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首届北京市大学生节能节水低碳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获奖名单

（按项目名称拼音排序）

序号 项目名称 奖项

1 包络火焰式高效节能水壶研制 特等奖

2 纯电动汽车非电池供暖设备 特等奖

3 低成本水污染控制用活性炭 特等奖

4 低能耗--行星搅拌器 特等奖

5 高效热泵式低温提纯装置 特等奖

6 黑水虻农业生态循环经济设计方案——xx有限责任公司 特等奖

7 基于减压蒸发和闪蒸原理便携式可调节海水淡化装置 特等奖

8 基于纳米超疏水膜的无水式太阳能堆肥生态厕所 特等奖

9 基于太阳能发电和自集水雾化降温的三重隔热双层空调伞 特等奖

10 基于物理特性的废旧锂电池铜铝回收系统 特等奖

11 基于物联网的温室植株智能培育系统 特等奖

12 基于厌氧产氢和污水回流的零能耗外卖垃圾分离回收装置 特等奖

13 静电雾化闪蒸的便携式太阳能海水淡化装置 特等奖

14 聚合釜高压水射流清洗装置机械设计与关键清洗参数研究 特等奖

15 可环境感知与智能决策的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 特等奖

16 纳米Cu2+-TiO2/蛋白土光催化材料的研究与应用——针对北京室内空气的抗菌型新型空气净

化器
特等奖

17 平米空调 特等奖

18 新型模块化相变电地暖 特等奖

19 一种能直接利用固体碳发电的燃料电池装置 特等奖

20 应用冷凝热再生的膜管式溶液除湿空调 特等奖

21 “炭寻环保 排浊谱清”——长春市羊草沟煤矿环境地质问题调研 一等奖

22 北京市高校快递纸箱主动回收系统社会净效应分析 一等奖

23 北京市高校再生水应用情况分析 一等奖

24 废旧衣物回收利用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相关社会组织的调查报告 一等奖

25 粉煤灰合成有序介孔硅制备相变储能材料 一等奖

26 高铁桥水力风力发电和集雨系统 一等奖

27 高校植保无人机 一等奖

28 公交站台用节能型太阳能自控装置 一等奖

29 含酚废水高效萃取剂的研发 一等奖

30 环保海绵景观型雨水净蓄公交车站 一等奖

31 基于不同运行策略的生物质三联供系统经济性评估分析 一等奖

32 基于高压水射流机理的储罐清洗装置设计 一等奖

33 基于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北京市浅山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技术 一等奖

34 基于压缩机壳体蓄热的低温空气源热泵强化制热的系统研究 一等奖

35 降水及径流雨水水质全参数自动化在线测量系统 一等奖

36 节能采摘智能车 一等奖

37 居民视角下的“煤改气”工程运行效果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实地调研 一等奖

38 立体动力循环式温室植物栽培工厂设计 一等奖

39 某型时速350公里转向架的轻量化改进 一等奖

40 去除PM2.5的宿舍用空气净化器的设计与实践 一等奖

41 首都大学生“节能减排”知识获取路径、影响因素及宣教策略研究——以xx大学为例 一等奖

42 水面垃圾收集系统 一等奖

43 一种微生物沼气升级系统 一等奖

44 一种智能无臭型厨余垃圾桶 一等奖

45 一种自然风除霜、纳米涂层除菌的自清洁节能健康冰箱 一等奖

46 易携式风光互补不间断移动电源 一等奖

47 应用MEMS技术的微型振动能量收集器 一等奖



48 浴室洗浴废水余热回收装置设计 一等奖

49 智能节水灌溉系统设计 一等奖

50 自清洁防雾玻璃 一等奖

51 “1+3”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系统成本效益分析及推广建议——基于贵安云谷智慧能源中心的

