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全国大学生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大赛决赛名单 

 

序号 参赛学校 入围作品名称 

1 北京工业大学 月球漫步者 

2 北京工业大学 万能托盘取物机器人 

3 北京工业大学 可按摩式辅助下颚恢复机器人 

4 北京工业大学 多功能助老服务轮椅 

5 北京工业大学 “鲁达尼亚”月球营地服务机器人 

6 北京工业大学 肩胛骨康复机器人 

7 北京工业大学 多功能助老康复机器人 

8 北京理工大学 “长颈鹿”智能家用服务机器人 

9 北京理工大学 “智亲”——老人运动服务机器人 

10 大连理工大学 仿生六足月球营地机器人 

11 大连理工大学 护理大师 

12 大连理工大学 Black Spider 

13 大连理工大学 旋转式多臂月球基地建造机器人 

14 大连理工大学 Moon cubo 

15 大连理工大学 月球基地建造及维护机器人 

16 大连理工大学 多功能月球营地机器人 

17 哈尔滨工业大（深圳） 多功能中型月球基地维护机器人 

18 哈尔滨工业大（深圳） 载人上下楼梯机器人 

19 哈尔滨工业大（深圳） 颈椎康复仪 

20 哈尔滨工业大（深圳） “Crown”多功能家庭清洁机器人 

21 哈尔滨工业大（深圳） “科林”家用模块化综合清洁机器人 

22 合肥工业大学 多功能月球营地车 

23 合肥工业大学 肢体康复机器人 

24 合肥工业大学 多功能月球自动装卸车 

25 合肥工业大学 基于柔索驱动腰下肢康复并联机器人设计 

26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大白”多功能老人服务机器人 

27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颈腰椎四肢一体化康复理疗双模双态机器人 

28 湖南大学 多功能下肢运动康复代步机器人 

29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孩童玩伴—竹杆舞机器人 

30 昆明理工大学 家用服务型机器人 COCO 

31 昆明理工大学 Rabbit-家庭助力机器人 

32 昆明理工大学 “开拓者”月球营地机器人 

33 兰州理工大学 先驱者——月球基地机器人 

34 南昌大学 康复能手 

35 南昌工学院 康复机械手臂 

3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仿生助力及服务双足机器人 

3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羊驼家用型机器人 

38 萍乡学院 好帮手（辅助站立机器人） 



39 萍乡学院 足协号—鞋袜穿脱服务机器人 

40 萍乡学院 宠物陪伴者——家用服务机器人 

41 萍乡学院 “星球”——家用服务机器人 

42 太原科技大学 指尖芭蕾 

43 太原科技大学 复动宝 

44 太原科技大学 移动型智能机器人——legs of iron man 

45 太原科技大学 “海尔斯”智能护理机器人 

46 太原科技大学 步同寻常 

47 太原科技大学 老年服务机器“孝子乐” 

48 太原科技大学 “玄武号”月球车 

49 太原科技大学（晋城校区） 碰壁机器人 

50 天津大学 载人移动月面工程基站 

51 同济大学 Trailblazer 模块化月球基地与辅助机器单元 

52 同济大学 月球营地搭建机器人 

53 文华学院 家庭防火报警机器人 

54 文华学院 智能叠放挂取衣柜 

55 武汉科技大学 智能泡茶机 

56 武汉科技大学 老年智能看护移位机器人 

57 武汉科技大学 “Cosy”电梯座椅 

58 武汉理工大学 Cynthia-多功能月球营地机器人 

59 武汉理工大学 Super Care 家庭智能服务机器人 

60 武汉理工大学 L-couple 老年人服务机器人 

61 武汉理工大学 “老伴”-老年服务机器人 

62 武汉理工大学 月球营地机器人“月宫卫士” 

63 武汉理工大学 Token Lunar Rover 

64 武汉理工大学 accompanying spider 助力老年行走机器人 

65 武汉理工大学 Life assistant-老年服务机器人 

66 武汉理工大学 Powered armor 下肢康复机器人 

67 西安交通大学 三色堇——下肢瘫痪康复训练机 

68 西安交通大学 “我就是药神” 

69 西安交通大学 月球营地开拓者 

70 西安交通大学 “清君厕”厕所清洁机器人 

71 西安交通大学 月球营地工具车“流光” 

72 西安交通大学 模块化外骨骼机器人 

73 西安交通大学 月球辅助采集机器人 

74 西安交通大学 云叠衣柜 Cloud Stack 

75 西安交通大学 全自动可载人月壤勘探车——“逐月之影” 

76 西安交通大学 守护椅——便捷递，轻松行 

77 西安交通大学 Plus-Walker(健行康复助理) 

78 西安交通大学 大兵小将 

79 西安交通大学 魔方影院 

80 燕山大学 迅康”康复治疗机器人 

81 燕山大学 柔性七穴位足底按摩器 



82 燕山大学 肘腕康复机器人 

83 长春理工大学 肢体康健护理一体化系统 

84 长春理工大学 四合一懒人弄衣神器 

85 长春理工大学 基于外骨骼的四肢康复机器人 

86 长春理工大学 模块化月球基地搭建车 

87 重庆科技学院 如厕帮机器人 

88 华中科技大学 手臂骨折康复机器人 

89 武昌首义学院 智能康复训练机器人 

90 武昌首义学院 月球空间站搭建辅助型机器人 

9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多功能康复训练床 

9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太空连接师——一种月球焊接机器人 

93 武汉轻工大学 月球营地修建机械人 

94 江苏理工学院 多功能护理床椅 

95 湖北工业大学 智能爬楼轮椅 

96 浙江大学 “LPC”老人辅助轮椅 

97 华南农业大学 家庭服务机器人（机械狗）Dansemgo 

98 广西大学 基于无人机技术的天花板清洁器 

99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跳舞机器人 

100 周口师范学院 骨骼康复辅助医疗机构 

101 北方民族大学 月球 3D 砂型打印车 

102 河南科技学院 月球营地机器人 

103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多功能移动式康复机器人 

104 长春师范大学 膝关节康复服务机器人 

105 湖北工程学院 双模态智能服务机器人 

106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踝关节康复机器人 

107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多样化老年人辅助穿（脱）鞋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