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

冠军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 Goprint--多功能智能打印机先行者 浙江大学 陈天润
张上展、陈樱沁、邓惠文、蒋泽莎、张作成、陆忆憧、吴欣岚、兰
珲、郑景泽、季超杰、吴成恺、徐欣、Ruxi Zheng 刘景江、欧阳润清、任帅、徐仁军、任立娣

亚军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 狄赛生物科技--全球免疫再生修复领跑者 浙江大学 林贤丰 张子凌、徐逸、虞倩静、邵伊琳、陈俊茹、程豪迈、李梓瑞 范顺武、吴维东

季军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 星路通信-“动中通”天线全球领航者 宁波大学 尤阳
朱其昂、孙立莹、陈怡君、高奕航、孔德涓、富雨柯、季珈汝、韩
文心、尤清春、刘祥、张玲、夏林峰

陆云龙、黄季甫

2 跃动客体育——青少年体育教育的科学施

教与规模运营
浙江大学 陈文慧

冯磊磊、陈蔚、王李毅、李孟倩、孔一博、傅琳、刘洪、陈漯炜、
方泽铭、蔡洁琪、王晨旭、林心怡

任帅

3 纤觉智能--基于微纳光纤的新一代超灵敏传

感器引领者
浙江大学 潘婧

徐金珂、潘思含、张璋、陆旭米、唐瑶、甄煜琦、徐琰、蒋鹏坤、
周凌宇、陈思名、王非凡、孙昊天、史田蕾

张磊、童利民、阮俊华

最佳商业价值奖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 跃动客体育——青少年体育教育的科学施

教与规模运营
浙江大学 陈文慧

冯磊磊、陈蔚、王李毅、李孟倩、孔一博、傅琳、刘洪、陈漯炜、
方泽铭、蔡洁琪、王晨旭、林心怡

任帅

最佳乡村振兴奖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 “粽”横江湖 嘉兴学院 汤家旺
王音平、翁慧婷、徐浩严、郎静雯、金如梦、石露莎、金嘉怡、查
民浩、唐婧雯、叶兰、胡玉红、卢思语、孔欣雨、项建兵

陈炜栋、钱大可、王筝、荣梦琪、杨培强、叶洁

最佳促进就业奖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 百凝茉香·与茶相恋——年销售额超3亿的

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滕智越 赵沁、徐心如、谢弘意、李玉龙、胡值玮 姚慧、张思平、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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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创意奖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 夏小满——文博历史新表达的创新者 宁波工程学院 夏琳娜
姚佳丽、杜淑婷、郑琼瑶、陈慧慧、瞿燕青、曹冬宁、费雨婷、戴
成洋、赵欣、石子玉

杜莹

金奖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组别

1 Goprint--多功能智能打印机先行者 浙江大学 陈天润
张上展、陈樱沁、邓惠文、蒋泽莎、张作成、陆忆憧、吴欣岚、兰
珲、郑景泽、季超杰、吴成恺、徐欣、Ruxi Zheng 刘景江、欧阳润清、任帅、徐仁军、任立娣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 阿蚂神护：为您提供全套数字版权保护及
交易方案

浙江大学 林瑞潇
郑蘅苡、盛天愉、张嘉瑜、肖智尹、楼亦涵、方舟、方昀、李瑞晞
、章心仪、何平、刘丰豪、漆翔宇

陈建海、纪守领、董建锋、李永明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 提亚光电--非接触式化学检测领军者 浙江大学 叶逸昱
夏怡、叶昱辰、陈天润、许思贤、金子皓、王振宇、唐文轩、陈科
宇、王艺颖、楼心航

苏程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4 万物有声--国内首创AI后期声解决方案提供

者
浙江大学 王美琳

赵洋、郭梦妍、崔靖乐、徐舒婷、陶振宇、吴心怡、金若熙、谭惠
文、布音塔娜

张克俊、王婧、江浩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5 鹊时科技—全球领先的肿瘤精准用药智能

决策专家
浙江大学 徐博

郭越、冯芮苇、徐毅、陈继弘、李璐、凌佳妮、杨悦宁、陈文博、
周琦

何俏军、吴健、王小毅、曹戟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6 微纳卫星心脏 -- 一种超高功率密度的光储

能量路由装备
浙江大学 黄彰浩

林敏仪、包慧创、冯子龙、王雨欣、牟联瑞、王元鸿、包鑫康、王
琨、雷家坤、朱子昂、邹焱、滕飞、张思阳、王众

李武华、姚文熙、蒙涛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7 纤觉智能--基于微纳光纤的新一代超灵敏传

感器引领者
浙江大学 潘婧

徐金珂、潘思含、张璋、陆旭米、唐瑶、甄煜琦、徐琰、蒋鹏坤、
周凌宇、陈思名、王非凡、孙昊天、史田蕾

张磊、童利民、阮俊华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8 一拍即合--全球首创通用组织封堵剂 浙江大学 朱秋文 谢畅、黄宇轩、梁仁杰、李嘉晋、王晨韵、翁梦娜 欧阳宏伟、洪逸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9 智鉴科技--国内首创的中药质量快速检测系

统
浙江大学 郭文博

苏语嫣、沈心远、刘慧、金晶、朱昌莉、周一方、张梦婷、吴心怡
、荀德金、徐铭婕

范骁辉、王毅、杨慧蓉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10 智囊生物科技--全球个性化囊泡医学领航者 浙江大学 顾辰辉
程夏雨、陈鹏宇、张子凌、陈先宇、林诗音、刘琛奕、孔康任、王
晟毓、郑泽宇、苏明真、黄振翔、王泓逸、杜远、刘昆乾

林贤丰、范顺武、吴维东、陈鹏飞、唐睿康、王
本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11 JOY SMART 智行--城市交通智能化实时精

准调度中枢
浙江大学 苏丽娟

金可欣、韩程旸、姚思远、李淇琪、楼昕宇、陆晶莹、李洁、徐振
兴、杜国辉

章方铭、沈黎勇、张栋梁 高教赛道初创组

12 高爷家猫粮--打造年轻化宠物猫全生命周期

品牌
浙江大学 闻光凯

叶逸昱、严文耀、姜甚安、袁楚凡、吕千叶、何桢、戴翊弘、陈奕
宇、彭瀚、邹朋、李响、王斐、张雨奇、王品豪

王小毅、李卫芬、潘建新 高教赛道初创组

13 麻辣数据--AI时代赋能者 浙江大学 林群书
倪陆冰、林依佳、潘思含、袁楚凡、王轲、涂任歆、郑渝川、刘锂
诚、唐呈凌、赵卿云、叶兰心、程诺、刘思言、赵子健

王建刚、叶建英、章燕 高教赛道初创组

14 迈联智慧-基于脑机接口的主动康复机器人 浙江大学 崔正哲
夏怡、曾云帆、倪小昊、李心言、李孟倩、纵怀志、胡可欣、毛奕
力、肖琨、张志峰

金娟霞 高教赛道初创组

15 希谱科技--微型光谱仪民用化划时代革新者 浙江大学 付潇
朱奕豪、张润民、王雨桐、石奇、陆忆憧、周涵煦、唐雅婷、陈许
慧楠、侯明妤、詹俊杰、施条律、张光义

杨宗银、欧阳润清、毛盛健、魏江、吴晓波 高教赛道初创组

16 狄赛生物科技--全球免疫再生修复领跑者 浙江大学 林贤丰 张子凌、徐逸、虞倩静、邵伊琳、陈俊茹、程豪迈、李梓瑞 范顺武、吴维东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17 跃动客体育--青少年体育教育的科学施教与

规模运营
浙江大学 陈文慧

冯磊磊、陈蔚、王李毅、李孟倩、孔一博、傅琳、刘洪、陈漯炜、
方泽铭、蔡洁琪、王晨旭、林心怡

任帅 高教赛道成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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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灵眸科技-助力视障人群美好生活 浙江大学 吴蔡灵泽
庞皓月、陈金婉逸、王非凡、郑杰、陈逸洋、谭智洋、王舒弘、王
博、邵贻玥、陈力嫣、余丽赛、严婉颖、韦玥汐、李美泽

魏江、郑刚、苗青 红旅赛道创意组

19 鲜米时代--科技赋能农田生态治理助力乡村

振兴
浙江大学 庄戴千一

王慧琼、叶飞扬、陶怡、杨开来、孙永政、徐阳、谭智洋、应越嘉
、孟宇潼、陈先宇、章璇、李戟珅、徐烨炜、高一凡

祝增荣、刘占宇、王立民 红旅赛道创意组

20 创享公益，人人有益--做青年“造血式”公益

领跑者
浙江大学 刘子齐

董宇嫣、邵贻玥、王梓帆、杨华昕、李津龙、蔡飞扬、马为驰、项
双辰、朱奕豪、杨旭、林茹婷、叶桐、吴诗倩

姚晨、梁艳、任立娣、杜锦佩 红旅赛道公益组

21 文物方舟--科技赋能 文物数字化保护领军

者
浙江大学 李敏

裘霖山、葛云飞、万伊宁、程天艺、黎丽莲萍、宋冬冬、刘卓昊、
饶阳、曾涛、张广黎、黄益铭

刁常宇、李志荣、鲁东明、王小松、徐海松、许
端清、汤菡

红旅赛道公益组

22 绘甜农业--热带高效农业领跑者 浙江大学 徐军桂
丁浩凯、沈奕祺、潘可萱、祁洲辉、李江晴、陆巧芸、徐群超、汪
晨昭、吴伟恩、周杭、徐欣、王佳慧、方瀚墨、包纪元

孙崇德、邱慧、潘鹏路 红旅赛道创业组

23 数字鱼-助力水产养殖小微个体 浙江大学 李琪恺
陈清炀、邱潇涵、周怡婷、张馨文、邵佳涵、徐浩、潘林杉、冯一
鸣、高元杭、孟宇潼

夏雷、欧阳润清、毛盛健、任帅、郑刚 红旅赛道创业组

24 非夕科技-新一代通用智能机器人定义者 浙江大学 王世全
郑秀文、胡昊、霍嘉熹、王竞凡、Aditya Bhat、昌隆、周睿迪、钱

书仰、言晓语
金娟霞、项淑芳 国际赛道

25 分布式超算D-HPC 浙江大学 葛睿 姜宇轩、李辰浩、司振左、张凯、蒋俐 Xu Tianyin 国际赛道

26 巨印科技--突破Micro LED显示瓶颈的巨量

微转移技术引领者
浙江大学 令狐昌鸿

米安超、杨阳、王泰基、王进、肖佳平、杨旭东、赖嘉俊、伍磊、
霍彧成、吴冲、马越、官予欣

宋吉舟、王成军、罗鸿羽、李城隆 国际赛道

27 本草云智检—中药材质量的捍卫者 浙江工业大学 管玉甜 方钰清、徐依梦、冯一郎、何思源、钱珺吴、蔡含琪、黄孜怡 徐宁、李清水、刘巍伟、杨志凯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8 河岸清道夫--人工智能环保船 浙江工业大学 曹恩康 任浩楠、林泽、韩笑歌、吴硕、徐笑笑、陈泓越、徐诗雨 王卫红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9 华耀智测--全球首创智能磁感应钢筋检测医

生
浙江工业大学 高志吉

任浩楠、平雅沁、杨梦盈、郭锦莹、陈泓越、蔡蕾蕾、黄瓦淇、刘
思杞、赵彬彬、符荣泽、许颖诺、宋晓怡、宫文飞、应雨洋

付传清、赵澄、王卫红、池凯凯、李思瑶、彭国
军、王思逸、赵建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0 量光科技--精准稳定的一体式激光功率检测

系统
浙江工业大学 蔡国安 钱珍玙、周展超、陈家浩、曹天涌 吕斌、蔡萍根、何百岳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1 全球机电装备网络化运维服务引领者 浙江工业大学 周巧倩
程思宇、郑孝怡、张瀚丹、周致言、杨豫鹏、顾曹源、刘涵枫、汤
温政、宋嘉诺、邱子依 、王琪、张钧涵、董建伟、吴麒

朱俊威、屠佳、倪洪杰、戴光麟、王卫红、徐建
明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32 碳能新科--引领智能电热材料新航向 浙江工业大学 刘亚宁
蔡鹏、郭锐、张紫薇、魏天澜、刘泽兴、方正、马若鉴、周乐鑫、
王启跃、李兆程、包健、马俊凯、任晓航、周广成

夏阳、李开元、徐攀、张文魁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33 拜格医药--新型肿瘤靶向多肽智造引领者 浙江工业大学 刘江
晏郑情、姜吉瞳、严佳辉、李嘉怡、马前程、虞旭昶、章苗、曾伟
、卢奇、王鹏

朱勍、张烽、宋晓菲 高教赛道初创组

34 轴城科技—重载轴承强化的中国力量 浙江工业大学 陈燚云
余忆、宣翰庭、唐泽浩、王昌仪、张金铖、孙慧娜、高晟鸿、黄华
、李国昌、毕学基、余杭、陈佳幸、张凯、周亚峰

张群莉、陈智君、张毫杰、姚建华、李波、王梁
、姚喆赫、吴国龙、杨高林、吕迅

高教赛道初创组

35 先手智能—全球首创 AI赋能 手部生物特征

识别技术
浙江工业大学 于洋

庞巧玲、鲍盼盼、孙昊浩、高鲜鑫、李小静、丁宝进、党源杰、俞
天纬、朱素佳、徐斌伟、李湛青、赵邢、徐超清

梁荣华、王海霞、毛诗焙、陈朋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36 弧米科技-跨境企业优质服务商 浙江工业大学 邓亚辉
郭孝成、宋问、李宁、叶晨桑、陈静祥、银颖、章娴雅、杜子晔、
赵梦洁、宋秀杰、黄云鹤、沈乐怡、李圳炀

张烽、王亚军、宋晓菲 高教赛道成长组

37 泔净生活-城镇易腐垃圾就地生物法处理新

体系
浙江工业大学 郭倩

周仕芃、李晨宇、张义峰、姚晓瑜、李晓菡、李文静、曹丽莎、阮
羽彤、薄纯涛、李雪、黄佳河

薛亚平、张烽、金鑫、徐世浩、柯霞 红旅赛道创意组

38 迅鲜--水产品速冻锁鲜服务提供商 浙江工业大学 陈修彪
任晓露、吴逸舟、吴昂燕、徐梦意、俞杰航、戴王力、 张振宇、柏

怡文、张玥
丁玉庭、周绪霞、刘书来、王文洁、柯志刚 红旅赛道创意组

39 智农三宝--新三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领航者 浙江工业大学 黄子淳
程正俊、孙启元、胡辰睿、范梓伊、卢怡煊、鲍妍宏、华晨男、王
承泽、陈依睿、徐慧涛、陶野、朱珈莹、王舒铛、瞿建平

陈前虎、徐世浩、林敏喜、周骏、吴一洲、李英
豪、丁亮、杨宁、杨锡

红旅赛道公益组

40 Green Recycling and high-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e-waste 浙江工业大学 Aseah Msafiri Njalambaha Haoyang Zhao、Kavishe Jackline Alex、Swai Doris Ronald 吕耀康、方雨露 国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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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超膜环科--印染废水有机金属复合超滤领航

者
浙江师范大学 曾千千 戴朋勇、任心雨、胡梓怡、蒋朴存、徐俊哲、景乐、张金鹏 申利国、谢枝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42 黛玉--新品种紫色水果玉米全国推广领军者 浙江师范大学 戴可欣
马紫程、王璐、许以灵、童家璇、董艳玲、金婉婷、丁彦匀、黄炜
洲、汪冲、金伊特、朱益清、叶嘉宁、余歌华、斯楚慧

陈析丰、马伯军、路建波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43 金优科技--全国农作物高效光合育种先行者 浙江师范大学 许以灵
李敏、林欣苗、陆喆晓、李梦倩、黄栩墨、郑舒跃、梅敏豪、戴可
欣、吴月婷、孙康、翁彬彬、龚琪钰、杨广赟、詹伊珂

陈析丰、马伯军、梁建君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44 康尔雪科技 浙江师范大学 明禹彤
麻晓新、陈慧珍、翁伶超、俞依雯、邱甜、林菲菲、黄漫茗、邱安
、郑梦蝶、唐可、纪哲宇、张云天、宋振忠

李建平、童卫丰、崔雪萍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45 面向膝关节运动康复的可穿戴外骨骼机器
人系统

浙江师范大学 曹子昊
王君彧、陈奕含、刘思远、何晓露、刘然、刘一粲、吴欣怡、邵艺
凡

王晖、邱洋海、胡爽依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46 致实科技--领航道路压实质量监控“智”时代 浙江师范大学 陈舒琪
沈方圆、马嘉聪、杨洲、郭婕珂、张婧雯、金越阳、杨雯、吴诗媛
、杨文涛、刘慧琼、张文浩、钱炎烽、张丁川

邱欣、崔雪萍、杨青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47 华稻兴镉地--全国首创耕地镉污染生态治理

新方案
浙江师范大学 叶涵斐

杨凯如、董彦杉、阮思睿、王珂欣、乐巧娜、史星烨 、史雯迪、戴

若惠、朱诗鋆、羊丽丹、潘晨阳、郏雨露、徐江民、周纯
饶玉春、刘景弟、周颖 红旅赛道创意组

48 蓝途农创--中国大果型蓝莓规模化种植开拓

者
浙江师范大学 范超洋

李可、蔡晓慧、何家华、兰赫婷、郑园园、金航锋、姜子玮、余炳
琦、徐晨阳、张丹琳、薛盛也、刘金莲、余柯达、叶美娟

廖芳蕾、郭卫东、王永珍 红旅赛道创意组

49 聆光行·“影”路人--盲人无障碍电影公益项

目
浙江师范大学 胡凌鸣

王俏涵、张可以、魏玉蒙、史文由美、徐好、沈晨阳、杜雯欣、毛
少汝、王洁、张文烨、胡思宇

王永珍、应莹、路建波 红旅赛道公益组

50 留下“不走的”教师--智慧云公益在线助力教

育薄弱地区教师发展
浙江师范大学 景慧

李昕怡、包开鑫、李丹娜、邢莲、邱亦可、张灵晶、高一禾、程雯
慧、陈博文、周轶一、王兴伟、顾心仪

狄伟锋、陈乃启、周功满 红旅赛道公益组

51 跃然纸上--优质纸艺教玩具 涵养自信东方

娃
浙江师范大学 徐梦婷 冯冰桋、林禾、李乙川、冯悦 马静、王晨曦、刘宝根 职教赛道创意组

52
ZEMA零疟科技--一种便携式疟疾检测仪
(Zero Malaria in Africa--A portable malaria 
detection device）

浙江师范大学 VUBU PHUATI ZOROBABEL 孙朝旭 、ANDREWS LARBI HANSHE MOHAMMED ABDULHADI 
AWADH、SIDI BRAHIM EI MAALOUMA v 李建平、崔雪萍、温建明 国际赛道