实地调研
二等奖

52 “零污染”生态村庄垃圾分类与末端处置的实践调研 二等奖

53 CAMPUS SHARING二手市场在校园中的实践与探索 二等奖

54 北京四环气候环境参数测定及工作环境对工作者的影响简析 二等奖

55 城市生活垃圾减排途径和措施研究 二等奖

56 城市小区人工快渗污水处理花园 二等奖

57 大学生关于外卖包装对环境污染的意识调研 二等奖

58 高寿命复合抛物面光谱分光式光伏热系统 二等奖

59 基于LeiDenfrost效应的一种废热回收发电装置 二等奖

60 基于超低功耗升压转换器的半嵌入式废热采集模块 二等奖

61 基于大样本的农村清洁能源取暖发展路径研究 二等奖

62 基于低电压电吸附的脱硫废水节能减排装置开发及其工作特性研究 二等奖

63 基于菲涅尔透镜改进版太阳能发电装置 二等奖

64 基于静电吸附的太阳能除尘板擦 二等奖

65 基于空气取水的擦窗系统 二等奖

66 基于斯特林机与太阳能蓄电的空调废冷废热利用装置 二等奖

67 基于微管燃料电池堆的分布式热电联供系统 二等奖

68 极端天气对北京居民能源消耗行为模式的影响 二等奖

69 家用大气式燃气灶烟气回收型节能罩 二等奖

70 减量发展  为城市留白——基于北京市减量发展政策分析 二等奖

71 降温除湿式光伏半导体空调窗 二等奖

72 焦化废水节能降耗零排处理新模式 二等奖

73 景区清洁无人机 二等奖

74 具有储能装置的太阳能热-电应用系统 二等奖

75 可转动通水连接器 二等奖

76 零排放健身洗衣机 二等奖

77 煤改清洁能源实施与推广进程影响因素调研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二等奖

78 面向高能效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装卸作业优化 二等奖

79 面向政策三向优选的城市节能-节水-减排耦合效果分析模型 二等奖

80 实验室冷凝循环节水装置系统设计 二等奖

81 水流监测与节水控制系统 二等奖

82 太阳能非常规布局长航时飞行平台 二等奖

83 太阳能浮岛水体净化装置 二等奖

84 太阳能公路与非接触式充电汽车 二等奖

85 太阳能与机械能耦合的船用间接蒸发式空调 二等奖

86 未来污水处理厂建设模式 二等奖

87 无耗材的荷电水雾旋风空气净化器 二等奖

88 新疆、西藏、贵州地区光伏扶贫调研 二等奖

89 新能源汽车环境影响综合评价调研报告 二等奖

90 新型高效低成本太阳能空气集热器 二等奖

91 新型直线式波浪发电装置 二等奖

92 新型装配式抗侧力钢柱研究 二等奖

93 一种高强度竹复合氯氧镁水泥材料 二等奖

94 一种基于碳量子点的新型多色LED 二等奖

95 一种利用制冷系统余热除霜和加热生活用水的新型节能冰箱 二等奖

96 一种新型旋流式直接蒸发空气冷却器 二等奖

97 一种针对老旧城区的便携式自动伸缩雨水收集净化装置 二等奖

98 以农林废物为核心材料的分散式生态厕所研发 二等奖



99 应急式微型光伏发电系统 二等奖

100 智慧型节能节水学生公寓 二等奖

101 重复使用标准化快递包装箱设计 二等奖

102 “刷卡式”降污节水零能耗洁手吹干一体机 三等奖

103 Dy2O3复合增强HAP光催化性能研究 三等奖

104 xx大学食堂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情况调查 三等奖

105 北京地区水生态现状调研与修复管理模式研究 三等奖

106 北京地区住宅新风系统开启行为实测研究 三等奖

107 北京地铁车站细颗粒物浓度调研 三等奖

108 北京市凉水河水系及污染源调研报告 三等奖

109 车辆外载式高效环保无能耗型除霾装置 三等奖

110 除尘黑板擦设计 三等奖

111 穿戴式热电隐形空气净化器 三等奖

112 低压微弧氧化技术在新能源汽车零件中的应用 三等奖

113 电动节能车的优化设计 三等奖

114 方箱加热炉节能优化改造建议 三等奖

115 废弃快递包装的有效回收与再利用 三等奖

116 风电互补排气扇 三等奖

117 负离子除霾、除醛空气净化器 三等奖

118 高校女生防晒霜认知调查与绿色使用方式初探 三等奖

119 关于一次性物流外包装的调研分析 三等奖

120 光电辅助催化室内污染物净化装置 三等奖

121 归因理论视角下配套措施对学生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以北京市高校为例 三等奖

122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建设应用调查研究——以武汉市、郑州市部分试点为例 三等奖

