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慧鱼专项赛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奖项

1 14860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切壳闹”全自动沙拉制作机 一等奖

2 14829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悠游”家用智能机器人 一等奖

3 148609 长春大学 智能茶水神器 一等奖

4 146440 西安交通大学 鞋轻松智能鞋柜 一等奖

5 14738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优衣手”多功能衣橱整理机器人 一等奖

6 146886 西安交通大学 阳阳得“衣”——多功能智慧阳台管家 一等奖

7 14935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嵌入式智能厨房 一等奖

8 149026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用安防系统 一等奖

9 145516 长春大学 食 客 管 家 系 统 一等奖

10 146424 陇东学院 “鲁班 2025”智慧衣柜 一等奖

11 14865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镜中水月”-浴室镜柜一体化 一等奖

12 147078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智能“铲屎官” 一等奖

13 149405 长沙学院 家用垃圾分类打包一体智能机器人 一等奖

14 147814 河南工程学院 智能蜗居柜 一等奖

15 148279 长沙学院 餐桌清洁机器人 一等奖

16 148886 燕山大学 智能浇花拖地机器人 一等奖

17 145451 河北大学 智能家用鞋类护理机器人 一等奖

18 147811 河南工程学院 智能窗户及高空防抛物一体式系统 一等奖

19 14926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米饭管家 一等奖

20 147087 宿迁学院 家用洗鞋烘干一体机 一等奖

21 150227 西安交通大学 “洁身宝”智能淋浴清洁管家 一等奖



22 148729 长沙学院 智能按模机器人 一等奖

23 147472 湖南工程学院 “杯杯舒心”家用智能自动化杯具消毒存取装置 一等奖

24 146364 齐鲁工业大学 家用防疫安全卫士 一等奖

25 149010 燕山大学 智能送水机配备机器人 一等奖

26 149603 长江师范学院 家庭健康监测机器人 一等奖

27 148319 西南石油大学 家庭辅助遛狗与喂养机器人 一等奖

28 148459 长春师范大学 智能化药物分拨提醒机器人 一等奖

29 146301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智能垃圾分类车 一等奖

30 148736 中国海洋大学 家庭宠物训练机器人 一等奖

1 146299 湖南工程学院 家庭智能收纳柜 二等奖

2 146918 武汉大学 “足下有情”鞋柜 二等奖

3 147195 燕山大学 智能鞋柜 二等奖

4 149179 西南石油大学 卫生间智能垃圾桶 二等奖

5 146748 中北大学 智能洗碗机器 二等奖

6 148336 四川农业大学 智能自打包垃圾分类桶 二等奖

7 148414 西南石油大学 智能宠物之家 二等奖

8 145519 长春大学 智能衣柜 二等奖

9 149642 合肥工业大学 基于传感器网络技术与视觉识别全自动晾叠衣物管理机器人 二等奖

10 147553 长春工业大学 智能晾衣管家 二等奖

11 147242 长春师范大学 智能睡眠助手 二等奖

12 148945 中国海洋大学 基于慧鱼的宠物排泄物清理机器人 二等奖

13 145973 河北科技大学 智能家用垃圾处理装置 二等奖

14 147675 西南科技大学 智能一体化冲茶机器 二等奖

15 148510 河南工程学院 自动切削榨汁一体机 二等奖



16 144358 安阳工学院 基于共轴直升机原理的下肢训练机器人 二等奖

17 148191 江苏大学 智能消毒机器人 二等奖

18 147223 河北科技大学 多功能宠物护理装置 二等奖

19 149262 江苏海洋大学 花知晓--智能花卉养护装置 二等奖

20 148544 常州工学院 新型智能宠物洗浴机器人 二等奖

21 145514 长春师范大学 智能清洁、按摩一体机器人 二等奖

22 148747 燕山大学 智能管家 二等奖

23 149242 武汉理工大学 智能厨房调味助手 二等奖

24 14945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饥饿 savior ” ——智能调料助手 二等奖

25 14937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智能火锅机 二等奖

26 148877 燕山大学 智能洗浴系统 二等奖

27 148061 西南科技大学 足球陪练智能机器人 二等奖

28 14514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智能药箱 二等奖

29 148190 苏州大学 家用智能化自动削皮、切片、榨汁一体化水果机 二等奖

30 149355 陇东学院 智慧衣柜 二等奖

31 147582 集美大学 智能药盒 二等奖

32 147609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智能鞋柜 二等奖

33 145782 柳州工学院 自动辅助擦鞋装置 二等奖

34 14556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角落清洁多用机器人 二等奖

35 148539 绍兴文理学院 多功能炒菜一体机 二等奖

36 146805 江苏海洋大学 自动分类垃圾桶 二等奖

37 148662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智能药箱 二等奖

38 149438 中国海洋大学 基于慧鱼的水肥一体化家用智能浇花装置 二等奖

39 14638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基于 Kociemba 算法的慧鱼魔方机器人 二等奖