53 超碳科技--国内首家水溶性单层石墨烯粉体

供应商
宁波大学 张金秋

刘统、张思杰、吴增瑜、黎徐诺、杨惠雅、唐思源、李伊灵、李莉
、胡君芳、王梓豪、王婷、杨永胜、邹亚杰、张钊欣

刘鹏、王刚、刘小娣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54 蓝鲸科技--您专业的船舶导航管家 宁波大学 彭懿徵
王晨阳、杨梦真、曾希、舒婉婷、王佳乐、鲁姚杰、杨家曜、袁智
泽

张远强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55 谱安科技：国际领先便携式质谱生产商助
力化工污染物检测预警

宁波大学 刘容 吴佳怡、张思杰、蔡鑫豪、高璐、方滨、吴斌航、关欣、李俊晖 高文清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56 星路通信-“动中通”天线全球领航者 宁波大学 尤阳
朱其昂、孙立莹、陈怡君、高奕航、孔德涓、富雨柯、季珈汝、韩
文心、尤清春、刘祥、张玲、夏林峰

陆云龙、黄季甫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57 蟹亿水产--高质量海蟹种苗繁育领军者 宁波大学 季心平
黄辛联、简杰亮、周冬平、黄佳双、陈恩助、杨杭琪、方伟、林维
钏、王李聪、吴佳乐、王柯童、刘瑄瑄、白晓晓

刘磊、任志明、王春琳 高教赛道初创组

58 AI驱动无创胃癌全周期精准检测开拓者 宁波大学 严嘉宁 吴怡梵、吴佳奕、石静红、朱玺、汪佳琦、郑雨静、俞淑蓉、代麒 杨易东、张敏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59 闪熠能源--全球商用超快充锂离子电池行业

开拓者
宁波大学 杨军

张希、蒲建波、胡言庆、时熠、方子昆、陈玮婕、王利容、周健、
张雨欣、刘登锋、白丹妮、徐嘉晨、骆昊楠

阮殿波、屠建飞、王璐冰、洪松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60 光藻科技--微藻贴壁技术净化水质的先行者 宁波大学 王海霞
汪纯、齐美、张美然、葛函逍、任赛雁、傅辰玥、冯彦章、常婷、
杨家曜、徐梓淏

程鹏飞、吴琳华 红旅赛道创意组

61 虾满户--现代化对虾养殖集成设备开发商 宁波大学 赵文海
董子威、覃英、姚玟伊、方淑怀、沈思铭、李苗苗、李靓、姚瑶、
洪希燕、吴昊泽、陈鹏、张天益、聂志伟、耿艺凝

张德民、陈和平、赵群芬 红旅赛道创意组

62 移动渔医--全国首创便携式虾蟹疾病诊疗平

台
宁波大学 胡豪杰

楚录可、李建安、袁梓楚、陆伊雯、吴逸、李淳诚、金林洁、袁佳
骜、胡欣、叶月美、姜帆、高晨菲、刘泉吟、沈思铭

钱冬、李政、陈晨 红旅赛道创意组

63 E-MO 摩洛哥首家新能源整体出行方案提供

者
宁波大学 Marinovic Milica Khadija Boubkeur、Haddi Ghita、梁波、Alami Youssef、Mate Mico 毛跃祖、钟冬冬 国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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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飞步运动科技--仿生性运动科技领跑者 宁波大学 全文静 潘铭、Rohit Khargotra 钭娅、顾耀东、金一波 国际赛道

65 聚晶科技--半导体衬底加工领跑者 宁波大学
MEHMOOD AwaisLOMER 
CHRISTOPHER SAGAL LOMER CHRISTOPHER SAGAL 、陆新明 吴柯、张方圆、余丰、褚慧丽 国际赛道

66 绿创科技Rego--基于快递包装改革的环保生

活开拓者
宁波大学 kilian kamil 马佳婧、张泓泽、陈晓晓 许桂玲、钟冬冬、王逸娇 国际赛道

67 梅鲁甄选（MERU）--让墨西哥遇见中国好

物
宁波大学 Moscato Federico Jose 金昱琳、Yusuf Aubakar 毛跃祖、王茹佳、曹睿 国际赛道

68 辛束科技-生物质赋能纤维开拓者 浙江理工大学 胡欣蔓 苏健宁、朱佳莹、蔡绍杰、蒋奕妍、蓝雨欣、沈汝奕、张泽润 付飞亚、陆秋萍、刘向东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69 博瑞科技--管道设备腐蚀防控管家 浙江理工大学 姚睿
王亮、陈镜清、杨汝远、陈思璇、于世杰、王浩然、王新茹、段奥
强、张炯明、全建勋、顾镛

金浩哲、张义玲、徐颖云、张燕 高教赛道初创组

70 紫芯光电-国内氧化镓半导体产业先行者 浙江理工大学 吴超
常裕鑫、胡海争、常蒙蒙、马超群、李嘉欣、高昱、郑苗、张艳玉
、贾锦华、王竞萱、张丽滢、张晓龙、何欣遥、周倩倩

王顺利、吴锋民、郭道友、施鹏、贾立壮、王勇
能、周照东、张文慧

高教赛道初创组

71 德丽洁-生态厕所先行者 浙江理工大学 Asim Mushtaq 侯亦可、Mohammad Jaber、A.I.Younous 孔祥东、王世博、Zubair 国际赛道

72 森化环保--含氯VOCs废气创新治理开拓者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金怡 柴荣、郑俊廷、黄蒙蒙、高亦心、邵丽虹、甘鑫豪、章泽一 陈杰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73 振平科技—用“超声＋”构建金属加工新未

来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陈张平

温从政、屠雨泽、吴芷珺、卢安迪、洪江锟、范佳哲、王子怡、沈
佳艺、叶梦媛、吴恩慧、施淇元、陈洪欢、罗鹏浩

赵晓东、孔亚广、李虎、张帆、黄娜、钱胜、吕
强、陈云、郑小青、张尧、何中杰

高教赛道初创组

74 智磁传感—精密磁测行业拓疆者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曾凡宗 王欣颖、李佳轩、沈才圳、葛霆锋、孙尚炜、孟意彭、戚巧、李悦 章雪挺、曾鸣、钱胜 高教赛道成长组

75 异曲同工--基于视频场景识别技术的智能配

乐平台
浙江工商大学 黄桢晟

沈熠婷、卢茜、吴红桥、李大仟、陈泓亦、王济儒、张悦馨、叶航
、罗嘉杰、丁俊杰、吴子墨、王文韬、张扬慧、王筱祺

项益鸣、杨柏林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76 智净生活--全屋立体清洁的先行者 浙江工商大学 朱炳涛
胡震霆、叶炜烨、李明帆、徐浩栋、唐乾恒、周慧清、童韵岚、顾
沐怡、吕程辉、岑晨、吴安其

蒋丽珍、毛逸伦、顾春梅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77 隔镉不入--边生产边减控农作物镉污染的先

行者
浙江工商大学 李佳欣

陈超、刘泓辰、吴铮、王湘格、朱佳燕、王羽、孙晓航、方金、王
胜涛、徐茜茹

都韶婷、韩竞一、李志恒、赵雯璐、方治国 红旅赛道创意组

78 浆果宝--以技术赋能浆果保鲜驱虫升级 浙江工商大学 章航嘉
何帆、邹莹、李自成、林洽然、沈贤、邵之宁、何云珊、虞静怡、
杨可、林霞

宋达峰、应笑妮 红旅赛道创意组

79 “智”在“碧”得--新一代农村污水治理引领者 浙江工商大学 梁禹翔
陈禹杞、杨宇欣、黄勇昊、吴梦然、郭薇、叶玲、曹锴、贾杰、金
阿南、吴朵而、叶芳芳

冯华军、徐颖峰 红旅赛道创业组

80 Pioneer of AI in TCM Prescription 浙江中医药大学 张智超 李弘辰 金怡、赵颖 国际赛道

81 Qiming Technology
--the protector of bright eyes 浙江中医药大学

MUSUKWA PHALESY 
ANASTASIA 翁晔、MOUYABI GLOIRE EMMANUEL 孟舒扬、曾传红、刘佳敏 国际赛道

82
Yu Shan Fang--Creating Chinese palace 
medicinal cakes and spreading Chinese 
medicinal food culture

浙江中医药大学 吾尔肯 陈雨琪、佩莲、李惠智 马龙、何富乐 国际赛道

83 Yueban Tech--Marathon Sports Medical 
Leader 浙江中医药大学 OWUSU MENSAH SOLOMON 吴靖雨、IRADOU KOUNDA PATIENCE 刘佳、孟舒扬、刘佳敏 国际赛道

84
国内首创双源融合，超精准、高效率，林
业有害入侵生物防控整体解决方案--中国林

业绿色防控的引领者

浙江农林大学 左璐莹
高诗琪、顾宇彤、吴雨露、郑凯文、孟文俊、邱露静、姜壮、苏涯
婷、刘泽龙、池妍琪、金京、欧阳先恒

樊建庭、王康、陈安良 高教赛道初创组

85 打造全球腰椎卸压治疗定义者—28天逆转

椎间盘突出的新希望
温州医科大学 叶佳辉

李煜婷、郑逸旸、张梵伊、蒋文华、任浠雅、王昊、林娓娓、徐拓
宇、俞思文、张一凡、李轩、叶宏俊、谢涛羽

王周光、叶星、郑曼曼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6 肌力测量手术镊 温州医科大学 韩梦雅
卢楚薇、谢天珍、杨轶婷、卓婧怡、王云、杨中秀、周雯暄、付雯
、朱永梅、李亦心、张紫羽、余露润、叶雨虹、江凯婷

谢婕、万明辉、章毓林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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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呵护光明，为eye同行—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新模式开创实践者
温州医科大学 吴益强

雷长荣、李亦心、于彩玉、徐嘉昊、方诗琪、王陈旻、江奕沁、杨
轩萌、金璟、蒋慧君、张颖琪、黄亚东、王雅妮、陈笑语

曾春燕、张建、刘新婷 红旅赛道公益组

88 拇指宝贝--先天四肢畸形儿童多维救助体系

先行者
温州医科大学 吴弘强

朱柠、陈雨诺、沈沁汝、董田英樱、林宣如、冯英泰、郭佳燕、周
爱樱、王宇昊、陈冬伶、毕晨丽、姚艳盈、杨佳、周霖

丁健、苏凤启、高伟阳 红旅赛道公益组

89 融爱计划—做心智障碍群体的赋能者 温州医科大学 张多
吴白静、沈浩然、安玉彤、杨乐萱、陈慧琳、杨程烨、赵睿、常婧
仪、陈思颖

陈小英、陈永霖、骆美辰、 红旅赛道公益组

90 生命之光--国内器官捐献新思维的领航者 温州医科大学 周然
阮煜闻、李凯茵、沈可欣、王晓柠、谭利宏、杨婧、胡潇天、胡怡
莹、夏维一、虞鑫辉、李俊梅、陈怡霖、李予晗、邵晨宇

潘晓婷、洪晓畅、林建锋 红旅赛道公益组

91 一管通--稳定型人工泪管 温州医科大学 梅嘉慷
盛梦祺、戴安宁、周琛、陈益、陈欣田、邵钰莹、 曾傲、金丝雨、
吴贝贝、汤佳丹、刘嘉欣、叶思宇、苏丽、 黄珊珊

马颖洁、谢婕、余波 职教赛道创意组

92 A&O营养粉--助力非洲营养不良儿童健康

成长
温州医科大学 BRETT LYNDALL SINGH 郑文清、MICHAELA TALIA SINGH、SURSHIN Naidoo、Ashleigh 

Tinotenda Chitakunye 谢建伟、缪立懿、曾爱兵 国际赛道

93 The Secret of Spring--the manufacturer of 
high quality biological fiber mask base cloth 温州医科大学 MADELAINE PAR CHIN IANG 章新月、MR. NATABHAT 刘博京、卢倩、王旭 国际赛道

94 the Spring of Skin—the forerunner of precise 
skin repair 温州医科大学 JAMES CURTIS DRING 章新月、KACPER CYPRIAN ROZNOWICZ 卢倩、刘博京、金利泰 国际赛道

95 CKFC“一站式”人才赋能平台--点亮留学生
的“中国梦” 浙江财经大学 GUBAIDULIN VLADISLAV

仇梦、BAKHROMOV EKHSONBEK、POLYAKOV VYACHESLAV
、KUTSENKO ARINA、BORODINA ALINA、SHIRNAYEV 
MAXIM

张莲、柴志贤、张迅、金德锋、汪博林 国际赛道

96 寻音觅迹--新一代光子拾音器 浙江科技学院 吴震东 徐书扬、刘晓峰、李海洋、李庚翰、章陈一、何金亮、叶婕瑜 沈艳婷、潘卫清、姜文彪、徐弼军、郑章琦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97 CitrusEngine-- AI Citrus Pipeline Inspection 浙江科技学院
WESLY KENNIARD 

TAKUDZWA GWATIDZO
边琛、NYASHA MAKAZA、CHITEME TAFADZWA 
EVANGELISTA 朱文、侯北平、于爱华 国际赛道

98 聚能科技--电池高性能化“赋膜者” 嘉兴学院 吴磊
黄慧子、冉伟、胡雨倞、王岩、张凯雯、傅文睿、梁议尹、吴佩芬
、糜沁彤

胡笳丽、于影、董晓玮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99 若土有稻--下一代水稻育秧基质行业标准引

领者
嘉兴学院 楼舒琦

万许召、叶楠、彭梦婷、赵倩、何若兰、王兴新、郑伊芸、赵景景
、王翘楚、黄思源

李加友、翟志才、张惠忠、董晓玮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00 益志新材料—抗病毒冷链包装材料领航者 嘉兴学院 钟楚涛 黄爱琪、熊恒、林佳妮、张启新、李兆麟、万禛、臧悦、周兴陆 颜志勇、左军、胡英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01 “品非遗，绘传承”--趣玩非遗巧制绘本工坊 嘉兴学院 章凡
钱翊、顾佳蕾、宋子怡、朱丹妮、王声毅、肖雨、张莹洁、陈颖、
李佳雯、李宁宁

唐曦、朱斌风 职教赛道创意组

102 活布生艺--打造创新拼布，弄潮美育课程 嘉兴学院 姚静如
凌丞怡、丁以轩、吴瑞烨、李欧、罗辰、何发樱、侯宇柔、梁沐春
、黄彬心、周坚浩

覃道义、李文娟、朱小烽 职教赛道创意组

103 曜晖科技--全球高端生科医疗器具国产化引

领者
杭州师范大学 赵起超

刘雨欣、玉坚岚、孙溢霞、李春雪、林萍、周子俊、赵鹏、王家俊
、刘安敏、宣佳雯

陈功星、谢恬、陈岑、付映杰 高教赛道初创组

104 清源环保-农村污水治理模式革新者 温州大学 李湘俞
高思琦、虞如琪、梁晓雯、应冯凯杰、陈功、陈惠花、杨盛林、徐
亮、毛宇轩、施凡、戴婉晴、郑培儒、周瑾、吕存红

贝克、郑向勇 红旅赛道创意组

105 微公益—数字公益平台的“温州”样本 温州大学 傅钰婷
许倩妮、张祥、封美玲、沈佳燕、江凌波、王静亚、王良圩、王冰
冰、夏梦瑶、梅约慈、徐绾、李嘉怡、袁土淋

李剑军、詹萌、杨奇 红旅赛道公益组

106 知心绘本--全国留守儿童心理疗愈模式的领

跑者
温州大学 王含之

张雨瑶、曹颖、陈怡佳、徐夏、张舒帆、童依婷、黄素培、尹之懿
、何易城、张安妮、周姣甸、徐新怡、李奥星、张嘉秦

彭小媚、严晓秋、陈铿、邱丽伟 红旅赛道公益组

107 云知盘中餐 温州大学 尤奕乐 周凡渲、何圆圆、董宇、陈杰、施欣怡、黄梦雅 陈旭微 职教赛道创意组

108 Wento technology：Fully degradable new 
solution provider 温州大学 贾帅 张笑嘉、张芮晴、秦欣汝 尹德武、金辉乐 国际赛道

109 绍凝科技--中国首选新能源汽车电池隔热材

料定制专家
绍兴文理学院 沈士琪 施益欣、高晓婷、赵易成、沈茹阳、刘志凤 姚献东、徐青、金骆彬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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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牛齐新材料——国内首创的新型石膏基添

加剂供应商
绍兴文理学院 兰明轩

周杰、孙贝贝、徐领杰、张陶钧、张慧苗、王文玉、张佳钦、徐晨
曦、桑吉秋珠、杨超凡

徐青、马海枫、章江燕 高教赛道初创组

111 燃盾科技--韧性城市阻燃保温材料领跑者 台州学院 蔡沁伶
吴鑫语、周国秀、夏璟、郭璞曦、秦子豪、潘梓豪、骆岚清、孙婧
、陈言刚

黄国波、刘贵花、常玲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12
Green Shield Technology——The Provider of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Flame Retardant 
Solutions