123 好氧颗粒污泥的培养和处理炼化废水的研究 三等奖

124 褐煤活性焦对水中典型PPCPs污染物的吸附性能研究 三等奖

125 换热器油溶性污垢零排放在线清洗技术 三等奖

126 黄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三等奖

127 基于CDIO理念新能源电池的科普用具设计 三等奖

128 基于CFD模拟和360打印技术的纳滤膜组件进水隔网几何优化 三等奖

129 基于HTN规划方法在应急物流节能减排方面的研究 三等奖

130 基于xx高教园对厨余废水净化装置的开发研究 三等奖

131 基于补偿稳压的太阳能发电效率提升器 三等奖

132 基于等效理论和周期控制算法的自旋三旋翼飞行器 三等奖

133 基于废PET瓶片的不饱和聚酯透明路面材料 三等奖

134 基于高精度无线定位的列车防撞预警系统 三等奖

135 基于给水厂污泥颗粒吸附剂的制备及其在透水砖中的应用 三等奖

136 基于建筑节能的北方住宅小区立体绿化设计研究 三等奖

137 基于空化作用和超声雾化原理的汽车清洗装置 三等奖

138 基于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剂的微型空气源热泵烫发机 三等奖

139 基于炉灶废热利用的环状热水壶 三等奖

140 基于绿色建筑评估的旧有建筑改造设计 三等奖

141 基于木材热解产物的全生物质燃料电池 三等奖

142 基于热电效应的冷热水分离式多温可调温开水器 三等奖

143 基于水冷系统的太阳能板降温及自动清洁装置 三等奖

144 基于太阳能蒸馏过程的全被动漂浮式海上种植系统 三等奖

145 基于微波与电阻组合式分段加热的即热型健康节能饮水机 三等奖

146 基于温差的沙漠取水装置 三等奖

147 基于温差发电的发电机废热利用装置 三等奖

148 基于物联网的大棚综合节能减排系统 三等奖

149 基于新能源扩展利用的电动汽车充电桩规划布局调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三等奖



