16 便携式可伸缩多功能撑衣杆 刘旭青 1312050420 田雪珂   经管学院 一等奖 

17 新型多功能实用鞋刷 胡倩倩 1412050415 李波 齐奇 经管学院 一等奖 

18 多功能肥皂收纳包 周晓红 1313210147 陈园园   生物工程学院 一等奖 

19 多功能学生折叠蚊帐 陈园园 1313210103 周晓红   生物工程学院 一等奖 

20 便携式可压缩水杯 贾婷婷 1313030211 王楠   生物工程学院 一等奖 

21 多功能长途汽车座椅 李鑫鑫 1313030214 王方红 郭明月 生物工程学院 一等奖 

22 车载太阳能风扇 踞玲玲 1313040214     生物工程学院 一等奖 

23 精准高位蛋白质扩散滴液仪 何光勇 1313010111 汤夏安 杨靖 生物工程学院 一等奖 

24 多功能套被杆 叶蕴 1513010141 林文婷   生物工程学院 一等奖 

25 创意高效垃圾桶 贺一鸣 1302020112     
文化创意与传

播学院 
一等奖 



26 便捷横幅悬挂器 唐天良 1306010122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奖 

27 汤漏一体勺 王玉娇 1306010131 孙浩天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奖 

28 客车座位改进 倪晶利 1306020214 单孝忍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奖 

29 新型可照明螺丝刀 卓振国 1314030145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奖 

30 多功能电脑桌 夏启俊 1314030331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奖 

31 新型撑衣杆 陈超 1314030402 吴莹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奖 

32 一种闭合式湿衣服压水器 马凡 1314030418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奖 

33 太阳能热水器智能控制系统 曹波 1414020401 凡任宽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奖 

34 多功能衣架 汪华霄 1506040123 柯文静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奖 

35 调整型鞋架 汪锦妍 1506040223 胡冉冉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奖 

36 新型实用手机散热架 杨璐 1301030141     法学院 二等奖 

37 四桶环保垃圾桶  许晶晶 1307020236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二等奖 

38 防尘牙刷 王志强 1307020231 王士林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二等奖 

39 护手防断粉笔套 宋雨蔷 1407030224 陈钉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二等奖 



40 一种新型化学实验所用磨口玻璃塞     陈钉 1407030201 梁帅 宋雨蔷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二等奖 

41 水池底层沉积物清理装置 檀方芯 1407030226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二等奖 

42 智能晾衣系统   何情 1407030206 朱骄骄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二等奖 

43  桌椅两用式椅子  汪星星 1407040130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二等奖 

44 多功能新型纳米孔超绝热隔离套 刘敏 1407020214 李梦婷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二等奖 

45 旅游式马桶可蹲器 施启禹 1407020122 赵雪微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二等奖 

46 一种可平视看书的可调节书架 刘媛 1304020149 蓝隆起   教育学院 二等奖 

47 强力刮地综合笤帚 姚蔚林 1505030237 周勇 俞李俊 金融学院 二等奖 

48 智能感应开关压缩垃圾桶 陈珍霞 1508220102     计算机学院 二等奖 

49 多功能懒人台灯 王怡 1412050331     经管学院 二等奖 

50 固液分离垃圾桶 孙敏敏 1312050428     经管学院 二等奖 

51 新型手机支架 单雪梅 1512040209     经管学院 二等奖 

52 多功能鞋（靴）架 许文仙 1412070135 王楠 杨亭 经管学院 二等奖 



53 新型雨伞 俞敏 1313040138 毛世睛   生物工程学院 二等奖 

54 水面垃圾及浮萍清理机 陶玉荣 1313020123     生物工程学院 二等奖 

55 多功能鞋架 叶琴 1313210138 石红苹   生物工程学院 二等奖 

56 多功能肥皂收纳包 周丹 1313210146     生物工程学院 二等奖 

57 旋转式多功能收缩式晾晒架 石雪元 1313030226     生物工程学院 二等奖 

58 多功能凳子 顾亚茹 1313010109     生物工程学院 二等奖 

59 携梯自转式图书馆书架 吴越华 1313030235 王方红   生物工程学院 二等奖 

60 时间设定门  张晓艳 1403020136  胡丹 丁瑶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61 可伸缩清洁杆   毛丹 1403020218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62 改版防触电安全插座 李君权 1403010214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63 底部托盘式和顶部压紧盖式垃圾桶 汪淑芬  1503020307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64 器皿自动清洗仪    高倩文  1503010107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65 全方面拟箱画架 王莉 1502060116     
文化创意与传