台州学院 HEPUTE AVIHE WHITY 徐陈潇、QURBONMAMADOVA ISMINA 冯凡、杨旭宇、黄国波、田厚宽 国际赛道

113 万家华食：欧洲万家共享中华美食--农产品

出口跨境电商平台设计
丽水学院 陈玉莹

陈仁翔、宋文桐、潘心怡、雷宁、王青青、吕金梅、陈杨、王雨清
、余哓榕、周逸、段文婷、熊垚峰、于洋、卢柏瑾

何蕾、周宏芸、胡月芬、廖峰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14 火花科技--国内电火花机床辅件系统定义者 宁波工程学院 李鸿
王太红、杨容霞、马莹蕾、张哲清、谢海莉、苏梦璇、肖新宇、李
雅婷、金皋城、泮勤涯、陈逸彬、张超

梁荣、刘浩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15 夏小满--文博历史新表达的创新者 宁波工程学院 夏琳娜
姚佳丽、杜淑婷、郑琼瑶、陈慧慧、瞿燕青、曹冬宁、费雨婷、戴
成洋、赵欣、石子玉

杜莹 高教赛道初创组

116 浙漾公益--全国首个工业集聚区服务模式的

奔涌者
宁波工程学院 陆依伦

王大地、郝鹏辉、张紫玥、范安杰、冯娣、卢星辰、屠佳倩、杨容
霞、马柯伟、张新怡、赵欣、王慧、王诗佳、卢怡伶

叶任泽 红旅赛道公益组

117 advanced climbing robot for hollowing 
detection 宁波工程学院 王旋 王悦稣、Karel Jõeleht、罗琦、张子丞 潘蓉 国际赛道

118 Blue Ocean Technology 宁波工程学院 白瑞晨 杨懿斌、戚世杰、徐旦、蔡佳利、王润堃、熊书博、莫景杰 阮东波、陶永梅、洪宝仙 国际赛道

119 meet and educate 宁波工程学院 付奕懿 姚佳丽、吴静蕾、刘婉宁、俞幸妤、徐佳晨、荆子康 杜莹、李玉娟 国际赛道

120 Pandacy APP-基于人工智能的全球中文教育

平台
宁波工程学院 王建栋

陈侠娜、Vitaliy Kutovyi、Eryka Chmielewska、刘宇琛、OZOZILNA 
VESMA 易后余、阮东波、叶金琳 国际赛道

121 银巢未来--专注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企业”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李靖慧
萧颖琦、张唯希、肖宇欣、姚晓晟、盛正晗、何诗琦、范若萱、范
傲雪、王晨怡

红旅赛道创业组

122 创帆新材料--海洋基建守护者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唐鲁波 吴晓雯、章磊、徐嘉玲、陈秋燕、胡一奇、吴临轩 虞艳丽、何忠茂、伍中龙 高教赛道成长组

123 葡滇之下--葡萄的新型产业化模式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阮程 葛蔚初、陈岚 刘子超、赵杰、卢尧 国际赛道

124 卡库纳纳米球--女性乳腺抗癌
温州医科大学仁

济学院
陈佳瑶

黄涵之、赵雨慧、方晨媛、吴蕾、向志杰、叶梦楠、鲍文炜、叶阳
阳、王雨薇、林展、陆心瑜

周强、应亮、金旭敏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5 “柔芯”助造中国桥--桥梁施工抗裂技术引领

者
浙江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
吴正举

陈鹭鹭、俞智彪、章延梁、陈圣宁、张佳豪、朱琳双、傅金铭、严
霁萌、章虞杰、郑耀华、谢雯雯、俞安南、洪文

吴颖峰、杭振园、姚鑫、陈小鹏、田浩 职教赛道创意组

126 迈瑞科技--国内首创抗辐射，耐老化，高韧

性富镧记忆树脂新助剂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戴龙君 陈云峰、应佳凯、潘超俊、吴煌森、施佳锋、叶子菁、张璐 边超群、章颖、王惠程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7 “果”如其然--药食两用全果陈皮化创始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刘忠辉 郑张灿、余子欣、王会琼、徐剑浩、徐梦怡、洪周锴、张智聪 钱周蕾、杨晓东、陈文航 职教赛道创意组

128 百变“摩”换--国内首个摩擦片生产设备自动

化升级方案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黄晨霖

郑佳杰、章棋、何田雅蕙、王家浩、任成辉、王宇轩、姚森怀、肖
洁颖、邓昂健

郭天鹏、柴瑞磊、徐华东 职教赛道创意组

129 精智科技—中小企业智能终端设备“大脑”
供应商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林惺浩 高怀宇、王钶元、邵丹扬、沈姚祚、陈王翾、陶赵斌、李凌峰 刘子坚、费锋、徐晶晶 职教赛道创意组

130 喜果--中国无花果第一品牌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钱继昌

杜紫薇、马惠玲、马敏芳、钱雨欣、潘筱烨、泮凯婷、包安妮、俞
燕泓、干璐琦、谢佳会、黄静微

胡繁荣、何美仙、罗军、方勇 职教赛道创业组

131 研创科技--厘米级物联定位领航者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钱煊博

周珊妮、鲁文浩、魏宽宽、余柯剑、胡涛、杨晓群、吴智鹏、梁文
敏、曹镓伟、范佳明、卢宇佳、陈思燕

金余义、林凌鹏、  潘楚绚、付强 职教赛道创业组

132 青牵万--青年牵手万村景区建设  数智驱动

乡村振兴
浙江旅游职业学

院
郑丽萍

江博、傅春琪、朱未来、傅钿岚、沈文栩、余成、王介明、李凤、
易永彬、沈园园、杨依盼、周玲丽、金跃婷、陈楠

徐初娜、陈方方、陈满依、金蓓蕾、徐敏 红旅赛道公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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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旅邦科技，中小旅行社数字化革新引领者
浙江旅游职业学

院
应潇俊 裘文杰、宋美琳、马逸尘、邵施雨朦、周新渝仁 郭一、韦小良、袁佩芬、卢璐璐、陈萍萍 职教赛道创意组

134 逸享科技--智能可爬楼梯清洁设备研发与产

业化先行者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沈洪旭

何一杰、陆舒丹、郑思源、求豪军、李静圆、刘嘉雯、王欣、沈佳
斌、洪嘉昱、金程凯、季楚烨、黄佳佳、虞凯朝、姜睿帆

张冬冬、周剑鑫、高永祥、江一行、周昕 职教赛道创意组

135 电纺科技：柔性织物电极锻造体联网时代
的“中国芯”

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

蒋文杰 何海飞、董喆、陈静、徐思甜、王佳乐、王文科 戚家超、张辉、罗炳金、冯杰 职教赛道创意组

136 百凝茉香·与茶相恋--年销售额超3亿的茉莉

花茶领导品牌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滕智越 赵沁、徐心如、谢弘意、李玉龙、胡值玮 姚慧、张思平、许珂 职教赛道创业组

137 敲糖帮-浙江省最大的古法红糖生产基地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陈万佳 郭富达、闫璐璐、曹苏敏、陈纪雄、吕佳静 关春燕、曹前、朱华兵 职教赛道创业组

138 e带易创-东南亚电商e站式综合服务领航者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MOHAMAD ALSHAWEESH 许智涛、蒋正 陈青、余雅晶、张春明 国际赛道

139 嘉维贸易：重塑中欧文化互通的茶马新道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艾妮BONDARENKO ANNA 田逸豪、达尼TWARDOWSKA DANIELA AUGUSTYNA 葛佳佳、翟文秋、夏芳芳 国际赛道

140 白鹤东南“非”--最懂非洲的研产销一体日化

行业新星
衢州职业技术学

院
周京毅 陈建娜、戴莹、滕青青、徐晨霞、邱实 陶莉莉、姚钰、姜紫薇 职教赛道创业组

141 酣寐耳机--软硬内容一体助眠概念首创者
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陈晨 王思苑、生晓静 徐蕉、王细红、康敏娜、曾菁惠、张星 职教赛道创意组

142 爱撒无声-儿童言语康复服务领先者
宁波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
黄竹青

庞文慧、丁琳、宫文静、孙彧、陈心羽、胡明尉、房影娣、杨方源
、卢文斌、杨露莹、金婷婷、丁丁杭、俞梦娣、马欣宇

周静、张莉、沈晓丽 红旅赛道公益组

143 锁向披靡--国内自动螺丝机行业领跑者
宁波市鄞州职业
教育中心学校(鄞
州中等专业学校)

邵宇 陈竹佩、王昊、何杨、陈佳仪、陈瑶璐 朱敏、陈清、俞佳玲、周佳 职教赛道创意组

144 向天农业：小茶苗撬动大格局的“三牛精神
”践行者

国家开放大学浙
江分部

盛文斌
蒋鹏、孙袁、 江艺楠、黄怡静、吴冰沁、林子寒、金佳维、段炳岩
、俞丽珠、 杜君

马海枫、孙寨君、吕美萍、李旦 职教赛道创业组

银奖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组别

1 TruSense--基于个性化医疗的临床检测分析

平台
浙江大学 刘紫怡 王宇森、陈天懿、娄翔、陈维佳、高宇翔 黄力全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 X-spider 全地形智能交互平台 浙江大学 王振阳
王雨桐、黄靖坤、余天楹、马润生、刘一坤、郎奕霖、钱宏飞、杜
忻娱、陈桥娴静、宋振宇、任宇飞、陈丰、朱天翊、叶晨龙

张克俊、金珺、朱永平、朱秋国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 松果AI助眠--让中国人睡觉好，睡好觉，好

睡觉
浙江大学 马梓睿

施含容、蒋凯琪、顾清、陶丹阳、崔家旭、张泷予、李洪博、陈贤
梦、刁喻

高在峰、张克俊、郑刚、唐智川、陈树林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4 欣心三维科技 浙江大学 刘又铭 曾佳豪、陈天润、夏怡、吴党郅皓、梁彧、冯磊磊、张上展 刘景江、欧阳润清、任帅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5 海洋之星--水下机器人领航者 浙江大学 何佳钟
牛剑锋、何瑞、拉心·木沙依甫、吴丰愉、刘嘉怡、赵欣然、刘雪成

、戴莉、姚鹏志
周晶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6 精准微创手术领航员--肾介入输尿管手术导

航系统
浙江大学 章重安 傅佐名、金子逸、干添元 叶学松、雷勇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7 跨阅科技--大跨空间结构安全守护者 浙江大学 薛宇
朱一凯、高天蕙、赵湘楠、余哲帆、蓝宁宁、陈晓睿、陈安妮、傅
文炜、陈轶、葛荟斌、刘玄、董冠森

万华平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第8页,共40页



8 牙颌建筑师--个性化口腔修复革新者 浙江大学 余晓雯
叶冠琛、叶鑫、陆科杰、丁镛、胡屹杰、周雷、赵飞亚、顾钰颖、
刘靖

俞梦飞、祝毅、尹俊、贺永、王慧明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9 奥菲生物--齿面术后护理专家 浙江大学 余劭畅 李韶仪、马金虎、董乘闻、吴润琪、胡竹言、边梦瑶、谈梦璐 陈圣福、任帅、戴伟顺 高教赛道初创组

10 库叮科技--青少年校外科技创新教育践行者 浙江大学 黄强豪
李韶仪、徐铭婕、董乘闻、郑杰、陈炜漫、阮湘婷、于文萱、宋宇
宸、胡锡涛、严文耀、上官培俊

侯迪波 高教赛道初创组

11 以体全人：致力于用个性化体育方案培养
多维度人才的新概念体教品牌

浙江大学 郭永康 高雅佩、郭笑荷、钱宇凡、许晨晨、柳雨希、刘靖 徐锦浩 高教赛道初创组

12 鹰诺科技创新教育 浙江大学 岑诺
吴天昊、顾昊宇、潘思含、林宏颖、方丽娜、安韬、丁浩凯、朱行
健、柯亦婷、朱仕娅

金娟霞 高教赛道初创组

13 由图智能识别系统 浙江大学 陈建 丁豪特、叶骐瑜、李钿钿、何璐、魏新崇 马婕、顾雪萍、沈律明、张雨晴 高教赛道初创组

14 彩茧金丝--全球功能性彩茧产业化推广运用

领军者
浙江大学 胡佳琦 谢哲宇、杨梅、张桂聪、王义菲 杨明英、陈玉银、朱良均 红旅赛道创意组

15 乡土中国虻--科学垃圾处理助力美丽乡村 浙江大学 王瑶
曾佳豪、孙晨怡、秦子懿、梁玮琪、胡心璐、朱芷懿、江承亮、项
方铭、张开欣

张志剑 红旅赛道创意组

16 让乌骨鸡变身“金凤凰”--乌骨鸡标准化养殖

乡村振兴领跑者
浙江大学 姜子鹏 王丹琳、朱庭耀、邢之宁、钟茜、汤佩雯、郑雨轩、赵薇、曹海月 尹兆正、任思丹 红旅赛道公益组

17 心巢公益--打造“银龄赋能银龄”新模式的5A
级公益组织

浙江大学 刘浏
刘晓雨、王李毅、仲玉歆、徐稚懿、姜语菲、许乘风、温圆月、郑
宇轩、张乞儿、谢磊、刘昕怡、金妍言、彭可馨、戴乐涵

章方铭、苗青、张栋梁 红旅赛道公益组

18 见君数字城镇—数据驱动基层乡镇振兴 浙江大学 宋博
徐佳钰、安韬、郑子晴、依力哈木·阿布都沙拉木、叶昱辰、金书婷

、戚博特、何宇航、徐至、顾小雨
杨亮、葛志强 红旅赛道创业组

19 E-Green Box 浙江大学 包梓辰 刘祝平 KC Ting 国际赛道

20 生息全自动干细胞培养设备 浙江大学 周宇杰
谭安琪、陈浩哲、钱晨、连昕宇、郑子怡、汪思涵、沈家仪、邬兰
琦、袁晨泰、郭易详、戚景琦、于天骐、王朝阳、Chook Hou Wei

欧阳宏伟、贺永、杨量景、洪逸、王伟烈、何邱
琳

国际赛道

21 探循科技--颠覆式无废城市建设前端解决方

案
浙江大学 克里象

刘园馨、陈灏、覃含章、白蕤、姚晨、张卓丞、周云帆、孙明杰、
向建宇、郑梓柱

周伟华、皇甫江涛、傅建中 国际赛道

22 空介-虚拟数字人物IP的多场景应用 中国美术学院 吴建斌 周孝歌、徐闻秋、左向戎 卓美红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3 拼格-5G场景下的创意科技运用 中国美术学院 刘志良 吴建斌、周孝歌 竺照轩、崔鲁海 高教赛道成长组

24 reHAB健康助手--基于脑机交互的家庭康复

外骨骼系统
浙江工业大学 平雅沁 周扬、余明洁、张豪杰、徐齐婧、王翌诚、王裕可 唐智川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5 环氢科技--极端环境下材料研发检测专家 浙江工业大学 张逸青
宋晓怡、林坪、李龙、陈浩宇、王金泽、吴越、刘哲晔、吕晨虹、
卢嘉宁、黄逸肖、陈涛

周成双、张林、吴波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6 丙酮智造--丙酮酸家族绿色生产最优解 浙江工业大学 王松茂
涂帅、孔慧翠、朱丽娜、吴联武、侯正雨、刘梦珠、邓美晨、毛悦
、陈小青、魏立天、夏元丹、沈宇轩、毛微霞、孙梦宇

袁围、章银军、宋晓菲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27 高安全低成本柔性锌基电池 浙江工业大学 郑冬
冯锦秀、阙文彬、马雪琪、葛晨栋、陈烨、杜福凯、牛昕欣、阮鹏
超、周广成

曹澥宏、刘文贤、徐喜连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28 垠袤科技-国际首创微生物赋能增养沙化土

壤生态重构技术
浙江工业大学 王子艳

章可卿、陈通通、徐伊婷、范青峰、孟佳琪、王译、任婉淇、陈悉
玥、方厉洲、程阳、赵敏、易昌毓、刘丙申、冯裕栋

潘响亮、王潇男、张明、张道勇、周英飒、沈康
、徐滔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29 立派科技—微信智慧支付领航者 浙江工业大学 任浩楠
曹恩康、方淮、王祖欣、陈泓越、章娴雅、徐声远、黄海文、韩笑
歌

王卫红 高教赛道初创组

30 鑫叶科技-突破高性能叶片制造壁垒 浙江工业大学 陈健
张杰、范思远、范伟鑫、高泓俐、应蒋杰、晏宇亮、王振、尤涵潇
、陈志敏、孙启帆、邱方苗、罗准、张城锋、金珂

姚建华、李波、张群莉、姚喆赫、陈智君、吴国
龙、董刚、杨高林、张毫杰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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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百里飘香-小小野草铺就西北部乡村振兴之

路
浙江工业大学 贺彦桥 施宣任、王祖欣、唐静、陈婧瑶、梁明利、张绮红、何天锦 许文灏、杨志凯 红旅赛道创意组

32 永吾乡—打造全国首个乡建思政课堂助力

乡村振兴
浙江工业大学 程正俊

张诗宇、姜滢、孙杨洋、陈鸿、朱丽帅、蒋茹逸、李苧薇、方楚惠
、胡子扬、诸沈岩、宋晓怡、梁文锋、黄子淳、陈依睿

陈前虎、张善峰、林敏喜、周骏、吴一洲、丁亮
、杨锡、李英豪、王思逸

红旅赛道创意组

33 画说党史--让红色基因“活”起来 浙江工业大学 秦宇杭
余依宸、王伊灵、邹加严、李筱、韩正豪、徐诗雨、倪彬、刘雯瑾
、赵蕙、程正俊

陈央、徐吉洪 红旅赛道公益组

34 番花似锦--藏红花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浙江工业大学 刘玲
金悦、曾传龙、谢海汇、韩彦超、余涵、刘裕鑫、尤雅、李桥桥、
林素素、江山山、钟晴柔、朱琳、徐子金

王平、王卫红、陈云峰、杨志凯 红旅赛道创业组

35
Biocontrol pesticides based on Protein Elicitor 
PeaT1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griculture of 
Uganda

