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学术年会暨 

第 14 届全国安全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讨会 

 

第 6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大学生实践与创新作品大赛 

决赛通知 

 

兹定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至 9 月 20 日举办第 6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

程大学生实践与创新作品大赛决赛。本次大赛为第 32 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

学术年会（简称“第 32 届安全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

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委员会主办，教育部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联合主办，南京工业大学承办。本次大赛得到

全国相关高等院校的大力支持，经过各高校初赛筛选，共收到参赛作品 286 件，经

资格审查及安全科学与工程领域专家函评，进入决赛作品 58 件、三等奖作品 53 件

（名单见附件 1）。决赛通知如下： 

一、赛前健康申报 

为做好本次作品大赛决赛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参会人员及工作人

员身体健康，确保作品大赛决赛的顺利进行，特实施赛前健康申报。作品大赛决赛

开始一周前，所有参会人员均须在会前通过“苏康码”或当地规定的申报系统依法

如实进行健康申报，健康申报正常并取得健康码绿码者方可参加会议。参会回执中

必须提供健康码绿码。经审查，健康申报情况有异常的，不得参会。 

对于中、高风险地区的参会人员，参照江苏省疫情防控办〔2020〕78 号文件要

求，必须开展必要的核酸和血清学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并赋予健康码绿码的，可

以参加会议，并在参会回执中如实填报。 

二、 报到 

时间：9 月 18 日  09:00~18:00 

地点：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178 号华江饭店一楼大厅 

注意事项： 

1）进入决赛队伍自带作品、相关资料等参赛；  



2）需邮寄的作品请于 9 月 15 日-17 日期间邮到华江饭店；  

3）需提前安装作品的参赛选手请于 9 月 18 日到华江饭店安装；  

4）邮寄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178 号华江饭店（务必注明“实践

作品大赛参赛作品”），收件人：黄华，18951730810； 

5）自愿邮寄，寄到华江饭店后组委会不拆件检查，只负责收件及将作品存放至

指定位置。作品如在邮寄途中破损，组委会与华江饭店均不承担责任。请邮寄

作品的参赛队伍做好相应预案，以免正式比赛时作品出现问题。 

三、 住宿 

参赛团队住宿统一安排在华江饭店，费用自理（340 元/间/晚）。 

参赛人员除参加会议活动外，原则上尽量不外出，确需外出的，再次进入宾馆

实行“亮码+测温”，体温正常且健康码绿码者方可进入。 

四、 就餐 

承办方为参赛老师和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和晚餐（房费包含早餐），一件参赛作品

限 1 位老师、2 位学生参赛。 

就餐实行自助餐制，就餐时实施“交叉”就座，每人间隔 1 米距离。 

五、 大赛日程  

9 月 18 日，10:00~18:00，参赛作品按分组及编号在对应的展位布置作品；  

9 月 19 日，08:30~09:00，开幕式；  

9 月 19 日，09:00~16:30，分组进行决赛作品答辩、汇报、集中会评；其中答辩

人员汇报 5 分钟，专家提问 5 分钟；  

9 月 19 日，17:10~17:30，闭幕式； 

9 月 20 日，08:00~12:00，各参赛队办理撤展手续，作品自行带回，展示海报组

委会存留。 

大赛颁奖典礼将于第 32 届安全工程年会期间（11 月 27-29 日）举行。 

六、 其他事项 

1. 参赛回执。请进入决赛作品团队在 9 月 11 日前，将参赛回执（见附件 2）相

关信息填写完成后发送至组委员邮箱：safety32@njtech.edu.cn 

2. 作品展示海报。组委会提供作品展示海报模板，详见附件 3。 

3. 大赛期间实施健康监测。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每日主动报告健康

mailto:safety32@njtech.edu.cn


状况，每天上午 8：00 前通过作品大赛决赛微信群每日健康打卡。全体会议时，会

务组在会场入口提前做好“查码+测温”工作，体温正常且持健康码绿码的方可入

场参会。 

4. 如在大赛期间发现健康异常人员，将迅速转送至临时隔离场所，报告疾控部

门并开展医学排查、流行病学调查、采样检测、疫情处置等工作，届时请所有参赛

人员积极配合有关疫情防控工作。 

七、 交通 

 

（华江饭店位置图） 

（1）南京禄口机场华江饭店 

路线一：从南京禄口机场乘坐机场巴士 1 号线（城东线）至南京站，然后从南

京站乘坐出租车至华江饭店（会场所在地），行程约 1 小时 55 分钟，费用约 45 元。 

*可从机场巴士售票处购买巴士票，售票从早上第一个航班落地至当天最后一个

航班结束为止，下客站为南京火车站(票价为 20 元/位)，每 15-20 分钟一班巴士，具

体发车时间可查询机场大巴时刻表。 

路线二：从南京禄口机场乘坐地铁 S1 号线至南京南站（7 站），换乘地铁 1 号

线（迈皋桥方向）至鼓楼地铁站（11 站）下车，3 号口出，然后步行 1.6 公里至华

江饭店，行程约 1 小时 40 分钟。 

路线三：从南京禄口机场乘坐出租车至华江饭店，距离约 48 公里，行程约 50

分钟，费用约 200 元； 







22 基于北斗导航的疲劳驾驶状态安全监测装置 常一 王晶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3 依托云平台的电梯门异常开启自动报警及防护系统 公智远 王雪峰 太原理工大学 

