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奖次
1 智能温室里的可控光合作用 王盛白 金奖
2 霸座监控灯 付尹萱 丁琬珈 金奖
3 智能路灯 涂腾 金奖
4 好习惯、好未来儿童智能灯 吴宇航 金奖
5 驾驶精灵 要昕彤 金奖
6 智能十字路口 张少涵 金奖
7 工作者智能灯 种奕帆 赵洋博 金奖
8 智能社区 罗文淇 金奖
9 智能失物招领管理系统 唐鸿锴 朱柄丞 金奖
10 智能药箱 马章元 张瑞琪 金奖
11 婴儿智能陪伴灯 赵若凡 银奖
12 智慧家庭 钟启瑞 钟启铭 银奖
13 智能照明 赵禹松 杨思涵 银奖
14 智能学习灯 孙浩哲 李昊宸 银奖
15 小猪版智能小管家 徐彦森 银奖
16 智能灯具 朱书广 李明轩 银奖
17 智能家居 谭博瀚 银奖
18 智能灯管理系统 周昱均 谭诗瑶 银奖
19 深夜偷窃警报系统 郑建佐 银奖
20 智慧台灯 孙新尧 银奖
21 智能台灯 刘星艺 银奖
22 优优号台灯 高旭辰 银奖
23 智能按键红绿灯 黄皓哲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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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智能停车场 贾博涵 银奖
25 智慧道路 卢烨 银奖
26 交通安全两件套 王家辉 解凤文 银奖
27 防车祸自保汽车 何敏嘉 孙钰博 银奖
28 智能斑马线 安小宇 银奖
29 新农村智能灯 王卓钰 银奖
30 智能安全路口 郭子坤 银奖
31 智能车灯调节 郑昊昱 白皓阳 银奖
32 智能社区 孙启城 银奖
33 自动购物支付需求处理平台 陈钊昶 银奖
34 智能户外球场 尤彦博 冯日昊 银奖
35 公用安全拐棍 刘香子 曹雨飞 银奖
36 智能巡逻系统 许贺明 银奖
37 跑跑小黄人 杨倩倩 银奖
38 “天植”城市系统 米鸿仁 刘继干 银奖
39 智能化小区 孙睿 银奖
40 智能社区适应场景 曾隽贤 黎家俊 银奖
41 知眼台灯 洪续之 铜奖
42 智能防盗灯 喻笑翎 铜奖
43 智能灯具 韩俊羽 铜奖
44 AI云控制灯 李金洋 郭恩泽 铜奖
45 人工智能台灯 穆宇轩 铜奖
46 智能玄关灯 张家琳 铜奖
47 智能声控小台灯 谭乔予 铜奖
48 侦测灯 罗艺 铜奖
49 智能家具 赵禧霆 铜奖
50 智能台灯 张虔 铜奖



51 垃圾车上的智能灯 刘明放 铜奖
52 智能灯控系统 袁鸣鹤 铜奖
53 停车场智能灯控制系统 王德彧 铜奖
54 智能摩托车 杜弘翌 铜奖
55 智能节能台灯 施朴朔 李语涵 铜奖
56 语音识别智慧灯 徐子恒 铜奖
57 智能吊灯 周冠霖 邵浩冉 铜奖
58 智能声控灯 雷皓钦 孙靖雯 铜奖
59 智能护眼电视 杨童楚晨 铜奖
60 报警灯 焦讯 邹峰 铜奖
61 灯 黄泽 铜奖
62 防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路障装置 祁灏渱 张雨薇 铜奖
63 智能公交车 张博文 铜奖
64 智慧行车辅助系统 孙琛 铜奖
65 防中国式过马路盲人红绿灯 刘洪宇 铜奖
66 智能红绿灯 赵泓宇 铜奖
67 智能交通工具微电脑 于千智 铜奖
68 AI交通管制系统 魏子明 陈亚炜 铜奖
69 智能车辆事故预警系统 李烨 铜奖
70 智能交通信号灯 彭麒源 铜奖
71 智能交通信号灯及光感路灯 胡米利 铜奖
72 可进行站点询问的助残防撞击智能大巴 田大震 王纪薇 铜奖
73 地下智能轨道停车库 孙相宜 铜奖
74 智能公路 孙彬航 铜奖
75 洲际特快列车智能系统 陈书逸 陈泓璟 铜奖
76 智能交通 邓梓宸 铜奖
77 智能夜间多用途照明装置 杨天翔 铜奖



78 智慧社区 袁颢天 铜奖
79 智能广场 李思蓉 铜奖
80 智能社区 刘恩澎 铜奖
81 智能交通停车场 连宇东 铜奖
82 智能社区门禁安保系统 赵奕喆 铜奖
83 你好，未来的社区 余启哲 钱信源 铜奖
84 智能安检分车系统 董玉恒 马章元 铜奖
85 小心为您服务 陈佳彦 李俊翔 铜奖
86 智能社区，门卫 王一钊 铜奖
87 智能交通体验 齐家欢 铜奖
88 社区智能停车系统 康尊城 铜奖
89 多功能停车场 关礼松 铜奖
90 光感LED灯 邵楷 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