浙江工业大学 PANGAS JOHN VIANNEY BOWEN EVERETT JAMES、MUKARO TAKURA、BALOLAGE 
NYANGE GRACY、季东鑫

金志敏、吕耀康、方雨露 国际赛道

36 “会呼吸”的椰纤维--国内可降解果蔬包装领

跑者
浙江师范大学 郑源源

陈泉霖、叶嘉宁、刘梦洁、孙卓桉、陈浩天、周玲妃、杨羽凌、陈
怡文、陈虹宇、王珂、俞典

张雪、邵利炳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7 基于超分辨率放大修补技术的图像处理平
台

浙江师范大学 陈诗婷 贺林英、关晶格、项廷威、舒琳、陈姿伊 端木春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8 鹿鸣呦呦--打造国内首个AI+AR沉浸式诗文

吟诵平台
浙江师范大学 程雯慧

李珊珊、邱亦可、蔡晨晨、潘晨怡、陈怡、石浩然、郑婕、周千钰
、王雨涵、朱静涵、孔琳娜

周跃良、蒋栩璐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9 睿达科技--毫米波吸波材料领航者 浙江师范大学 陆瑶
季然、陈迪楠、陈晨、詹梓怡、王馨怡、赵杜吉、王承璐、陈佳蕙
、颜慧瑜、叶嘉宁、陈子怡、孙熠婷、周凡洁、魏海燕

童国秀、刘景弟、梁建君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40 检菌鲜生--全自动生鲜食品致病菌安全检测

设备
浙江师范大学 叶威

张亚妮、李俊豪、吴月江鸿、魏妍婷、何伊琳、游萌菲、施超凡、
项汝凯、彭茜茜、王玺

邵杰、阮春峰、吴琼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41 锌空科技-引领高性能锌空电池可充新时代 浙江师范大学 颜磊
刘强、缪文一、骆宇杰、陈韶敏、缪淑琪、杨晨、潘庆海、娄嘉芮
、方卓俊、徐竹莹、周芳、杨瑛、李磊、王赛君

胡勇、胡伟康、陈诗艳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42 “一点就够”--年轻人都在用的网红智能厨具 浙江师范大学 朱怀波
黄哲浩、柏战、潘卜菁、赖寓芳、叶丹怡、徐含薇、李紫怡、林丽
、马义、潘雨轩、潘代红、王文慧、陈晓东、胡潇培

陈伟龙、宋琳 高教赛道初创组

43 海纳体育--中国首个数字化青少年足球培训

机构
浙江师范大学 周涵洁

昂晨、王俊凯、张思睿、刘军廷 、吴一苗、高逸 、吴维纳、张安琪

、李钦豪、金娅、钟天威、潘露瑶、龚磊杰
张耀斌、关志逊、吴玉美、彭飞 高教赛道初创组

44 教育筑桥  引侨归巢--海外华侨子女归国升

学教育网络服务平台
浙江师范大学 邢莲

李昕怡、董媚媚、娄仲达、夏雪歌、马海燕、沈一佳、党思怡 、施

懿、池亨颖、金佳旻、何咏婷、姜京晶
周功满、吴玉美 红旅赛道创意组

45 行星研究所-中国原创娃衣盲盒领跑者 浙江师范大学 冉鑫 张弛、傅欣楠、蔡昱、章梓琦 陈雪芳、任佳盈、范盛伟、周平、何玉龙 职教赛道创业组

46 5G Wave Absorbing Material --The Turning 
Point Of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浙江师范大学 NGOIE KAFULA KEVIN COMPAORE KISWENDSIDA ABDOUL CLOTER、BAGOUENDA 

MANFOUMBI MILDRED-JOËLLE、吴丽珊
童国秀、王永珍、刘景弟 国际赛道

47 BONG-GO 浙江师范大学 AHMED JONAID 许昊、MASUM SAYED KHALED、LINDA LINDA、Mazumder 
Oscar 徐颖、朱弘扬、孙龙 国际赛道

48 Confucius new future-Online Chinese 
Education 浙江师范大学

OYAMB ITOMP ARLETTE 
MICHELE 李昕怡、ABANG TEBOH TATIANA（喀麦隆 叶青、蒲伟军 国际赛道

49 Create an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for 
classrooms and small classes 浙江师范大学 SMOLAK SEBASTIAN PAWEL 李昕怡、STEFANOWSKA MAJA 狄伟锋、陈秋羽 国际赛道

50 Self-defined Space--Innovative Three-
direction Refrigeration 浙江师范大学

MOKO TAGNE DRNELLE 
THERESE

张蕾、TENDJOUONG FOTSING CHRISTIAN CELESTE、FRU 
CHASLEY WULGHIWIMBOM 林浩波 国际赛道

51 SUNMOON 浙江师范大学 KONES JERUSHA
顾雯杰、 JEUATSA FEUGUIM  OLIVIA FLAURE、ABDULLAH 
AHMED TAHA ABDULRAB、MUJAHED ASAAD AHMED 
MOHAMMED、LEMELIHA、WILLER ADRIANO

林浩波、杨旭峰、傅挺 国际赛道

52 Super Membrane 浙江师范大学 张媚佳 邓颖、陈国祥、Ngoundjou Nouazi Franclin Stephane 林红军、申利国、谢枝文 国际赛道

53 The Ear Blessing：barrier-free film public 
welfare project for the blind 浙江师范大学

AL-SAWIDI YASEEN MUAADH 
YASEEN ABDULLAH

ETTAOUAJE ANAS、MUVYEYI MARIE-CHARITE、ANGUE SIMO 
PAULE IRINA、史文由美

王永珍、应莹、路建波 国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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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环宝科技--国内首家有机固废低碳循环处理

方案提供商
宁波大学 王洋彦

周诗颜、徐婧文、王瀛、丁小双、张薇、侯宇、李景琰、郭函彤、
陈凯旗、洪心怡

蔡璐、于洁、王朝东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55 因多瑞尔 --高活性血管生成抑制类肺癌药

物
宁波大学 黄训杰

张伟康、俞宣驰、张军豪、蔡雪儿、李晨、吴世平、曹婷婷、刘燚
、秦福华、胡森杰、李龙、张健、管宇涛、邱美依

魏文廷、钱方兵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56 甬健医疗—国内首创纳米多孔金无创血糖

仪供货商
宁波大学 朱飞翔

桑扬、许晓君、叶未黄、李朵、黄心怡、杨阳、虞嘉杰、陈舒骏、
刘诗钰、林槟雅、翁嫣红

鲁思渊、褚慧丽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57 贝卡科技--高效脱氮污水处理专家 宁波大学 吕沛
李晨、董雪婧、刘钰馨、楼倩倩、杨嘉妮、李宇璇、汪嘉炎、陈飞
、杨科羽、付玉、从屹康、曾成、王昕晔

许伟、钱方兵、李天华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58 策马奔富--海马规模化繁育领导者 宁波大学 陆嘉祺
刘经王纬、赵梦洁、行国瑞、宋丹丹、林喆、王怡霁、董方婷、应
芷若、路宇佳、周晨阳、沈力、章天天、唐杰、胡心帆

徐永健、熊金波、王腾飞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59 法卡普森--多靶点抗阿尔兹海默病药物 宁波大学 裘弘达
赵子悦、牟宸也、谢燕飞、林嘉宇、林俊浩、王彦潞、陈箫羽、朱
一帆、谢泽虎、陈树澍、蒋银丽、潘汉博、孙晴镁、袁智泽

梁洪泽、崔巍、冉繁敏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60 绿沃新材—生物全降解塑料母粒的破壁者 宁波大学 田佳榕
刘岳侬、郎海涛、张家溪、袁逸龙、刘钰馨、付甜、戴欣瑜、尹启
彦、赵晶晶、戴诚濠

钱少平、翁更生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61 晏清科技--新一代多极化吸波器定义者 宁波大学 封哲宇
蔡高峰、尤阳、徐成茵、朱泽辉、时胜圆、王安娜、孙管誉、赵迎
莉、高文涛、叶晟

李敏华、董建峰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62 银光科技—国内领先的高性能太阳能电池

片供应商
宁波大学 韩小帅

刘涛、叶超然、叶佳雯、吴子晗、任鑫磊、尤诚诚、李奇璇、刘麦
祺

李凯、洪松、王璐冰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63 中宁精控-全球领先的高性能超声电机供应

商
宁波大学 夏仁良

叶锦宗、彭韵帆、赵家赫、贺朝将、陡昂、饶乐天、金悦、高馨兰
、孙闻昊

李锦棒、冯永飞、潘晶婧、洪松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64 佳渔芯创--虾蟹疾病防控一站式平台供应商 宁波大学 楚录可
胡豪杰、李小冰、高晨菲、李欣眉、李建安、姜帆、王雅妮、胡欣
、吴逸、陆嘉祺、白鹿淮、陈益、彭昊、陈俊竹

钱冬、吕慈仙、崔浩亮 高教赛道初创组

65 甬上佳鱼--高品质大黄鱼全产业链架构商 宁波大学 倪洁
毛雨鑫、李小娟、姚欣新、王灵倩、姜慧君、钱梦芝、杜晨、谢迎
春、郑宜卉、唐欣怡、陈潇羽、王紫妍、林琪、陈树澍

崔浩亮、竺俊全、魏梦泽、唐道军 高教赛道初创组

66 甬创智能-单细胞质谱仪全球开创者 宁波大学 刘云 闫明月、庞吉宏、孙佳琪、吴京城、叶倩、熊士领、陈煜斌 闻路红、胡舜迪、洪欢欢、陈安琪、陈腊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67 奔涌千里--“支教＋”滴水爱心公益团 宁波大学 陆心怡
吕佳缘、陈丹瑶、陈学、陈瀚、吴思佳、谢迎春、蒋栩蕾、葛安琪
、姜凌羽、杨艺宁

齐柏隆、王立衡、范泽平 红旅赛道公益组

68 南风合唱--全链式基层合唱公益践行者 宁波大学 黄棋茜
陈佳尹、杨一涛、曾嫣琳、沈千红、周丹妮、李一敏、于淼伟、宋
辉、龚琬然、石延枫、何佩伦

薛南、于丽丽、屠春飞 红旅赛道公益组

69 传家宝--让青田石雕走进千家万户 宁波大学 王嘉豪
叶卉、唐一涵、何秋画、王茂碟、贾睿英、刘浩宇、张宇轩、崔家
源、施怡、屠慧楠

吴建胜、蔡黎明、张薇 红旅赛道创业组

70 “三维医体”--马达加斯加3D医疗影像开拓者 宁波大学
TOKINIAINA MALALA 

GERMAIN 莫家怡、VAIDOTAS BACIANSKAS 吕鲲、张吉丽、高迪霏、马士霖 国际赛道

71 Flow Pr--宁的茶叶管家 宁波大学 宋杨 孟瑶、费思怡 刘维、蔡黎明、余熙悦 国际赛道

72 Shadmart：中孟跨境电商第一品牌 宁波大学 Shadman Sakib Haroon 寿洋洋、ELZARA MUSLIMOVA 毛跃祖 国际赛道

73 The Green Dimond-波兰蔺草制品开拓者 宁波大学 金燕虹 王晓凤、Bacianskas vaidotas 韩雯琛、钟冬冬 国际赛道

74 WILL科技--医疗物资智能配送设备研发团

队
宁波大学 DONGMO FODJO ISMAEL Isaac Mohammed 、林浩南 邵丽、褚慧丽 国际赛道

75 ZIGI-源自乌克兰的环保纸袋探索者 宁波大学 JULIA MARTYNA ELZARA MOSLIMUVA KYUNGU MUNGEDI FRANCY、陈雨菲 毛跃祖、吴越、季浩、林鸿 国际赛道

76 罗寻科技—跨境电商多语言客服一站式解

决方案提供者
宁波大学 Sila Fatma Matolo Joan Gladson、周嘉璐 陈林菊、韩明华 国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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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拾味科技--新加坡绿色智能移动厨房领跑者 宁波大学 Du Yilin 胡君芳、赫文漪、MOROSTE SAINBernard 张宇萌、陈彬、傅素英 国际赛道

78 中欧大鹭桥--甬领“1+17”中-中东欧文旅交

流
宁波大学

STOYAN VALENTINOV 
GEGOVSKI 郭伦、张泓泽 唐春兰 国际赛道

79 教有方，云无界--体育AI教育领跑者 浙江理工大学 缪珺仪
赵诚皓、马行天、刘闵婕、王丽娇、吕虹漫、许诺、陈琪琪、黄池
洲、蔡乐圆

吕媛媛、刘炜亚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0 物联智建--装配式建筑数字化管理系统开拓

者
浙江理工大学 马源昊

孙胤栋、童涵一、王冯依欣、沈孝国、叶英杰、刘安涛、陈尚萱、
陈心怡、蔡诗博、钟嘉慧、郑宏宇、楼杭菲、朱悦、赵诚皓

刘勇、张春勤、王勇能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1 不路服饰--复古国潮服饰定义者 浙江理工大学 陈昊
曾梦婷、黄曼霞、谢佳瑜、王亚南、楼宇轩、杨静楠、徐玉娇、冯
曼琴

王赛赛、朱旭光、胡坚、贾立壮、陈璐 高教赛道成长组

82 锦绣前程--“织锦”创新激活乡村经济振兴 浙江理工大学 夏帅飞
尚欣欣、高复苏、肖遥、蔡王丹、蔡晏如、刘亚楠、胡云中泽、戴
奕卉、黄麟雅、潘瑜、叶玲聪、曲艺、汤琳、刘晓涵

张红霞、祝成炎、姚珺、李启正、鲁佳亮 红旅赛道创意组

83 手筑红心--红色模型创新红色文化教育 浙江理工大学 应杭强
陈鑫、陈滢、吴钰、张琳、王敬茹、缪烨华、姚雪、李奕雯、高舒
妤、吴凡

仰滢、李孝明、虞雅伦、贾梨淙 红旅赛道公益组

84 AI骨尺--脊柱畸形AI自动测量分型系统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潘奕彤

宋子涵、崔琪儿、杨文轩、闫梦琦、李越、黄冬香、陈含青、陈倩
倩、葛云阳、张怿恺、向天歌、於文卓、袁程鹏

秦飞巍、邵艳利、彭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5 金刃食智—国内首创可食用纳米静电纺丝

纤维高性能保鲜膜供应商
浙江工商大学 吕梦蝶 孔一鸣、冯静澜、李栋辉、俞思远 石玉刚、陈跃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6 卡瑞汀-β-胡萝卜素纳米运载技术破冰者 浙江工商大学 童华菲
叶豪鑫、辛丽娜、韩晓童、徐旺加、叶昱利、尹倩雯、连士棕、蒋
才鸿、程麟棋、卢昌龙、丁皓雪、沈嘉远、徐千雅、章宏兴

任格瑞、应笑妮、谢湖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7 融晶科技--移动端面部多模态融合的领跑者 浙江工商大学 朱忆怡
吴柯磊、宁静瑶、虞静怡、王璇、叶宸源、陈洁漪、许芸蕾、于婉
萍、蒋微怡、夏梦缘、屠昊泽、杨康、周峰

傅均、柴春来、徐双燕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8 裕鑫科技—无抗生猪养殖的护航者 浙江工商大学 巴足车达
任金山、王梦兰、张章晟、陈恒宇、葛林冰、何帆、王巧巧、周洁
、李科昱、陈翔瑞、刘胜男

曲道峰、廖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9 "敏"智之选—食物过敏原精准检测解决方

案提供商
浙江工商大学 王飞飞 余刚、陈伟、蒋宇豪、贾东辉、林智轩、吴朝晖、沈晓愉、沈嘉远 傅玲琳、王彦波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90 仲台--传统中式早餐数字化引领者 浙江工商大学 张静洁 李孟洁、马笳棋、叶利维、陈晴、刘可欣、陶敏、陈羽椰、申毅 黄敏辉、顾振宇、杨玥熹 高教赛道初创组

91 商大社工联盟-基层公益力量成长的摇篮 浙江工商大学 董善 王渝淇、盖艺伟、张淑洁、王晨霖、邵孝影 马良、严毛新、兰丽平 红旅赛道公益组

92 I’CA，跨境短视频一站式服务平台 浙江工商大学 Anhwere Emmanuel Kwasi Kamyab Azizi、蒋凯宁 丛天落、王晓华、徐蓓佳 国际赛道

93 量益科技--晶体自动化专用设备的研制和完

善者
中国计量大学 田俊

严雨绮、唐睿欣、虞佳莹、程紫良、高文强、王晨兴、谢威、
王嘉晟、毛振洋

柯海森、徐畅、魏钦华 高教赛道初创组

94 数字化正畸治疗的先锋者--美欣口腔工作室 浙江中医药大学 王晶钰
俞依依、滕颖萱、朱泓宇、李紫园、杨沛然、董昊天、李思媛
、戴雨薇、顾天忆、朱汉宇

孙文菁、冯剑颖、陈建治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95 金淳本草--研百草种植新技术，造乡村振兴

新引擎
浙江中医药大学 王诗语

郑浩、朱烨婷、於李龙、张轲杰、陈文华、叶泓逸、何玟叶、
朱琳燕

朱波、秦路平、樊雅婷 红旅赛道创意组

96
中药线香，香飘健康
—ChineseHerbalJossStick，
IncenseofStickBenefits

浙江中医药大学 燕娜 刘康宁、童思 王畅、叶海勇、于志红 国际赛道

97 国内珍稀多色彩、耐强光、耐高温、特种
苔藓的选育驯化及繁育

浙江农林大学 刘鹏
阙晨超、金贝奇、陈昕瀛、全彤、倪 勤、王国辉、王佳晨、柯子涵

、汪雨琪、黄振兴、周玮滢、贾之开、赵睿智、徐笑笑
王康、朱永香、 季梦成、李广平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98 英弗特科技--“大档案观”背景下智能数字化

建设领航者
浙江农林大学 于滢

宋子蓝、闫铭威、刘欣雨、周安琪、张怡辰、张奕开、黄煜、张思
晴、吴蒨、翟旭娇、陆柯澄、王圣凯、薛增鑫

曹庆傲、周凯、王延隆 高教赛道初创组

99 命运多舛，历久弥坚--一个新农人求知创业

成长的艰辛历程
浙江农林大学 严研

张小龙、张李进、胡钰、潘浩、李雪莹、陈雯、顾雯婷、刘佳、吴
斌霞、谢秉轩、余雨停、孙佳琪、邓珂、李灿

倪勤学、王康、王延隆 高教赛道成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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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鱼跃笼门--用鱼肉小笼包撬动乡村经济新发