150 基于削减PM2.5 的纳米汽油添加剂分子缓释前置装置 三等奖

151 基于应急物流资源供应节能减排的方法研究 三等奖

152 基于远程图像传输的复杂水域表面污染清洁机器人 三等奖

153 集中供暖直埋热力管道保温厚度优化设计 三等奖

154 建筑废砖用于雨水渗滤设施对污染物的控污效能研究 三等奖

155 降雨对北沙河水体水质的影响调查及面源污染估算 三等奖

156 节能发酵-通过穿心莲药渣发酵生产乳酸 三等奖

157 节水冷凝器 三等奖

158 聚能集成电池 三等奖

159 快递盒子回收器 三等奖

160 矿区矿物品位数据整理与分析一体化软件 三等奖

161 利用工业废物粉煤灰制备分子筛吸附大气VO70s的研究 三等奖

162 利用太阳能实现“零能耗”的齿轮联动式蒸发冷却通风系统 三等奖

163 绿色环保锌离子电池的制备与表征 三等奖

164 免水可冲洗厕所技术 三等奖

165 平台废气燃烧能量的循环利用装置 三等奖

166 气化渣在盐碱荒漠土壤中改良中的应用 三等奖

167 青藏高原的藏传文化对于低碳减排重要影响的调查 三等奖

168 清洁能源，筑绿色钢铁企业 三等奖

169 热轧钢胚高温辐射余热回收装置设计 三等奖

170 实验室空气净化器 三等奖

171 适用于柴油机台架的尾气后处理系统 三等奖

172 室内电器控制节能系统 三等奖

173 数据中心机房耗电状况、原因与对策探究 三等奖

174 太阳能式无人机自动充电平台设计 三等奖

175 太阳能宿舍多功能装置 三等奖

176 太阳能遮阳散热两用伞 三等奖

177 太阳能自动水上垃圾收集系统 三等奖

178 钛负载纳米银电极对北京市湖泊水中PFCs的去除研究 三等奖

179 无负压供水对市政管网压力影响的模拟分析 三等奖

180 吸收率对相变构件热性能影响的研究 三等奖

181 洗浴废水余热逆流回收再利用技术 三等奖

182 夏热冬冷地区的温湿分控辐射辅助型空调 三等奖

183 小型人工潜流湿地一体化处理装置 三等奖

184 新型节能燃油赛车 三等奖

185 一种定时自动关灯装置 三等奖

186 一种高效环保的镉污染河道底泥修复产品 三等奖

187 一种基于多级转轮除湿技术的军用空气取水器 三等奖

188 一种基于摄像头控制的AI节能空调 三等奖

189 一种温差发电片驱动式磁悬浮自适应通风口罩 三等奖

190 一种吸附氨气的材料——“臭气”变液氮 三等奖

191 一种新型谐振式空气净化器的研制 三等奖

192 一种选择性再利用日常用水的水池分流储存重利用装置 三等奖

193 一种有机废水处理用的累托石基复合纳米纤维膜 三等奖

194 应用于富营养化水体处理的微藻筛选与处理效果研究 三等奖

195 用于去除水中六价铬的改性玻璃纤维复合材料 三等奖

196 鱼鳞废弃物制取羟基磷灰石及其应用研究  三等奖

197 浙江省杜桥镇企业排废现状调查 三等奖

198 智慧能源无人公交系统 三等奖

199 重型卡车后部流动优化 三等奖

200 自发电多功能照明设备 三等奖



201 自发电式压电键盘 三等奖

202 自清洁TiO2宽波段光催化处理汽车隧道NOx的装置 三等奖

203 “大气十条”政策下京津冀大气污染物改善特征 优秀奖

204 A1-ONE发动机润滑油 优秀奖

205 TiO2-ACF复合电极光电协同处理有机废水 优秀奖

206 ZIF-8@CNTs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对刚果红的吸附性能研究 优秀奖

207 北京市高校绿色能源与节能减排技术应用情况调研及对策建议——以xx大学为例 优秀奖

208 潮白河流域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调查与评价 优秀奖

209 床用瘦腿仪自发电空气加湿系统 优秀奖

210 打造首都高校绿色建筑声环境（以xxx大学教室为例） 优秀奖

211 大学生节能减排意识调查 优秀奖

212 地面落叶收集压块车 优秀奖

213 废料再利用可循环生态科技板材 优秀奖

214 分布式光伏屋顶并网发电系统 优秀奖

215 粪液分离式厕所 优秀奖

216 改性活性炭对六价铬的吸附效果研究 优秀奖

217 高效节水，兼善天下：协同治理视角下农业节水技术的推广——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

的实地调研
优秀奖

218 关于家庭消费者低碳节能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优秀奖

219 荷电喷雾空气净化器 优秀奖

220 花伴 优秀奖

221 基于xx校三公寓 对大学生环保意识及技能现状的调查研究 优秀奖

222 基于二元化学蓄热的太阳能回收清洁供暖装置 优秀奖

223 基于公众心理习惯的分配意识协助养成型垃圾桶设计 优秀奖

224 基于硫自养反硝化过程处理低碳氮比分散污水的净化槽 优秀奖

225 基于熔融再生技术的快递塑料包装袋回收利用装置 优秀奖

226 基于社区认同的乡村可变空间设计 优秀奖

227 基于循环递归神经网络构建小轿车节能减排系统设计 优秀奖

228 基于液压传动与人自重的全自动节水节能厕所系统 优秀奖

229 加油站油品渗漏在土壤中扩散范围数值模拟 优秀奖

230 家庭果蔬废弃蚯蚓处理箱性能研究 优秀奖

231 交通能源开发潜力可视化软件 优秀奖

232 节能型自主发电鼠标 优秀奖

233 可弯曲延伸变形插线板设计研究 优秀奖

234 利用高效微生物电芬顿系统处理印染废水 优秀奖

235 民族生态特殊绿能模式——麦森小镇 优秀奖

236 施工噪音声压级测定及影响分析 优秀奖

237 食堂剩余物伺服梯度粉碎机 优秀奖

238 室内家居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优秀奖

239 太阳能井盖自动监测报警系统 优秀奖

240 天然鹅绒藤植物纤维吸油材料 优秀奖

241 透水混凝土材料研制及性能研究 优秀奖

242 退役电池梯次利用方案及其辅助决策装置 优秀奖

243 微纳米复合的高介电特性过滤材料设计与制备 优秀奖

244 无人机外置独立抗风型快递装置 优秀奖

245 小月河中段水质检测及污染程度评价 优秀奖

246 一种用于通信工程的光缆牵引头 优秀奖

247 因城施策解决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问题 优秀奖

248 用于污水处理的快速气液混合反应器及流程 优秀奖

249 智能垃圾桶设计 优秀奖

250 驻波型热声制冷机 优秀奖

251 自供能智能健身胶囊概念设计 优秀奖

mailto:ZIF-8@CNTs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对刚果红的吸附性能研究


公示时间：2019年6月24日-2019年6月28日

北京市大学生节能节水低碳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组委会秘书处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

2019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