24 基于渗漏边界自动判识系统管道检漏机器人 王旖婷 张英 武汉理工大学 

25 煤自燃微胶囊阻化剂喷洒工艺与装置 冯强伟 王凯 西安科技大学 

26 可移动式小型工业除尘器 胡敏 颜翠平 西南科技大学 

27 手提式可燃气体爆炸实验装置 朱嘉君 李振明 浙江工业大学 

28 汽车智能控制安全系统模型 王祥 曹雄 中北大学 

29 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用阻燃聚氨酯软泡的研制 翟丹阳 周克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30 深井采掘面智能化产尘模拟分析试验系统 蔡墨 王亮 中国矿业大学 

31 煤矿井下螺旋式水力机械扩孔装置 李哲 徐超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32 一种基于云监控平台的智能消防头盔 谢琳琳 董陇军 中南大学 

33 一种基于离心调速器的矿车自锁刹车装置 朱施杰 李波 重庆大学 

34 一种集红外检测系统与照明应急救援一体化装置 程翊航 王文和 重庆科技学院 

 

2. 安全软件与仿真模拟组进入决赛作品名单（按单位拼音排序） 

序号 作品名称 第一完成人 指导老师 单位 

1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 3D 反演游戏 杨柳 肖峻峰 安徽建筑大学 

2 航天发射塔人员紧急疏散建模与仿真 陈世舜 潘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压风供氧双重降温防护系统 傅经纬 张英华 北京科技大学 

4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有限空间作业人员缺氧状态监测系统 董裕民 魏祎璇 北京科技大学 

5 爆炸恐怖袭击预警软件 徐永康 薛琨 北京理工大学 

6 气瓶爆炸超压预测及实验安全评估系统 白庆伦 李贝 大连理工大学 

7 燃煤锅炉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辅助系统 童熙龙 徐晓虎 东北大学 

8 本质安全舒适型防护服仿真模型 周旭 陈立 河北工程大学 



9 煤矿井下局部通风的自动排水风筒 黄嘉洵 鲁忠良 河南理工大学 

10 基于人数检测方法的公共场所火灾逃生预警演示系统 周佳胜 廖婵娟 湖南农业大学 

11 基于虚拟现实的创新弹簧式矿井防爆井盖三维演示设计 王清焱 张景钢 华北科技学院 

12 一种矿用脉冲袋式除尘器 胡福宏 韩方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13 粉尘云点燃能量与着火温度控制虚拟仿真软件 李研 朱顺兵 南京工业大学 

14 安逸电梯监管平台 刘溢韬 赵声萍 南京工业大学 

15 某高校学生寝室楼火灾与逃生疏散仿真模拟 杨琮斐 高巍 宁波工程学院 

16 煤矿综采面截割-移架产尘空间立体化控除尘技术工艺 闫莉 周刚 山东科技大学 

17 基于物联网的粉尘抑爆及预警系统 邓宝平 刘艳艳 武汉理工大学 

18 气田地面集输监测数据异常值识别系统 高旭宇 陈敬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9 瓦斯抽采钻孔参数精准智能调控系统 王宇恒 赵鹏翔 西安科技大学 

20 高校实验室双重预防信息系统的设计 赵星圆 高晓蕾 郑州大学 

21 有限空间中 H2S 中毒事故的应急救援及预防教学课件 杨淑言 赵雪娥 郑州大学 

22 煤火高温区无人机热红外三维精细刻画与识别 李逸舟 邵振鲁 中国矿业大学 

23 公共场所智能导航系统设计及应用 张新缘 陈子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4 基于 VR 技术的高峰矿事故体验与安全培训系统 李锦伦 高峰 中南大学 

 