展
浙江农林大学 单靖淳

徐雨婕、姜迦密、张梦晨、胡梦瑶、于晓萍、邹文东、陈琦锋、张
智超、吴奇凌、陈赞如、黄顺迎、程翠云、陆雅清、金菊婷

戴丹、郑剑、任俊俊 红旅赛道创意组

101 宠物病原体专家—分子探针快速检测 温州医科大学 吴诗怡
周芳燕、王朵、秦玉洁、管子龙、谢洋洋、赵妍、吕晟泽、张睿佳
、夏婷婷、黄伟杰、蒋羽凡、陈锦圆、黄鑫、单亦文

陈贤新、叶盛、林虹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02 奎博-结直肠癌个体化多肽疫苗领航者 温州医科大学 潘侃
马欢、潘宝泽、翁雨静、杜邦、李佳莹、吴琼燕、娄哲嘉、吴雨辰
、彭丽斯、毛薇淇、肖婉婷、左子懿、万乐予

林刻智、金晓童、薛向阳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03 心事记--可穿戴智能心电仪引领者 温州医科大学 黄成益
吴欣阳、李彦楷、王琪鹏、张珂宁、宋佳楠、沈子乔、冯似锦、黄
成红、陈浩迪、刘佳胜、苏川耀、娄哲嘉

王朝杰、何碧如、王毅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04 智印医骨--复杂性骨折三维辅助医疗的“领
军人” 温州医科大学 尹星皓

李文杰、卢佳妮、昝宏媛、葛颖奇、屠馨予、钮寒云、朱荣成、夏
俊华、宣以纯、方妙杰、施赛蒙

蔡乐益、张徐莹、叶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05 血浆基水凝胶--个体化促软骨修复及抗免疫

排斥
温州医科大学 姜弘毅

陆凤凤、余佳陈、何宇、林驰皓、颜子健、阮蒙佳、王哲宁、祝静
、姜立挺、林仕达、王也、黄超超、詹景棣、蔡庭稳

薛星河、邓俊杰、王继龙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106 重装战士- 第四代CAR-T及HLA-independent 
TCR-T新型免疫细胞疗法

温州医科大学 魏成
辛雪旖、张祺钧、徐蕾、徐炜豪、蒋欢畅、曾怡雯、徐天龙、谢玉
城、李敏、朱婷炜、尚立婷、卫秦川、李郁梅、柯善文

高基民、吴东方、朱晓宇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107 生命相髓--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推广公益新

模式首创者
温州医科大学 高佳源

余秋琳 、蔡译墨 、陈泽伟 、金新千 、徐忆惜 、张莎 、陈佳豪、 
诸晓峰 、 葛文杰  、全天乐、 王艺涵 、李恬乐 、吴连众 、晏诗奕

滕杨杨、丁娜妮、郑怡 红旅赛道公益组

108 天使之吻--唇腭裂儿童家庭关怀服务持续赋

能项目
温州医科大学 邓一笑

李渊毅、郑舒恬、林倩文、倪雨诗、胡一鸣、刘韬、陈妍杉、何恺
稳、吕慧、吴晗、孙宇杭

吴代莉、向敏、吴泽洋 红旅赛道公益组

109 益肤生--打造难愈性创面患者救助公益行动

新标杆
温州医科大学 张银河

厉丁玮、朱秀珍、郑祺祺、王少霏、丁思倩、钟华语、郭小飞、罗
雅雯、汪一鸣、赵晗悦、莫雨珺、阮律承

金剑锋、陈迎红、张宏宇 红旅赛道公益组

110 Bu Rui Kang -- the pioneer of nanomaterials 
medicine targeting breast cancer 温州医科大学 BAUER MELVIN 林宇杰、Kacper Cyprian Różnowícz 寇龙发、谢建伟、谢聪颖 国际赛道

111 OptimalRefraction-Accurate prediction and 
planning platform for refractive surgery 温州医科大学 Stephen Akiti 王子健、Anas ziad masoud abu said、Odinaka Cassandra  Ezekiel、

Abdullahi Mohammud、Malgay Samoi Rowe 王俊杰、包芳军、郑晓波 国际赛道

112
Red tulip—the pioneer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e in Chin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温州医科大学 MR. NATABHAT 任家平、MADELAINE PAR CHIN IANG 刘博京、卢倩、李泽阳 国际赛道

113 SC Biotechnology：Surface Coating of 
Medical Devices 温州医科大学

MUTSVENE TINASHE 
EMMANUEL

王家豪、CEHNXU JIAHUEI、MAHA RASHID MALIK、
KENDRICK HII RU YIE、Xu Yangyang 林全愧、王悠、李涛 国际赛道

114 Smarteye-Advanced Multifunctional Portable 
Ophthalmic Instrument 温州医科大学 Xhentila Dautaj Chenhui Qiu、Kacper Cyprian Różnowícz Junjie Wang、Xiaobo Zheng、Fangjun Bao 国际赛道

115 Yishuiq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温州医科大学 Ryan Tanaka Kaguru IBROHIMOV ALISHERJON 、俞佳英 周佩佩、周少余、郑曼曼 国际赛道

116 移动“清道夫”--可控压便携式负压引流系列

产品
温州医科大学

YVETTE BRIDGETTE 
AKUETTEH

吴燕红、MARIA MENDULO、KYARA BRIGHTSON IRENEO、
BALKISSOU SEEBO SAIBOU、ADAN IBRAHIM HAIBAN 高晨晨、施苏雪 国际赛道

117 华卯智能--全球首家能源管道智能阴极保护

系统
浙江财经大学 华钦尧 郭宜川、毛忻怡、余桉琪、鲁雨珂 汤静超、徐潇寰 高教赛道初创组

118 Be Your Eyes- “4+X”新模式助推乡村教育 浙江财经大学 DESPOTOVIC STEFAN 王睿瑶、MILCIC MINA 赵倩、张莲、柴志贤、王鑫鑫、郭春娟 国际赛道

119 生源科技---全国水产病毒检测技术领跑者 浙江科技学院 李元源
王丰、胡佳洪、赵梓叶、凌杭棋、高金瑞、胡雨、叶青文、晏江平
、肖舒珺

李业、蔡瑞康、黄俊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0 智决--智能仓储的引领者 浙江科技学院 陆文婷
李昊轩、徐蒋曼、陈家怡、林觐旺、朱琳琳、王一阳、张觉文、薛
渊、吴仲可、陈燚锋、吴震东、黄铿达、黄思远

董桂丽、白冰、姜文彪、郑章琦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1 土壤医生--守护土壤健康（智能生物质炭土

壤修复平台先行者）
浙江科技学院 李文瑾

施腾楠、梁茹婷、胡晓飘、韩佳琳、曹立栋、顾钊、宋冰涛、赵宇
飞、王向军、王豪、陈方园、沈思翰、寇宏

张进、方婧、单胜道、沈澄、李莹、靳泽文、刘
文波、姜文彪、郑章琦、孟俊、施赟、柴彦君、
盖希坤

红旅赛道公益组

122 非遗品牌化助力脱贫脱困地区乡村振兴 浙江科技学院 孙华锋
沃晨雯、王思奇、李熠炫、王小雨、刘璠、郑宇航、卢鸣、井海阳
、夏建鑫、赵依琳、王江姗、毛博文、雷杰茗

郑林欣、姜文彪 红旅赛道创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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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Ancient Architecture Health Butler-
Forerunner of online monitoring and 
preventive protection for global ancient 

浙江科技学院 DeliaSava ZhihanChen、CsehAndrea、Maya-Min verigut 叶良、王小珍 国际赛道

124 发光星球--开创独特的流量矩阵新模式 浙江传媒学院 元义卿 刘海琳、雷彤、王姝语、周洋、刘蓉、李婷 傅梅烂、黄巧玲、陈根林 高教赛道初创组

125 江瀚环保--工业污废绿色治理全球引领者 嘉兴学院 马海波
林驰浩、李清宇、王佳君、邱发强、李乐滟、沈艳、宋琦、张可宁
、徐雯、周洁莹、潘炫洁、陈晟鸿、王瑾、屈锋云

王亚平、刘清泉、徐寿春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6 柔电直写科技--智引柔性电子制造新模式 嘉兴学院 罗嘉庆 董杭峰、李娜、王辉、潘雪云、陈佳瑶、方静、冯帅、毛张萍 张礼兵、吴婷、漆德仲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7 微纳丝-开创生物面膜基布新时代 嘉兴学院 刘露
王金妤、喻心怡、姚琳瑛、王肖月、陈一源、孔世齐、曾欣欣、姜
令君、李美兰、庞佳瑶、张慧欣

李加友、陆筑凤、张惠忠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8 无抗益添--中药生物破壁技术开创者 嘉兴学院 吴雨来
陈佳敏、韩鑫凌、钱槐悦、李子豪、陈则霸、颜嘉馨、苏鸿鹄、刘
铮

于建兴、 李加友、张洋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9 欧蕊安--卵巢癌精准早筛行业的领跑者 嘉兴学院 韩瑶
杨柳青、胡汉寅、陈颢飒、童诗洁、钱佳蒙、刘一璇、郭佳林、李
博涵、周梦楠、肖雨、庞凯元、俞诗音、唐顺

潘巍巍、钱大可、陈云飞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130 比翼科技：国内无人机反制系统领跑者 嘉兴学院 陆海涛
潘蕾蕾、翁慧婷、汪程昊、徐瑟琳、陈海茜、钱广萌、钱纳、王艳
、金雨、雷可心、鲍怡迪、蔡易之、高佳成、孔欣雨

凡欣、张啸峰、王晓莹、陈炜栋 高教赛道成长组

131 薪传--少儿红色主题文化传播者 嘉兴学院 何静妍
周雯燕、张一丹、吴楠倩、翁慧婷、周梦楠、吴佳雨、汪程昊、许
俊炜、陈姿妙、顾子欣、马诗诗

毕洪东、唐曦 红旅赛道创意组

132 藻到村藻到户，生态富民两不误 嘉兴学院 杜雨桐 彭涵、杨康、熊恒、金书奇、王杰、郑雨晴、朱梦霞、王盟星 朱长俊、顾小军 红旅赛道创意组

133 初心红传--新时期思政教育第一课堂 嘉兴学院 王金超
王文祥、高浩洋、安飞扬、黄欣、甘国梁、马雪琛、梁言、齐鹏博
、牟宇琪、王新路

左军、洪坚 红旅赛道公益组

134 重拾乡音--中国方言文化的记录者与传播者 嘉兴学院 孙雯君
王海意、陆安可、朱倩颉、朱慧敏、沈杨静、金锦、蒋雨蒙、崔思
佳、陈畅、方泽萌、李雯、戴姗姗、陶玥怡

朱小烽、陈致远 红旅赛道公益组

135 “粽”横江湖 嘉兴学院 汤家旺
王音平、翁慧婷、徐浩严、郎静雯、金如梦、石露莎、金嘉怡、查
民浩、唐婧雯、叶兰、胡玉红、卢思语、孔欣雨、项建兵

陈炜栋、钱大可、王筝、荣梦琪、杨培强、叶洁 红旅赛道创业组

136 天天见“棉”：全棉洗脸巾领导者 嘉兴学院 SADULLOEV ABDUSAMAD AHMAD FAWZY AHMAD ALNUAIMI、AL-KHADER EZZEDIN 
SULAIMAN ABDO、陈炜栋

周钰、唐艳芳、张丹、李游 国际赛道

137 把心捂热--植物人及家属关怀项目 杭州师范大学 顾锦涛
陈琪彬、毛豪杰、张了、徐淑娟、刘子千、周珂珂、李雪姣、周珊
、翁继甜、张童慧、童欣怡、童旭寒

杨迪 红旅赛道公益组

138 莳光逐梦--乡村文化振兴的践行者 杭州师范大学 黄舒茗
董若辰、张淳、谢恒、陈思佳、曾叶枫、邬佳锜、施季盈、金潇、
蒋潇毅、苏如意、蔡徐、谭雯莉、陈迈平、卢梓楠

王淑翠、陈继旭 红旅赛道公益组

139 火眼金睛-烟雾检测火灾预警智能系统 温州大学 杜佳宁 胡学鹏、杨伊行、孙丽娜、史竣弛、刘家成、刘樟涛、余奇凯 罗胜、全力、张笑钦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40 云惠科技--筑梦青少年AI教育 温州大学 翁德华
罗雨淅、吴基玄、叶依秀、王兴国、庞辰耀、毛辰玲、张欢艳、许
婧、史贽豪、谢俊辉、林佳艳

吴平、朱志亮、刘峰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41 抗菌先锋“派普肽”--国内抗菌肽医药创新技

术领军者
温州大学 杨文菁 涂宇翰、张耀月、朱佳雯、谷雅楠、吴可心、陈颖俊、郑珍珍 李世军、佟海滨、许诺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142 竞合智造智能高效电弧增材制造领跑者 温州大学 王艳虎
李强、姚旭凯、苏传出、石棒、姚秀聪、钱丽艳、辛贺阳、王站杰
、耿燕飞、黄磊、沈晴凯、Osintsev Kirill 陈希章、嵇小怡 高教赛道初创组

143 芮康生物--国内最大的海藻低聚糖提取工艺

服务商
温州大学 张亚

陈明洁、高艺溢、梁美娜、杨鹏辉、胡平霞、刘剑、何丹、赵梦佳
、朱佳宏、王铭捷、杨雯清、徐开霞、吴燕

苏来金、张旭、吴明江、佟海滨、高艺恬、杨越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144 居安阻燃--争做面料阻燃剂创新者 绍兴文理学院 吴润琴 何子昂、张婉清、陈甜甜、徐夏彬、张敏月、占爱萍、周筱雅 叶锋、李亚琪、宓才裕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45 仁潇机械——国内定制化工业减速机的开

创者
绍兴文理学院 潘雨安

潘雨安、郑贤丹、李嘉懿、赵雨晴、冯璐璐、边鑫丽、范熠明、胡
子莹、童杰、吴雨欣、张依琳

金程程、宣海江、姚蔚峰、胡珂立 高教赛道初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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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蚌帮”助农小分队--国内首创“高产·生态·循
环”淡水珍珠养殖系统

绍兴文理学院 柳敏彦
柳敏彦、孙雨婷、商龄天、林政、谢世莹、张爽、林姿辰、沈月儿
、石淏彬、王湘懿、应佳依、殷苏婷、金旭峰、葛梦婷

杨受保、郑雅铭、刘志欣 红旅赛道公益组

147
Navigator of multifunctional ceramic fiber filt
er 
for denitrification and dust removal

绍兴文理学院 ZEMA ZELALEM ANJA 王阳慧、杜昕昀 刘雪松、徐青、章江燕 国际赛道

148 “环境黎明，填埋新生”清洁型垃圾填埋器

及相关产品
台州学院 王清 张凌云、王懿、钱小斐、楼珠兰、王勉、陈天洋 章志成、姚俊、孔庆娜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49 红心匠造--垦荒精神传播实践者与服务商 台州学院 周芷君 周佳乐、冯智杰、潘欣雨 花晗佶、缪鸣安、李鑫 红旅赛道创意组

150 家园守望--传统村落全面振兴的助推者 台州学院 季栩楚
涂雯玉、丰凯鑫、周凌云、王宏一、项芸芸、陶嘉轩、毛倩倩、向
开美

赵鑫、单仁慰、潘林 红旅赛道公益组

151 小村庄的云端大脑--助力小流域地质灾害防

治的积极践行者
丽水学院 刘琛

陈帆、陈思懿、陈浩佳、项凌彬、陈凤飞、陈源、周姚东、李春来
、陈倩倩

陈轶、张龙、宋俊锋、杨征 职教赛道创意组

152 环碳科技--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专家 宁波工程学院 银明江
张胜权、徐若馨、文正靖、杨秀秀、胡方洁、陈诺、郑思颖、金诗
悦

温小栋、冯蕾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53 魔音科技--柔性超薄发声器件的全球首创者 宁波工程学院 陆鼎
李茹、丁睿、林佳诚、陈拓希、陈泓润、何张哲、沈滟滟、沈文清
、石蕾、祁璐瑶、戴羽轩、徐燕

吴泓均、阮东波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54 美氧科技--纳米级水性防锈技术颠覆者 宁波工程学院 郭方旭 路旭、徐丽婕、谢晨滢、金晞嗣、张馨芷、郑茜文、陈威狄 蒋洵、刘浩、许伟为、尹滔、李秋平、戴颖颖 高教赛道初创组

155 青砖科技--Amazon最火的专业健身器械品

牌
宁波工程学院 邵园星

万文璐、徐佳晨、陈政澳、阮可欣、朱文卿、蔡佳利、叶小龙、贺
庥予、王嘉怡、韩婧雯、杨姗姗

赵志龙、刘超、马航军 高教赛道初创组

156 再接再蛎--振兴乡村牡蛎经济的先锋力量 宁波工程学院 段澍城
王瑞琪、潘琦瑶、罗娉婧、张欣宜、王南絮、卢圣力、郑美芬、章
星月、应佳媚、沈滟滟、尹冰艳、葛晨欣、陈文博、何张哲