播学院 
二等奖 

66 一种侧面带有可弯折拉杆的行李箱 汪意轩 1306010123 刘鹏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67 多功能椅子 周阿龙 1306010151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68 快捷可调节哑铃 张宇 1314030140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69 “长”在盆上的肥皂盒 薛翠翠 1314030433 刘玉婉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70 多功能防滑肥皂盒 杨东东 1314040233 孙威 王强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71 一种利用路灯来进行洒水的装置 崔建坤 1414020405 曹波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72 基于 STC 的智能园林喷洒装置 凡任宽 1414020407 崔建坤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73 自行车防盗系统 刘乐 1414040117 张乾孟 卢玉龙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74 晴雨两用鞋 丁蓉 1506040204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75 户外、车载、室内加湿三用一体式水杯 吴中红 1406020229 唐拓坤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76 多功能伸缩晾晒架 李荣荣 1315010113 叶树明 纪文杰 法学院 三等奖 

77 学生适用多功能座椅 汪滨滨 1301030130 费婷婷 江雯 法学院 三等奖 

78 U 型鞋刷 郑永恒 1307030143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79 一种可拉伸式的公交车手拉环 戚祥方 1307030220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80 一种实用型折叠鞋架 许磊 1307030233 付秀影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81 三用筷子 蒋盼盼 1307040214 刘敏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82 环保型烟盒 吴雪锋 1307020233 陈胜霞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83 多功能杆头 那子玉 1407030219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84 便携式牙膏牙刷一体机 邓晓芬 1407040108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85 可折叠式推拉门 姚莹 1407040240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86 多功能晾衣架 包楠 1407010150 马国强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87 按压式牙膏牙刷 朱俊丽 1407010149 朱俊丽 王玉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88 USB 温度调节器 范鹏  1407020106 夏兆萍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89 多功能智能语音导盲拐杖 杨小强  1407020136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90  多功能书包 樊书婷 1307030105 潘海波 王卓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91 新型转轴自动防风晾衣架 胡靖晨 1407020209     
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 
三等奖 

92 多功能衣架 张照爽 1405010256 吴玮娉   金融学院 三等奖 

93 公共便捷便池 陈玥 1505010202 高文慧 杨玉茹 金融学院 三等奖 



94 新型多用途保温杯 查健 1305010303     金融学院 三等奖 

95 多功能雨伞帽 邢兴 1305010333 朱一 姚振 金融学院 三等奖 

96 红外线防止儿童闭闷装置 张玲娣 1405010144 许飞明   金融学院 三等奖 

97 一种防近视驼背桌椅 孙静 1305020222     金融学院 三等奖 

98 多功能发夹 姜洁 1412060112     金融学院 三等奖 

99 舒行多功能拐杖 唐拓坤 1412060227 鲁爱华 吴仲贤 金融学院 三等奖 

100 家用自动浇水器 查建丰  1312060103 王平平   金融学院 三等奖 

101 宿舍晒鞋神器  盛蕾 1312050427 窦士纯 张杰 经管学院 三等奖 

102 厨房人性化水龙头 尹永霞  1512040243 王曼玉   经管学院 三等奖 

103 便携多功能杯  郭宏玮 1512040213 孙晓晖   经管学院 三等奖 

104 一种易拔夜视插头 陶潜 1312050331     经管学院 三等奖 

105 平安多功能数据线 姚馨 1412050337 汪安宇   经管学院 三等奖 

106 浴室镜去雾器 冯杨 1312010207     经管学院 三等奖 

107 新型螺旋式牙膏包装管 丁成东 1412020335 马文韬 陈布泽 经管学院 三等奖 



108  一种新型运动适用的风湿热疗贴 杨辉 1312020236     经管学院 三等奖 

109 多功能眼镜盒 曹峰 1412070103 茆 慧   经管学院 三等奖 

110 多功能节省空间的柜子 石红苹 1313210125 叶琴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11 抽屉式垃圾桶 裴纪柳 1513040218 夏悦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12 “ 随我意 ”鞋刷 孙楠楠 1413010129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13 可调节式鞋架 肖婉 1313030236 李鑫鑫 李金凤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14 新型窗户玻璃、纱窗 毛世睛 1313040123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15 嵌套式万花尺 孔祥新  1213210118 孔令庭 李振军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16 便捷式夹纸画板 孔令庭 1213210117 毛昌伟 余鹏辉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17 一种实用型多功能伞 王卓 1313030133 樊书婷 陈磊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18 一种多功能电源收集盒 周丽兵  1413030144 吴尹 吴鹏洋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19 不会丢掉盖子的中性笔 王小妹  1313020127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20 一种口香糖去除器 王锐 1413030228 余育翔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21 多功能撑衣杆 施慧玲 1313030126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22 防盗门栓 扈树绩 1313030209 王飞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23 床头柜内嵌式万向台灯（手动 or 智能） 包琦栋 1413040101 张孟雅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24 水杯的多功能使用 戴士婷 1513040105 张莹莹 赵霞 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125 多功能储存式洗衣盆 孙艳 1403020123 江颖 陈帆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26 不只是盆架  陈美 1503020201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27 多功能小挂钩  王娟   1503010116 陈杨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28  衣架收纳器  夏蓉 1503010224 章思蓉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29 便利式黑板擦 王杰 1302020130     
文化创意与传

播学院 
三等奖 

130 单柄双开式门面 王朝阳 1301040225 胡洋   
文化创意与传

播学院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