3. 三等奖作品名单（按单位拼音排序） 

序号 作品名称 第一完成人 指导老师 单位 

1 一种智能化泡沫除尘系统 王钊炜 李尧斌 安徽理工大学 

2 一种新型分段式中空注浆锚索及支护技术工艺 李昱 冯飞胜 安徽理工大学 

3 一种智能化实时监测多功能水雾除尘系统 肖成名 吕品 安徽理工大学 

4 灭火凝胶喷射器 顾梧楠 陈东梁 北京化工大学 

5 基于弹射系统的磁吸附自动戴手套机 李怡婷 刘建 北京科技大学 



6 电网企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数据信息平台开发 王灏雯 徐晓虎 东北大学 

7 临海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虚拟仿真训练设计与开发 崔竞予 杨健 福州大学 

8 多轨单开门电梯模型 崔权民 李小萌 河北工程大学 

9 便携式防回燃消防钻机 李梦伟 李怀珍 河南理工大学 

10 用于防治煤堆自燃的水分吸收与蓄热导向排放装置 芦海清 田兆君 湖南科技大学 

11 基于虚拟现实的创新弹簧式矿井防爆井盖三维演示设计 王清焱 张景钢 华北科技学院 

12 森林火灾探测塔选址设计 汪风传 李晔 华北理工大学 

13 矿井通风网络在线自动绘图系统 陈永强 邓立军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14 核设施安全监控摄像机 魏翠悦 徐守龙 南华大学 

15 爆破漏斗体积快速计算软件及手机 APP 开发 周欣莹 蒋复量 南华大学 

16 高倍泡沫发生和测试装置（应用于 LNG 泄漏） 杜武豪 张彬 南京工业大学 

17 化工企业危险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及分区管理系统 周浩霖 张明广 南京工业大学 

18 有限空间作业虚拟仿真系统 邓文静 韩志伟 南京理工大学 

19 基于深度学习的安全帽自动检测系统 陈丹妮 高巍 宁波工程学院 

20 地下商场出口人员疏散优化设计 孙颖君 贺飞 山东管理学院 

21 基于交通安全的适用于道路能见度的监测方法与系统 李柏辰 冯海霞 山东交通学院 

22 基于露天煤田火灾监测的多功能无人机研发 岳忠新 胡相明 山东科技大学 

23 输气与控制共用管线的高正压束管监测系统 陈艺 陆伟 山东科技大学 

24 三维多向旋流风幕智能控尘装置 徐鹤翔 聂文 山东科技大学 

25 基于物联网的消防安全智能家居系统 刘嘉琳 刘江虹 上海海事大学 

26 PPE 智能(AI)选型数据库建立及软件平台的设计与开发 梁艺珍 康与涛 上海海事大学 

27 基于北斗定位的无人机导盲系统 李渊博 胡立夫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8 互联网＋汽车智慧化启动与肇事逃逸应急制动、解锁系统 闫晓钰 李治刚 太原理工大学 

29 露天矿大型破碎站粉尘综合治理系统 李川 葛少成 太原理工大学 

30 考虑人员疏散的综合管廊电缆火灾安全仿真模型 范泽荣 何发龙 天津城建大学 

31 基于布里渊散射的分布式光纤锂电池热失控预警系统 伍昊丰 刘丽娟 武汉理工大学 



32 一种太阳能驱动的屋顶通风帽装置 贾开发 孟晓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33 基于冗余提升小波包变换的往复机械碰磨故障诊断系统 吴开艳 陈敬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34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演示动画 姚建永 杨小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35 高层建筑火灾消防救援平台 濮明哲 林海飞 西安科技大学 

36 油罐车安全事故动画 常乐 罗通元 西安石油大学 

37 快速静态爆破安全模型 杨旻寰 吴爱军 西南科技大学 

38 广告牌危险性在线监测报警装置 葛梦雪 佀庆民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39 一种固体火箭发动机热防护技术 罗凌峰 苟瑞君 中北大学 

4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仿真安全教育系统 秦佳文 黄鹊 中北大学 

41 基于安全数据统计分析的小微企业隐患调查与测试仿真系统 刘国强 袁俊明 中北大学 

42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手持式快速警报通知系统 陈亚苗 何豪 中国计量大学 

43 高层建筑智能高效抛射灭火装置 张翔宇 安伟光 中国矿业大学 

44 煤红外谱图的基团及结构参数定量化分析软件 张鹏程 辛海会 中国矿业大学 

45 智能密闭空间环境危险性无线探测与分析系统 王凯旋 谭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46 基于热风压和瓦斯风压对并联巷道风流稳定性的物理实验模型 任清如 周爱桃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47 一种井上安全管理联动与矿山生产调度信息云平台系统 李诚信 臧杰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48 新型手提式泡沫灭火剂设计制作 田嘉臻 贾旭宏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49 基于一种新型除尘剂的自动控制综合除尘系统 朱兆祯 李明 中南大学 

50 基于 PLC 的旋流帷幕除尘器旋流筒长度和风机转速的自动控制 赵培东 李孜军 中南大学 

51 基于综合信息技术的安全管理系统——以某甲醇厂为例 惠滢冰 黄锐 中南大学 

52 多功能化工安全监测与应急处置机器人 刘亦威 邹全乐 重庆大学 

53 受载煤岩体声发射时空特征显示软件开发 蔡琛媛 吴斐 重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