吴泓均、阮东波 红旅赛道创意组

157 360°治高点--未来社区治理场景的营造者 宁波工程学院 马康
陈雪儿、郑纪芸、竺晨露、陈艺、王雪强、张广林、张言、汪竹青
、林思倩

吴玉霞 红旅赛道公益组

158 黑乐空间-盲人客服培训专家 宁波工程学院 于守正
阮文琪、郑聪怡、刘安然、李子怡、陈伍、黄静男、孙梦璐、刘康
睿、施丰悦、王选、金晟

易后余 红旅赛道公益组

159 Black spot's expert 宁波工程学院 Umais Farooqi 王海明、Karel Jõeleht 陈颖芳、周继彪、马航军 国际赛道

160 Earth Weaver - a pioneer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manufacturing 宁波工程学院 刘畅

李薇晨、王嘉凯、陈可奕、顾心怡、徐佳晨、戚泓杰、马雍力、张
可嘉、孙宇翔、田歆博、沈许晨、张杭斌、梁新龙、王涵冰

许志龙、谢涵 国际赛道

161 Green Plan 宁波工程学院 杨懿斌
张欣宜、徐逸群、沈立夫、潘琦瑶、吴彧璇、袁嘉仪、高远、丁睿
、樊娅婕、卢圣力、周婉童、朱奕嘉、陈欣欣

吴泓均 国际赛道

162
Look Technology - the pioneer of OCT- based 
technology for fundus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宁波工程学院 沈琬琳
凌荣、蔡佳利、梁新龙、钟瑞琪、冯琪越、易戬、翁雨昕、陈新如
、王裕华、王奕涵

高巍、刘林林 国际赛道

163 The Midas Touch 宁波工程学院 潘琦瑶
王瑞琪、徐逸群、张欣宜、吴彧璇、朱姚毅、王晓璐、卢圣力、姜
思琪、樊娅婕、朱奕嘉、陈欣欣、丁睿、周婉童

吴泓均 国际赛道

164 Veblen Motor 宁波工程学院 卢晨康
江兆龙、徐旦、于永泽、钱慧璞、向晟、韩荣添、刘雯、钱璐、俞
恒、戚世杰、崔昊昕、叶曦、熊书博

姚喜贵、刘林林 国际赛道

165 YAYAGUAI 宁波工程学院 樊娅婕
朱奕嘉、沈滟滟、丁睿、张欣宜、潘琦瑶、袁嘉仪、周琬童、徐逸
群、吴彧璇、高远、卢圣力、陈欣欣、白一帆

吴泓均、阮东波 国际赛道

166
Mass production of biomolecules with 
antioxidant activity 抗氧化活性生物分子的

量产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LIU SHUZHI FAN ENZE、ZHANG LITING、LIU YANNAN、CHEN HONG、
ZHUANG XUELONG、HAO LIYUAN、CHEN MINGZHE 王佳桐、马兴毅、卢波 国际赛道

167 果盒文化--打造中国原创“沉浸式”党史学习

教育新体验
宁波财经学院 程风

李昌洲、熊意、刘佳昊、吴子依、王涛、吕江静、张灿、李悦婷、
王露、林纯、徐千媛、钱鑫彤、张婷婷、季潇楠

董丽君、林莹 红旅赛道创业组

168 智慧巡检员--变电站巡检技术领航者
浙江水利水电学

院
袁嘉宇

糜宇蒙、周胜辉、何凯伦、姚建宇、许鑫焱、姚金、周津如、石佳
瀛

杨启尧、张美燕、许海莺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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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橙愿文化--国内领先的实景文化产品品牌开

发商
浙大城市学院 胡宁峰 许栋琰、马琛婷、沈泽 叶敏 高教赛道成长组

170 “路见不平”--道路病害检测的智能管家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俞若晨 侯纪辰、曹晨杰、林紫函、祝硕斌、张仕钊 舒振宇、王钢、马炜栋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71 九叶沛灵—全球抗ED产品的创新者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柴昊楠

吴明潞、金奕好、王诗蒙、雷心然、郑姝琦、王宇旋、陈雯、朱欧
意

代冬梅、楼文军、包静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72 渔夫原创--打造“她经济”席卷下的网红IP市
场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汤忠武
肖宇欣、何诗琦、范若萱、张唯希、姚晓晟、萧颖琦、盛正晗、范
傲雪、王晨怡

廖海鹏、戴革萍 高教赛道成长组

173 寻星设计--不辜负每一份设计背后的用心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JIAWEI YU 肖宇欣、YU DUAN 廖海鹏、黄小华 国际赛道

174 澳锐森--新型集成屋面供应商 嘉兴南湖学院 武林
金莹莹、张辉、汪羽彤、徐建豪、余梦艳、柴朕洋、范成昊、陆旭
涛、罗雪洱、王俊超、周依琳

朱长俊、孙德发、左军、王辰昱 高教赛道初创组

175 易启播--争做一站式融媒直播培训的领军者 温州理工学院 冯雨朦
仇旭昊、徐荣辉、余点、项载丞、程吴洁、林钰人、岑幽慧、张玲
玉、邹家伟、李亦祺、陈仕炫

吴小虎、郝向鹏、毛毅坚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76 瓯越韵-非遗技艺传承创新，助力乡村文旅

振兴
温州理工学院 刘懿

邓柄台、侯懿洳、龚嘉威、金珂洁、陈恬蕊、余宝星、蒋萧杭、陈
坤、陈秦淮、施梁依依、朱心怡

邹金町、刘明刚、章长才 红旅赛道创意组

177 法趣小纵队--致力于打造中国创新普法第一

先锋团队
温州理工学院 邹家伟

涂超程、李燕、王曾燚、赵昊杰、尹孝龙、周筱菡、张佳莹、张可
怡、蔡滢、钟思婕、胡存盈、徐璐菲、方译、冯雨朦

郝向鹏、毛毅坚、吴小虎、曹可亮 红旅赛道公益组

178 卓通物联（金华）
上海财经大学浙

江学院
董朝政

鲍钟玉、杨天一、王义林、王欣雨、姚宇辉、 叶璐宁、 陈安、叶佳

雯
池水明 高教赛道初创组

179 乡村振兴，“鱼”你同行 --山区溪流特色鱼类

规模化繁育的领跑者
浙江师范大学行

知学院
佟皖晴

俞安然、沈婷婷、刘书韵、黄韵菀、沈佳佳、施诺、林宏宇、吴昆
浩、陈琰、周晗璐、朱彬洁、庄雨婕、沈铭浩

郑荣泉、陈建伟、胡辉 红旅赛道创意组

180 AI纺织纤维检测—国内智能纺织检测行业

的革新者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王超凡 姚佳烨、吴淑淑、宋思骏、陈嘉敏、王云鹏、贾镔镔、夏国志 卢尧、王廷、赵杰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81 趣壳--新鲜稻米营养到家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陆嘉浩 郑祥辉、周奉仪、蔡舒阳、方小雪、沈梦、王雨潇 孙喜英、王鑫、付蕊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82 石墨烯环氧重防腐涂料-搅动重防腐涂料领

域的鲶鱼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沈泽昊 卫珊珊、利佳璇、江欣宜、吴冠熠、张晨曦 卢尧、钱路莹、赵杰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83 半球谐振陀螺--高精度导航领导者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叶子君 冯若雯、陈力豪、李发炼、徐敏敏、陈岚、王玲欣、王楚希 卢尧、竺巧云、赵杰 高教赛道初创组

184 哈尼人家--让云上古茶香飘万里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沈香珍

戚洋晨、姚洁琼、陈享、张茂之、莫李治、全忱、周怡婷、李婧怡
、周紫璇、何文雨

付蕊、王鑫、莫亚男 红旅赛道创意组

185 光点传媒—优质知识类短视频服务区
浙江工商大学杭

州商学院
叶慧茜 华澳文、姜冰洁、王明、罗江婷、杨杰、林学仕、钟蕊羽、李嘉辉 丛国栋、周叶芹、郑智佳、陈国利、袁超群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86 以“芯”暖心--新疆低碳富民模式的开拓者
浙江工商大学杭

州商学院
刘归榛

夏明珠、张展超、陈瑞阳、钟焯臻、应知杭、章欣雨、邵奕涵、沈
静茹、张凤怡、赵妤桐

严毛新、应笑妮、周叶芹、徐祎珺 红旅赛道创业组

187 肾净—打造肾病高疗效的攻坚者
温州医科大学仁

济学院
许舒棋 林颖露、王钰丹、赵安文、吴雨璠、刘佳羽、陈哈迪 潘湛、胡鹏程、潘玉芝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88 安心定制—编织数字化幼儿健康防护网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王彦超
周靖宜、张润涛、肖文珺、李弘辰、洪祺、蔡昕钰、徐恺蕴、
徐静思、周珈羽、乔文珺

孙金权、裘生梁、谢书铭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89 聚焦 DMD, 为爱护航--DMD 追梦关爱服务

中心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楼怡青 周玉叶、沃万珑、王晨烨、诸伟妹、孙娅楠、孟杭淇 国佳、马龙、李琦琦 红旅赛道公益组

190 蛋白君---新时代保肠护胃领跑者
浙江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陈科杰 周伟智、裘新卉、徐焕、汪雯雯、顾寰宇 冯轲杰、支雅军、俞金杭 职教赛道创意组

191 安全之盾--毫米波雷达智能监测桥梁吊装系

统
浙江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
张洁

黄健强、方佳盛、方子轶、张建辛、董望琛、陈佳佳、王威、彭紫
雯、叶晟宇、林义涛、莫健骏

杨仲元、吴颖峰、钱玮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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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红心铸魂 匠心筑桥--中国古桥传承与创新

的开拓者
浙江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
颜嘉雯

张楠峰、王子健、励业辉、陆娜、齐圣杰、袁凯沓、王栖栖、陈海
军、吕伟、高宏景、谢慈银、全美华、林心洁

陈凯、吴颖峰、赵建峰、蒋锦毅、严洪广 红旅赛道创意组

193 智检护栓  桥通八方-高栓施检数字化领航
者 iBolt为钢结构桥梁安全保驾护航

浙江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

胡水漪
骆晨雁、陈益帆、楼宇翔、袁键霞、毛腾飞、金清扬、史凯锋、彭
兴豪、王皓月、林伊凡、徐鑫忠

袁晓笛、赵伟、杭振园、秦希、杨国涛 职教赛道创意组

194 “薯”光--中国生食马铃薯种植技术领军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王泽 徐彤欣、贾淑悦、王恩慈、李嘉颖、赵琪、徐婧、陆可楠、王小龙 胡繁荣、何美仙、方勇、罗军 红旅赛道创意组

195 菁莪·与家同行--浙江首个关爱“新市民”家
庭教育的帮扶平台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郑选 俞金金、陈思雨、葛紫燕、陈樱丹 于辰辰、王升 红旅赛道公益组

196 驭"速"科技－国内联合收割机高效低损变

速箱领跑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毛俊翔

殷苏杭、徐舒宇、贾方健、金冰燕、王嘉鑫、余洋、吕程铭、史佳
杰、史姜彪

张金火党、高波、周璇 职教赛道创意组

197 智颖科技-国内首创抗硫性、耐湿度、高吸

附的多级孔稀土废气处理新材料！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郭一棱

叶子菁、叶家杰、戴龙君、吴煌森、吴碧霞、翁宇峰、钟静雯、李
嘉敏、潘超俊

章颖、边超群、王强 职教赛道创意组

198 追“循氮”之路--国内低压铸造氮气循环先行

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陆淼

芦坤玉、徐一斌、程馨槿、郁梦涛、叶慧、洪晓娜、韩淳妮、余洋
、程辉

戴巍、田立权、章斌 职教赛道创意组

199 诚创科技--异形零件流畅生产守护神
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
潘宇炜

姚震、喻梦云、倪飞飏、柴建花、张坤、韩佳杰、金真光、王梦蓉
、李涵

王灵玲、周艺红、匡新谋、孙向东 职教赛道创意组

200 国内首创零排放·高利用·可循环-- 不锈钢蚀

刻液回收再利用整体解决方案
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
吴启斌

陈祺龙、陈金涛、邱鑫丽、方书颜、韩佳杰、糜杭锴、王嘉乐、叶
祎琪、姜宇龙、李沁蓓

王灵玲、施立钦、韩竹 职教赛道创意组

201 纤回新生—废旧化纤材料创新改性应用
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
孟飞洋

吴依然、金子榆、郑笑南、喻梦云、张知情、李予阳、柴晶晶、翟
佳敏

匡新谋、申芳嫡、王灵玲、赵艳敏、李浩 职教赛道创意组

202 鲸创贸易—水产鱼货的极速供应商
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
张诚

宋子江、林若彤、李沁蓓、叶苗苗、项航璐、陈俊良、陈家林、鲍
振宇、俞泽平

张琼、丁钜河、王波、邱璐轶、陈海涛 职教赛道创业组

203 Android五轴数控系统--为中小数控设备提

供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许聪聪

黄安杰、胡智俊、张银鸯、林璐瑶、陈景源、戴祖寅、潘映含、郭
笑男、刘辉、卢骏、金森深、谢兴湘、胡俊、赵一锟

曹启鹏、张亮、黄其祥、张杰 职教赛道创意组

204 KK开胯，健康生活
浙江旅游职业学

院
沈园园

傅春琪、傅钿岚、季震杭、杨宇航、俞申奥、易永彬、陈妙妙、刘
倩、冯圣杰、马逸尘、应潇俊、江博、朱未来、詹潇娜

胡小华、张彩娟、徐初娜 职教赛道创业组

205 蛋屋宜宿--国内移动式共享住宿服务引领者
浙江旅游职业学

院
倪佳雯 段雅婷、徐晨航 葛志荣、李晓聪、俞莹莹、阳淑瑗 职教赛道创业组

206 指尖上的传承--王介明剪纸工作室
浙江旅游职业学

院
王介明

李炜婷、杨华林、姜芸、黄绮雯、管骋远、黄咏怡、郑洪涛、冯榆
凯、李士豪、彭雯欣、裘子越、胡基强

徐峥、陈杭琪、高晴、金珺 职教赛道创业组

207 基于十线制双牵引道岔故障检测装置
杭州职业技术学

院
梁晶晶

庄熠凯、黄炜栋、周锡亮、徐才磊、章鹏郅、牛宁、赵佳龙、郑慧
佩、张文强、郑宇恒、郑量、夏雅馨、郑吉宏

林乐鹏、孙菲、周水琴、李海涛、杨莉丽 职教赛道创意组

208 光自科技 --世界一流新一代高速度超精准

微米级测量仪开创者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张伟

张银亮、杨帆、卜桂珍、邓媛媛、徐婧岚、贾新宇、虞鑫海、张浩
迪、魏毅天、沈思凡、徐嘉伟

黄文广、于施佳、罗辰 职教赛道创意组

209 一诺千金--污泥资源化处理的领航者
湖州职业技术学

院
程芬

屠培毅、张势杰、余惠玲、陈俊博、方家辉、陈诗雨、张宁烨、严
晨梦、舒燚、寿黎娜、屠凯捷、张柯韵、杨凯、徐孜

刘野、陆端 职教赛道创意组

210 溜娃神器--多功能亲子出行婴儿车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洪婉琪 罗晓敏、钱奕、沈娜、潜政鹏、吴高遥、骆利娜、占雅婷 金羚、张胜兵、毛艾嘉 职教赛道创意组

211 宇迪渔具—混合聚乙烯9PE鱼线创造者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何宇迪 楼威麟、周晨昊、廖星颖、陈爱洁、林术、郭鑫、郭欣 邱阳、王珏、龚昌义 职教赛道创意组

212 Groupon @ Home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Lutfi Loiy Lutfi Alabed Amal Abdulsalam Qasem Abdulrahman Al-nawah、Tarim Abdullah Al-
Akhali、秦周琪

张小余、王燕美、王剑刚 国际赛道

213 Rovic Supplies E-Commerce company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娜塔莎TODOROVIC NATASA 达尼 TWARDOWSKA DANIELA AUGUSTYNA、钰婷KRISTINA 
ATANASOVA NEDEVA 王赛君、陈彦汝、冉晓丽 国际赛道

214 碧康生物--西兰花茎叶综合利用技术服务先

行者
台州职业技术学

院
揭杭浚 吴温如、王亚茜、赵鹏渊、林雨欣、陈泽勋 郝之奎、叶玲丽、高影 职教赛道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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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桑辉科技--全球首创物联式精油提取解决方

案提供商
衢州职业技术学

院
徐闻蔚 汪紫悦、何新杰、刘美纹、李志豪、吴机君、徐杰 吴宇方、金湛、傅芳艺、甘椿椿 职教赛道创意组

216 鼎立“芯”助—致力于提供芯片检测智慧解

决方案
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贾泽雨 李晓楠、鲁钊豪、黄昊、练高强、侯艺婷 席佳颖、何川、沈国平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17 朝麦夕拾--秸秆变废为宝，助力乡村振兴
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李晓楠

贾泽雨、李瑞洲、章哲、康敏、叶和军、王薇、张云锦、杨克、张
楚伟、茅欣妮

席佳颖、袁之健、李囡囡、李宣 红旅赛道创意组

218 松果新材料—打造首款户外木制家具防水

新材料
宁波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
顾淳宇 胡哲睿、王佳柔、汤佳妮、周天杭、许冬倩、吴明阳、陈卓华 陈静、邱宝荣、卢萍、沈陈敏 职教赛道创意组

219 耀眼的百合
丽水职业技术学

院
洪碧伟 王正洋、滕杉杉、许靖靖、吴婷、张颖佳 曾长霞、诸葛晏、李霞微 高教赛道成长组

220 若水思源-- 国内镶嵌式护坡引领者
浙江同济科技职

业学院
苏才超

王阳、丁鹏、段沛然、吴佳依、杨祎晗、钱晨萱、钟绮雯、张舒慧
、吴雨苹、张骞、林怡雯、蒋海涛、潘振涛、蒋程康

郭慧芳、蒋晓冬、徐宜宜、项鹏飞、郑传娟、郭
雪莽

职教赛道创意组

221 首个国家级红色IP互联网研学平台----扬弈

教育科技研学平台
浙江同济科技职

业学院
孙益

朱弈伊、方元辉、苏银银、蒋樱、何恒宇、王翔、陈政梁、李成真
、徐顺程、顾涛奇、应凯越、蒋有才、贾昌龙、计轲迪

方昉、胡馨予、刘培峰、章卉、吴梦凡 职教赛道创业组

222 绿色生态守护“菌”--畜牧养殖污染治理专家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郑梦秋 周璐松、高莹、杨心瑜、余正炜、郑柳翼、周盼 郑超、都林娜、褚淑祎、尤新新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23 一“糯“千金--糯米山药产业升级开拓者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吴思楠 王锦、裘忠旭、倪一纯、刘亚莉、邵烨林、牟婕妤、叶羽 李燕、郑超、许方程 职教赛道创意组