1 148615 三明学院 家用自走式垃圾分类机器人 三等奖

2 145750 柳州工学院 自动垃圾打包装置 三等奖

3 147393 华北理工大学 智能窗帘控制系统 三等奖

4 148029 燕山大学 智能储物柜 三等奖

5 149330 长江师范学院 AI 安全卫士 三等奖

6 147965 西南石油大学 智能定量出药机器人 三等奖

7 146150 中原工学院 葵花点穴器 三等奖

8 14857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基于语音控制的智能搬运机器人 三等奖

9 148313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多功能智能洗发机器人 三等奖

10 147788 河南工业大学 智能防雨防曝晒晾衣架 三等奖

11 145891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家庭智能药物管家 三等奖

12 149025 西南石油大学 家用食材处理助手 三等奖

13 148576 柳州工学院 蔬果清洗机 三等奖

14 145918 中原工学院 半自动式家用医配式药盒 三等奖

15 149398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士官

学校
智慧鞋柜 三等奖

16 146899 河南工业大学 智能鞋边清理鞋柜 三等奖

17 145297 泰州学院 家用智能早餐机 三等奖

18 144308 柳州工学院 运动按摩椅 三等奖

19 147139 宿迁学院 智能厨房炒菜一体机 三等奖

20 148005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多功能智能冲奶机 三等奖

21 147300 齐齐哈尔大学 智能家居生活管家 三等奖

22 148233 江苏海洋大学 智能浇花机器人 三等奖

23 148163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垃圾分类车 三等奖

24 146952 三峡大学 多功能冲泡服务机器人 三等奖



25 147684 青岛理工大学 智能无异味厨余垃圾处理机器人 三等奖

26 149581 武汉理工大学 渔依智能衣柜机器人 三等奖

27 144458 安阳工学院 小腿康复训练机器人 三等奖

28 148604 江苏海洋大学 智能家用提鞋机器人 三等奖

29 149655 集美大学 多功能智能家政机器人 三等奖

30 146237 长春师范大学 智能衣帮小助手装置 三等奖

31 147822 重庆工商大学 “RC 一号”家用扫地机器人 三等奖

32 149375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模块式存取烘晾一体智能机器衣橱 三等奖

33 148733 长沙学院 智能擦窗机器人 三等奖

34 148113 长沙学院 智能洗澡搓背机器人 三等奖

35 148289 厦门大学 RMS 智能门童-玄关系统 三等奖

36 148855 河南工程学院 智能阳台 三等奖

37 148354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智能多功能洗澡机 三等奖

38 147767 河北科技大学 智能浇花机器人 三等奖

39 145232 河南工业大学 家用智能配药机 三等奖

40 145706 柳州工学院 足浴按摩机 三等奖

41 149543 四川农业大学 可移动晾晒设备 三等奖

42 148236 郑州商学院 家用智能药箱 三等奖

43 149300 湘潭大学 “晾解”——针对“天气多变”的智能晾衣系统 三等奖

44 148552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垃圾转运机器人 三等奖

45 145482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自动感应托扫一体车 三等奖

46 148557 盐城工学院 复合储物升降桌 三等奖

47 147728 三明学院 多功能自动捣压机 三等奖

48 146875 陇东学院 智能洗碗机 三等奖

49 144334 柳州工学院 智能扫地机器人 三等奖



50 147046 宿迁学院 全自动咖啡机 三等奖

51 146397 华南农业大学 智能医药管家 三等奖

52 147455 泰州学院 自动洗杯机 三等奖

53 148238 重庆工商大学 智能收装鞋柜 三等奖

54 145424 商丘工学院 家庭清扫小车 三等奖

55 145410 商丘工学院 智能陪伴小车 三等奖

56 148716 华中科技大学 行李整理机器人 三等奖

57 147748 青岛理工大学 “洁无忧”智能餐盘清洗机器人 三等奖

58 149440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士官

学校
垃圾分类小车 三等奖

59 148375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陪伴抚慰机器人 三等奖

60 146970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厨房智能垃圾存放小助手 三等奖

61 146308 浙江科技学院 家用自动筷子清洗消毒机 三等奖

62 146042 商丘学院 AI智能取件机器人 三等奖

63 148215 广东理工学院 小型家用垃圾分类机器人 三等奖

64 148911 山东科技大学 全自动子母式屋顶积雪处理运输车 三等奖

65 148325 长沙学院 智能屋顶除雪机器人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