224 “样”样精彩--特色田园综合体“EPC+O&M”
模式的领航者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钟政鑫 王盈、骆剑豪、徐宏强 曲小远、徐良林、王朱云 职教赛道创业组

225 启正医疗--中国最具潜力的非药品健康综合

服务商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丁繁强

石梦婷、闫丽、王心洁、项伊婷、陈熙、胡益、李果、金育汝、刘
寒星、邵淼垚

刘洋、叶剑强、王晨之 职教赛道创业组

226 一款具有智能安全控制功能的经济型家用
多用途农作物脱粒机

慈溪杭州湾中等
职业学校

韩勤睿 姚博、范清清、冯哲哲、孙嘉磊、胡翰城、马佳程、华添乐、戚航
益、张晓琪、陆斌、骆锋云

陈剑、施俊杰、潘烨文、沈腾侠、陆溪、楼晨梦
、陈柏青、黄晓宇、曹磊磊、陈利锋

职教赛道创意组

227 智慧鳗选 --活鳗分选保鲜灌装装备领跑者
国家开放大学浙

江分部
刘国靖 张叶赞、徐超、陈敏杰 潘国军、郑炜、林盈盈、邵庆、杜云帆 职教赛道创意组

228 Rosellete洛尘—保险集成管理系统的领航者
国家开放大学浙

江分部
张叶赞 边小城、邵尤晴、吴娇娇 丁莉芳、陈沈依、邵庆、李成、傅琴琴 职教赛道创业组

229 米小兔数据伴侣-值得信赖的直播营销数据

平台
国家开放大学浙

江分部
黄剑波 康业、王桂兰 朱健康、徐宏业、汤俊 职教赛道创业组

铜奖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组别

1 汇能科技--物联网时代的无线能源供给方案 浙江大学 宣扬帆
卢旭东、孙俊鸿、陈律丞、林子琤、曹京京、余勤、周榆钧、史凌
康

林时胜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 雄关科技--城市“生命线”至关重要的安全保

障
浙江大学 任亦心 虞倩静、俞昕旻、汪昕玙、周晖、姜雨彤 施建峰、郑津洋、郭斌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 绝对零度--高效制冷，极速锁鲜 浙江大学 梅雨欣
张涵茹、陈可、王紫薇、梁依缘、曾凯博、王雨馨、巢翊钧、黄欣
欣、姜怡、孙晔、陈可轩、林诗燕、许智超、蓝馨怡

魏江、郑刚、邱利民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4 雷诺智能 浙江大学 柳张清
叶杨帆、张黎雯、李亚鑫、宋雨婷、吕创、李骏泽、谢淙恺、袁楚
凡、陈源奕

徐象国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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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陆海空一体--激光雷达立体环境监测平台 浙江大学 童奕澄 方菁、王路明、张凯、陈扬、陶雨婷、范凯龙、葛子昕、张天虎 刘东、刘崇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6 微脑科技—助力绘制全球首张精准脑功能

图谱
浙江大学 武泽楠 朱玥、孙宁、王渊希、徐怡宁 斯科、龚薇、刘源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7 百丈“公益小镇”--精准助力乡村振兴的催化

者
浙江大学 杨雪倩

孙佳辰、陈金露、王佳琪、池文强、蒋沛文、张梓桐、李云、鲍坚
坚

应天煜、叶顺、王凯 红旅赛道公益组

8 童心卫士--守护先心宝贝，服务健康未来 浙江大学 张玺城 赖登明、徐佳俊、陈挺、董思彤 舒强、徐玮泽、王颖硕 红旅赛道公益组

9 SEG光谱科技开启全民食品安全检测时代 浙江大学 李硕 徐展鹏、白玄薇、陶陈凝、王畅 何赛灵 国际赛道

10 投才网 浙江大学 朴奎玟 丁镛、张瑗庭 吴明证、王端旭、陈璞 国际赛道

11 吐槽机器人 浙江大学 PEIQI DONG 王宣懿、王誉臻、戚坚豪 陈树林 国际赛道

12 星火筑梦计划--大下姜乡村联合体振兴发展

计划
中国美术学院 吴诗倩 俞晴天、姜秦淮、李欣璐、刘童瑶、洪致远、张文源、杨余甜 郑巨欣、竺照轩、周波 红旅赛道创意组

13 秋叶有艺--大地艺术公益活动 持续15年的
公益接力 中国首创“美育+环保”新模式

中国美术学院 张沁怡 金雨娴、张怡宁、黎勤斌、李昊阳、顾佳琪 陈骁、张艳 红旅赛道公益组

14 乡野艺校 中国美术学院 毛华磊 王润家、程欣、裘依恬、谢天娇、贺宇璐 陈子劲、冯逾、徐增鎏 红旅赛道公益组

15 极智生物--全球首家“海中稀土”资源开发引

领者
浙江工业大学 周镇燚 仇怡娴、方欣瑜、黄一伦、黄凌惠、张紫薇

王鸿、饶国武、魏斌、应优敏、陈建伟、徐宁、
徐攀、杨志凯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6 新一代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技术--一群天才少

年创新创业的成才之路
浙江工业大学 徐浩凯

任浩楠、曹恩康、韩笑歌、谢海汇、施涵语、陈泓越、王启航、徐
诗雨、江欣悦、徐笑笑

赵澄、王卫红、毛诗焙、李清水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7 OLED发光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应用 浙江工业大学 许克伟 娄微微、沈刚、郭华、刘顺、文剑锋、孙宇鹿 李贵杰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18 VentCare--全球首创呼吸机智能辅助决策平

台
浙江工业大学 周宇涵

贾孟哲、李叶平、柳诗丹、张子游、潘杰、赖碧云、章灵伟、顾立
锋、应昕源、钱奕霖、张浩源、冯伟达

潘清、方路平、葛慧青、曹平、彭宏、屠佳、陆
飞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19 博源环鑫--化工领域高效混合装备的领航者 浙江工业大学 袁鹏
毛小宁、林娴、黄逢春、马佳威、刘威、颜伟、蔡金金、吴凤娇、
黄佳河、吴越、黄诗怡、查建锋、夏元丹

吴振宇、聂勇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20 高安全全固态锂电池 浙江工业大学 杨晓珂
郑家乐、薛敏、居治金、陈媚、卢功勋、徐浩、韩林、张武、林宗
玺、周广成

陶新永、刘铁峰、刘育京、佴建威、王垚、张文
魁、盛欧微、袁华栋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21 引“蟹”入瓮--全球海洋蟹类高效诱食饵料的

开拓者
浙江工业大学 周振毅

陈进宇、巫丽君、戴王力、张月婷、陆菲、王佳艺、黄琼妹、朱华
、沈紫斌、孙蕾、周涛、黎君鸿

顾赛麒、陈玉峰、丁玉庭、周绪霞、刘书来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22 源木科技--全降解高吸水性树脂开拓者 浙江工业大学 费俊豪
唐涛、刘文静、周立康、单天宇、王成、杜君楠、贺静、陈路凯、
褚琴丹、孙培涛、刘琪、邓文丽

王旭、陈思、何荟文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23 第三代真菌抗生素-阿尼芬净的高效生物制

造
浙江工业大学 梅子龙

赵睿、杨桧、裘丽锋、孙璐璐、耿皓星、肖博文、郑文、李雪峰、
陈放、亓玉鑫、刘晓天、周欣智、高海霖、黄恺

柳志强、牛坤、汤晓玲、金利群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24 素问源--中药大健康产品科技研发引领者 浙江工业大学 贺行理商
许万枫、张可、何洁玉、郑禄微、董英杰、李林子、郑祥、吴汉松
、王以诺、黄思懿

陈素红、吕圭源、徐世浩、陈云峰、李波、杨志
凯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25 蚂蚁探路--E路探寻乡村振兴路 浙江工业大学 王志文
姜钦凯、郑超、马晨雯、陈启蕾、楼晨阳、程可、杜泽珩、褚劲辉
、卢嘉宁、陈欣雨、黄海文、郑展逸、李锦豪、林佳亮

毛诗焙、楼柯辰、张苗苗 红旅赛道公益组

26 E-Parking易泊--AI时代智慧停车云服务领航

者
浙江工业大学 Youssef Naja 秦政瀚、Ricard Lubanga Odundo 李清水、黄亮、楼柯辰、许金山、杨小苏、俞舒

澜、曹迪
国际赛道

27 超能粒子--喷涂废水处理技术变革先行者 浙江师范大学 陆佳滢
李娜、郭传溢、许诺、伍飞、陈爽、冯玲玲、陈肖汀、沈璐、潘小
蕾

吴西林、陈佳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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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蝶翼之光--新一代光学防伪包装膜纹理计算

与光刻制版系统
浙江师范大学 于文洁

叶文妮、王曾垚、许天琦、曹思敏、叶怡彤、姜彧艺、王珊琦、沈
文可、杨晓华、尤恒展、吕烨

许富洋、李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9 捷立科技-全国领先的高效铂基催化材料供

应商
浙江师范大学 范丽萍

赵培培、王盈、钟雯诗、李景杰、陈聖杰、张宏宇、李坤译、戴宇
炫、施央仪、肖佳语、唐玉琪、宋通洋、岑丙横

鲁继青、陈建、汤岑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30 洛特光镊光刀—中国智造高端光镊光刀领

航者
浙江师范大学 兰燕平

崔文韬、贺嫄原、朱修言、章雨欣、赵宇阳、吴翰、向琳、张予蓓
、郑祎蒙、滕厚安、林舒心

钱义先、钱惠国、阮春峰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31 戏说稚语--乡村儿童双语戏剧课堂创新者 浙江师范大学 单聪
徐夏巍、徐煌、王婕伊、林文敏、郑简之、柳扬、杜碧菡、平千卉
、张依婷、张听云、姚天舒、陈涵琳

张峻峰、黄海滨 红旅赛道创意组

32 星乡兴愿--天文科普筑梦乡村引领者 浙江师范大学 朱小芳
桂天慈、柯一帆、张佳棋、徐恺恒、舒琳、刘思思、叶瀚辰、沈嘉
禾

马远军、谢枝文 红旅赛道创意组

33 赤承艺心--原创舞蹈助本土红色文化一路“
芳华” 浙江师范大学 杜娄莹

吴恭蕊、刘思思、陈韶敏、王嘉怡、芦文婷、王健健、陈艺澜、廖
颖慧、方晓晗、翟天鸽、魏思琪

刘学刚、陆梅芳、翁颖 红旅赛道公益组

34 望道红途青马志--“三师课堂”点亮红色教育

的奔涌者
浙江师范大学 何恺昱

张磊、杨静仪、赵柯晔、徐一丹、任优楹、裘颖怡、邓静怡、罗涵
尹

虞建光、张晶、程松泉 红旅赛道公益组

35 舞拾吾--民族特色舞蹈助推乡村振兴 浙江师范大学 周柔儿
杜娄莹、解壹娜、潘卜菁、杨愉欣、张雨翼、胡梓怡、冯慕云、刘
思益、肖靖南、何正冰、盛万情、吴梦颜、滕俊恺、雷佳凝

李娜、陆梅芳、潘向 红旅赛道公益组

36 C. Rice：A “key” to food shortages in Africa-
- high-yield hybrid rice 浙江师范大学 AYIVI SAM PEDRO GALILEE MAKANDA TYAN ALICE、OCKENGA NKEGUE DARILE、

MEOLA、杨凯如
饶玉春、刘景弟、周颖 国际赛道

37 High-speed multi-station visual defect 
recognition equipment based on deep learning 浙江师范大学 IJAZ AHMED ABDULLAHI YUSUF MUSE 、JONAS KANDUME、 郑锦涛 王冬云、许雯珺、张运超 国际赛道

38
New Mode of Chemical Gas Transportation：
Innovation based on intelligent IoT and 
advanced filler materials

浙江师范大学 Mazumder Oscar 章敏、Hajj Adan Ali 郑小碧、张俊岭 国际赛道

39 The Pioneer of Piezoelectric Self-powered 
Smart Shoes 浙江师范大学 CHARLES   CHISHIMBA 廖泳、 lARBI ANDREWS 崔雪萍、张运超、马宁 国际赛道

40 焕余生-全量资源化餐厨垃圾处理领跑者 宁波大学 李宏伟
陈飞、沈翰琛、焦昕雨、周宇琦、吴旦、周矞泽、卓佳君、张柔、
田延晔、吴贞、王昕晔

许伟、黎挺挺、钱方兵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41 迈慕斯科技-国内光纤校准微操作系统的开

拓商
宁波大学 李存尧

宋帅官、吴高华、李智信、黄素素、吴豫席、王帅、李姝其、戴欣
瑜、穆凯代斯·努尔麦麦提、卢成伟、周奕宇

杨依领、陈特欢、娄军强、洪松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42 睿昇传感--致力于成为水产智慧养殖精细化

管理领航者
宁波大学 管轶华

冯璐璠、李萱、尹加文、陈宁、王晟、赵雪飞、周昊凡、戚杉杉、
刘家豪、陈书健、鹿胜康、胡凯凯、戴金莹

金庆辉、陈海明、史策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43 智泠科技-国内领先的铝合金液冷板供应商 宁波大学 朱盛明
孙振振、黄明辉、陈泽秋、李琪琨、杨杭琪、陈思彤、邹杰、余子
铭、陈贤儿、潘悦、马嘉妍、汤豪斌、黄亦韬

彭文飞、褚慧丽、洪松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44 点棱科技--基于核心算法的教育传播平台 宁波大学 方健
卢妍、何欢、王泽昱、陆庆扬、沈龙意、李昱呈、陈恩缘、王森、
廖旭东、谭喻舒、朱秦毅、叶顺其、王高磊、李超凡

俞金波、姜萍、刘小娣 高教赛道初创组

45 起然文化--千万品牌商家直播变现的领路人 宁波大学 王森鹤
施沄烨、沈丹、曹欣桐、洪宜帅、郭淳、邵建伟、方佳娜、张子涵
、项秉豪、胡贝贝、范璐瑶、李晨祎、胡枫莹、陈彩凤

张宾、俞金波、姜萍 高教赛道初创组

46 Lemon--极速墙体彩绘领跑者 宁波大学 王超
邓雅云、许晓君、杨梦婷、费思怡、罗徽云、孟得信、张梦哲、王
晟

蔡黎明、陈颖 高教赛道成长组

47 云中霓裳--海上丝绸之路的青年担当 宁波大学 王陈成
潘均柏、李佳杰、曹一鸿、徐裕华、蔡响、黄洪博、周佳琪、李林
、吴亮缘、张赫

闭明雄、郑雁公、余杨 红旅赛道创意组

48 锦瑟华韵--中外同奏民乐传播公益开拓者 宁波大学 刘笑成 黄可歆、刘 仪、林淑琪、周 新、赖笑君、许嘉禾、陈烨、竺子怡 徐明慧、徐德猛、屠春飞 红旅赛道公益组

49 星火征途—科技赋能长征文化引领者 宁波大学 芦剑
邓颖、方含兮、康雨荷、李琪琨、吴柯锋、朱非凡、洪宜帅、田也
、凌章瑾、王杰、王璕

刘颖男、朱莹、韩雯琛 红旅赛道公益组

50 风吹稻浪--土地认养助农平台搭建者 宁波大学 白晨思睿
唐家琦、李伊灵、谢迎春、李佩青、项旻昊、刘怡萱、范哲铭、洪
宜帅、卫紫茹、刘研希、文逸帆、李艳兰、王禹婷、周鲁静

吕鲲、钟冬冬、高迪霏、张吉丽 红旅赛道创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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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苗韵怀新--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宁波大学 柏铭
郭思源、包辰飞、张迎新、方含兮、马锦涛、王玉钰、孙澜、傅辰
玥、姜凌羽、陆玲洁、郭淳、戴欣瑜、张钊欣

董永虹、韩雯琛 红旅赛道创业组

52 “云+”硬件--新型PCB跨境智造领跑者 宁波大学 Celine Sherlina Chua 阮开健、Du Yilin 张宇萌、王逸娇 国际赛道

53 Aseanfruits—国内东盟—中国水果一体化平

台领跑者
宁波大学 DJIKOLOUM-MADJI 富琦琦、AL-YOUSFIE MOHAME ABDULLAH MOHAMED 伍湘陵、陈彬 国际赛道

54 CAFF EDU--中非国际教育对接平台为非洲

教育加餐
宁波大学

CHUKWUDI STANLEY 
NWOGBAGA  YAYA IBRAHIV、程博乐 魏梦泽 国际赛道

55 Dream box maker -- 东南亚首家中国传统文

化盲盒
宁波大学 Cindy Lan 张乐凝、SHANINGWA SYLVIA NEKUTA 余威 国际赛道

56 Evolve-非洲智能医疗驱动者 宁波大学 HOUDA AGOURAME HOUESSOU ADJA MAHOULE JULES 、MUGAANYI JOSEPH、左

晟豪
王杉群 国际赛道

57 Hassemachi Japanese(初声日语)
--国内首家在线兴趣日语学习平台

宁波大学 山崎妙圆 宋杨、俞佳璐 刘维、胡佳、陈文祎 国际赛道

58 KNIGHT BM 宁波大学 张泓泽 MICO NATEJ、程博乐 周双双 国际赛道

59 Lady Daisy--尼日利亚妈妈产后护理先行者 宁波大学 Kalkidan sisiay 傅辰玥、Filmon tekhlai、Kelifa fetiya mohammed 周双双 国际赛道

60 Pocket Care--全球首款多语言身心健康关爱

应用
宁波大学 Kozinets Ivan 李林、Lynnette Lilia Biyama 章舒怡、朱福建 国际赛道

61 SCC智冷宝：为中国—中东欧物流保驾护

航
宁波大学 Nataša Vukićević 罗斐怡、Dejan Babić Rijad Ličina 赵丹、丁巧丹、王晓萍 国际赛道

62 Schioolbiz Forums--坦桑尼亚在线高等教育

领航者
宁波大学 Kizwalo Simbila Thamthinawut Chanicha、张潇锐 章舒怡 国际赛道

63 Thunder Logistics轰隆物流--印尼国际物流

探路人
宁波大学 Gabriel Juliana Sheliem 周璐瑶、Cindy Lan 陶含怡、王威 国际赛道

64 tumbler-spoon智能防颤调羹 宁波大学 KATSIARYNA KAVALCHUK CHUKWWWWUDISTANELY 、李子东 伍湘陵 国际赛道

65 睿行Hungary--无人酒店服务管理系统 宁波大学 潘彦霏 吴怡梵、Vaidotas Bacianskas、何铮 张宇萌 国际赛道

66 舒心掌聊--跨国中医心理疗愈平台 宁波大学 Marouane Raif 蒋逸欣、AL-YOUSFIE Mohamed Abdullah Mohamed 董璐、余威 国际赛道

67 智辉--波兰智慧家居理疗养护服务新模式开

拓者
宁波大学 陈晓晓 Kamil Kilian、陈薇、Szmulik Paulina 王逸娇 国际赛道

68 卫鱼添益--减抗替抗助力绿色养殖 浙江理工大学 夏艳婷 袁翔雨、苏杨萱、郑小媛、郑梦婷、陈雯琪、叶子丰 黄萌萌、费辉、杨顺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69 超泰科技--智能化能源输送监测系统引领者 浙江理工大学 田帅
陶俊宇、董悦研、李磊、黄鑫、陈凯、祝佳、郑雨松、余海彬、张
昊、王维伟、杨林、徐豪、王婷婷、辛佳林

林哲、刘琦、王富、朱祖超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70 老有所浴--国内智能无障碍助浴设备领航者 浙江理工大学 周家银
邵一洲、吕彬、邓贺、陈培、赵飘飘、曹蓓蕾、范梦琳、黄蓉、马
吉莉莎、王瑜、朱哲滢、顾泽中

陈文华、任锟、曾伟、王吴芳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71 领纤科技--全球高效耐用抗菌材料的引领者 浙江理工大学 高隽婷
齐晨晓、顾艳、梅雪婷、王振东、刘闪闪、董露露、梁黛娜、朱旻
昊、黄倩、王俊杰、钱梦霞、王鑫、熊沁雪、俞凌晓

吕汪洋、曾伟、魏莉莉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72 绿塑--绿色全降解包装材料的引领者 浙江理工大学 欧阳兆锋
卢高君、陈梦婕、穆梦雅、徐德文、初小番、陈驰坤、黄程玲、邓
天豪、陈汉秋、王闯、宋美丽、陈玉香、李芳、辜宁霞

余厚咏、吕媛媛、陈祥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73 科灵环保--印染废水处理及资源化先驱 浙江理工大学 徐李聪
王姗丽、赵小敏、石悦、张明艳、马震方、姚利萍、张璐、刘飞凡
、杨涛语、吕晨程、李泽雄、罗雅培、薛宇、李鲁彪

余德游、吴明华、王懿佳、王莉莉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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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胜毅膜材--高端PTFE微孔膜领航者 浙江理工大学 禹凡
岑柳莎、张耘箫、朱登辉、金梦婷、赵志薇、林聆、金王勇、李成
才、郑涛、汤涛、何文玉、柳浩、徐欢

朱海霖、王惠燕、刘国金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75 Find 方得—全国领先的大学生快时尚眼镜

店
浙江理工大学 李枝珑

刘辰拙、王陈洁、李亦男、姚思远、方晓月、洪思达、张涛、姜晨
、殷嘉玺、江楠、宁洪敏、朱旻昊、梁黛娜

曾伟、王尧骏、王茜、王吴芳、杨悦、朱钰 高教赛道成长组

76 小红花--打造红色数字文旅新平台 浙江理工大学 吴琼
张悦、弯悦、王子祎、闫梦园、陈丞翰、周奕、王文晔、葛旭妮、
王者俨、陈子烨、曲婷潞、孙泽文

朱旭光 红旅赛道创意组

77 “焕然衣新”—废旧服饰品回收再利用公益

项目
浙江理工大学 闻佳怡

姚思远、黄煜、童奕斐、赵珂、唐涵涓、周一曼、韩源驰、解凯翔
、陈星羽

季晓芬、汪珊、阮财斌 红旅赛道公益组

78 云览科技--国内首创村落保护与规划数字空

间技术
浙江理工大学 陈东 葛佳琪、吕彬、吴蕴哲、何佳宁、曹蓓蕾、杜文君、徐顺 来思渊、王赛赛、胡坚、高宁、贾立壮 红旅赛道创业组

79 富农科技--全球蔬菜移栽机领航者 浙江理工大学 NGAMBOU LONTSI GERVATS 徐惠民、RAFEE SAMEER SALEM AHMED、KAFLE SUJAN 王吴芳、俞高红、曾伟、赵雄 国际赛道

80 绿膜科技-碳化硅陶瓷膜先行者 浙江理工大学 HASAN MD MEHEDI 方泽、 Md Anwarul Islam Sachi、Habib Md Ahasan、Hasan 
Mohammad Mehedi 陈锋涛、吕汪洋、王勇能 国际赛道

81 SmartPro-lnnostat 开源电化学工作站--开启

掌上分析新时代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饶敏

桂培培、朱镕亿、李炜易、周含旭、欧阳一凡、刘洋、蒋相洋、谢
喆行、廖蕾蕾

陈阿青、杨得鑫、孔哲、梁立军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2 听文--面向视障人群的场景文字理解交互系

统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王璐瑶

俞淼、梁崴、李龙、陈晨、李天放、邱嘉悦、黄逸飞、王子怡、李
诚辉、罗汉东、丁飞宇、田奕慜

余宙、俞俊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3 芯视科技  一心一意打造一流医疗辅助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叶露娜

林建海、钱聪仪、陈珏、金勇健、张海哲、吴昌增、蔡正宇、陈新
世、甘怡韵、刘靖雯、沈恺、薛雅尹、于龙轩、张杰灵

盛庆华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4 智脑--基于知识图谱的大数据管理平台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毛佳豪

周春珂、宋浩南、闫梦琦、孔维洁、邱雨霏、宋湖山、高义雄、康
文涛、吴欣阳、蒋辰洋、袁祎铭、齐炳森、陈鹏宇、叶冰清

傅啸、胡海滨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85 杰憬科技--实时三维重建解决方案供应商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朱尊杰

丁欣怡、葛霆锋、甘鑫豪、陈嘉琪、王凯斌、余广雯、孙垚棋、徐
浙峰、许成浩、温洪发、吕彬彬、王廷宇、赵捷

颜成钢、禹献云、张继勇、钱胜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86 厕如意--场景式厕所治理方案提供商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赵星伦

周欣怡、王超、张廷勇、李涵圳、王歆屿、张汝林、付豪、沈皓哲
、余诗波、朱恺麒、段金松、林子尧、朱志伟、王亮

李文钧、曾鸣、钱胜、岳克强、王骏超、李懿霖 高教赛道初创组

87 “两山转化”使者--寻迹绿水青山助力乡村振

兴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张俊

郭胜甫、杨王辉、单怡、林朝靖、方菲、陈尚朴、王威、陈志茹、
杨楷、辜诗敏、蒋梦园

王海稳、黄核成、王胡英、禹献云、钱胜 红旅赛道公益组

88 SuperLive--跨境直播意见领袖的摇篮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IHSSANE KARUMODI 吴正元、SIDOROVA KAMILA 钱胜、夏涛 国际赛道

89 51商课游--跨境电商实战人才精准孵化服务

商
浙江工商大学 张俞佳

李姝玥、李瑶、阮寒钰、叶泽楷、陈斌、郭昊跃、郑棋中、黄雯静
、谷海彬、冉熙、许轶航

鲍福光、吴功兴、琚春华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90 黄粱丝梦-国内首款多效姜黄解酒饮料 浙江工商大学 陈金立 朱家靖、戚赞栎、张俨、张惟策、胡一波、童华菲 陈杰、韩竞一、朱炫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91 晓商文化--K12商科教育市场的社群营销专

家
浙江工商大学 胡乾韬

金怡汝、娄方仪、柳旸绛、刘思、 毛秀惠、罗铭如、楼岳坤、董良

程、王梦兰、余苏杭、周韵怡、张正远
毕德亮、陈缘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92 “菌”来我挡 新功能抗菌食品包装行业的领

跑者
浙江工商大学 岑丛楠 蒋凡、袁东、周芷卉、李洁、李天舒、贾东辉、王泽钰 王彦波、傅玲琳、陈剑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93 “鲜”为人知--国内首创水产品新鲜度可视化

智能标签供应商
浙江工商大学 叶贝贝 李华韬、杨钰欣、杨仁迪、虞静怡、倪皓洁、凌晨、林智轩、廖江 陈剑、王彦波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94 脂益源--仿母乳脂肪球膜DHA-LF-双相脂质

体供应商
浙江工商大学 许贤康 叶益茹、崔未宁、黄乐炜、胡乾韬、陈乐舒、魏贤达 刘玮琳、张卫斌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95 恒东特猎--面向用工难企业的人力资源服务

商
浙江工商大学 贾涵 丁若婷、叶菁菁、施卓娅、何颜悦、吴卓璇、叶旭雯、潘少隆 王晓辰、厉星星、姜永禧 高教赛道初创组

96 宏德智能：国内首家土壤原状取样智能机
器人服务商

浙江工商大学 张俊楠
陈炯宇、韩宜霏、王红雪、徐冰靓、周晨航、傅璇、陈鑫、杨青、
沈熠婷

高明、毛逸伦 高教赛道初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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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云理之之--云南鲜湿米线全国供应链的领跑

者
浙江工商大学 刘成才

蒋微怡、陈洁漪、厉海林、刘宇畅、陈乐舒、杨一鸣、曹丽妃、陈
心怡、易芝、闻人泱泱、卢曼卿、余蓓蕾

杨玥熹、顾振宇 高教赛道初创组

98 药益有道-国内首创中药材道地性认证服务

商
浙江工商大学 汪家进 郭紫鹏、马文浩、罗凯健、吴文华、张娜、陈倩 王海燕、陈达强、张寅生、侯瑞琪、向剑勤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99 归源环保--危废处置最后一公里终结者 浙江工商大学 黄焕林 吴自晓、吴敏进、谢泽铭、邱钧健、鲍祺祺、南佳妮 龙於洋、古佛全 高教赛道成长组

100 眼见幸运—一站式社区眼健康服务平台 浙江工商大学 陈丹青 叶昊、王梦涵、陈小艳、张俨、徐慧敏、张淑洁、陈建园、杨理翔 邵彬彬、兰丽平 红旅赛道创意组

101 链乡--基于远程协同技术的乡村普惠设计公

益平台
浙江工商大学 郑艳艳

虞逸琪、王鑫瑜、李锦婷、舒忻怡、傅曙露、范晨遥、申玉洁、傅
嘉艺、马芸莉、钟玉华

童磊、陈潇玮、苏飞、郑群雄、霍锦葭 红旅赛道公益组

102 “渔”民同乐--数字化振兴渔业新势力 浙江工商大学 茅依婷 孟天琦、金康迅、李柯蒙、张玉娇、陈家瑶、蔡世祎、王怡然 裘益政、陈跃文、王寿铭 红旅赛道创业组

103 3INDER AR CUBE 浙江工商大学 KOVAR JIRI Vrana Jan、张祥雷 丛天落、徐蓓佳 国际赛道

104 AUCN国际汽车交易平台 浙江工商大学 余嘉敏 王卓伟、胡乾韬 郝洁 国际赛道

105 Chinese Hip-hop 浙江工商大学 王锴 姜璇璇、Diana Tskahi、Tsoi Aleksandra 项益鸣、谌曾灵 国际赛道

106 Dumpling course 浙江工商大学 ZBONCAK MATEJ  VRANA JAN 、陈羽椰 贺程飞、周卿、史腾高、许晓峰 国际赛道

107 光仪科技—基于空间标尺及晶圆检测的科

技研发公司
中国计量大学 李靖

徐志维、冯思佳、费凡、泮骁阳、郑琦瑶、毛鑫冉、刘瑗、应静雯
、施樱籽、刘烨敏、周天成、章斯吉、张姿琪、张春明

王道档、孔明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08 光遇精仪--基于白光干涉原理的自动化光纤

连接器检测系统
中国计量大学 许学彬

陈博桓、王亚宁、赵楠楠、李佳慧、张伊文、余小妹、周豪、李翔
宇、夏蓉儿、王馨雨、栾霞濡、潘海婷、陈昕琪、陈芮琳

沈洋、倪军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09 “赛也鼻令苏”纯中药鼻炎喷剂项目 浙江中医药大学 沃万珑 孟杭淇、陈佳、陆嗣标、王晨烨、茆嘉妍、邵黄泺文 国佳、王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10 跃伴科技--马拉松运动医疗领跑者 浙江中医药大学 吴靖雨 张柠、朱边安、吴忆、熊佳贝、吕淦、徐佳柠、程赛棋 刘佳、孟舒扬、储利胜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11 种植牙修复卫士--种牙种植术后多功能振动

康复仪
浙江中医药大学 黄思榕

陈弋阳、黄怡蕊、沙中宁、夏思齐、叶鑫健、吴紫琼、詹心悦、姜
禾、郭晓涵、张赵一淳、郑思楠

张明、汪淑华、沈备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12 有图医视界--开启医学可视新模式 浙江中医药大学 冯燕飞 俞静婧、吕熠楠、施洋凯、卜依铭 陈翔、李官泽、高梓馨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113 霸下生物科技--变异龟繁殖的领航者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来逸宁 章晶霞、吴尚、陆诗钰、杨怡萱、马婧凤 孙提、卢佼佼、徐灿琪 高教赛道初创组

114 一滴见效--农作物真菌性病害早期快速诊断

技术开拓者
浙江中医药大学 黄唯一

汪琨、赵福运、潘心怡、张熙悦、金怡美、李昕禹、张羽加、温思
思、李吉二、李雪瑕、付莹莹、熊大维、徐云飞

赵伟春、卢佼佼、王樱 红旅赛道创意组

115 世间有爱，聆听无碍--听力健康中国行 浙江中医药大学 蔡吴蔚艳
许其华、翁旭佳、沈欣然、戴晨逸、潘祥月、汤芷欣、郑力瑾、华
鋆

肖永涛、宋腾蛟、杨春兰 红旅赛道公益组

116 AIRE-based on classics，new assistant of 
rhinitis 浙江中医药大学 Ezra kapenda 高琳慧、MOUYABI GLOIRE EMMANUEL、YESUFU JOYCE、

MARIMIRA WILMAR VIMBAINASHE 张明、侯怡芬、孙金权 国际赛道

117 Essence fragrant，Stay healthy--“一带一路”
上的精油经络推拿传播者

浙江中医药大学 Atuganile Naomi Makilasa 谢爽然、Sohna Gassama、MBAO INOCENT SILVESTA 王延隆、谢慧淼、张晓薇 国际赛道

118 “蒸蒸日上”新型海水淡化材料 浙江海洋大学 林青山 刘琴、吴雯艳、高露萍、曹可、李明尧、崔颂嘉、蒋明鑫 高军凯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19 海鱼运输“复活技”--鱼“游”走四方-海鱼送到

家
浙江海洋大学 王薪权 李子雯、王佳琪、王悦珂、王浩天、李嘉琦、屠泽豪、薛文迪 袁鹏翔、李月琴、高元沛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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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水下蛟龙--适应恶劣海况的水下无人探测器

设计
浙江海洋大学 韩明妍

杨帆、杨毅涛、苏峥、王文婕、姜祎婷、张樱、张家怡、王佳琪、
卢柳蒙、包茵舟

祝捍皓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1 “去油大师”--新型高效环保吸油绵 浙江海洋大学 王林强 刘琴、邓承瀚、郭欣硕、汪星羽、陈秀鑫、杨曦、夏孟胜 陈妍 高教赛道初创组

122 鲜见质明—开启鱼体品质智能检测新时代 浙江海洋大学 吴明烨
吴佳琪、蒋鸿程、刘圆秀、俞婧楠、闻慧、喻正颜、俞潇杰、王悦
珂、喻安安

袁鹏翔、李月琴、缪文华 高教赛道初创组

123 宝宝馋了—打造母婴辅食优质品牌 浙江海洋大学 郭保平 吴婷婷、梁欣怡、吴天义、李思茹 金武州、陈锦阳 高教赛道成长组

124 蓝色粮仓--舟山深澜大黄鱼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海洋大学 崔智强

苏峥、姜祎婷、王一泽、马浩翔、韩明妍、杨毅涛、王文婕、段泽
徐、章晓柔、蔡铭洁、黄江华、陈超、胡艳

祝捍皓、严小军 红旅赛道创意组

125 反季养蟹--舟山海岛科技精准支农项目 浙江海洋大学 吴凯杰 施融境、蔡佳惠、沈丽方、陈柯羽、于怀华、万利涛、成好学 何杰、赵蓓蓓、许文军、郑宽宽 红旅赛道创业组

126 清道夫--基于互联网+智能运维平台的农田

生态沟渠管家
浙江农林大学 叶思丽

姜皓然、李思源、吴滔海、叶真妮、李赢、樊珂莹、陆星航、郑涛
涛、朱正男、毛飞伟、李帅、毛欣溢

应珊珊、 姜培坤、曹玉成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7 色香味俱全--一面有“味道”的墙 浙江农林大学 王庆
林洲羽、姜慧、李璐、蔡域、罗梓峰、时宇、刘诗怡、曹晓卿、金
乾国、龚菲、顾诗怡、徐欣怡、郭茜

徐达、 寿云蕾、赵宏波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28 曙骥科技--新型冷链物流水产品品质监测的

先行者
浙江农林大学 熊思怡

梅正昊、王若菡、孙雨玘、叶海芬、周江南、宁景苑、蒋晨豪、陈
清扬、黄锐骁、吴子安、张苏婕、严思宁、汤思睿、张燕玲

吴鹏、惠国华、王慧 高教赛道初创组

129 星斗科技-新能源智慧路灯领跑者 浙江农林大学 张康杰
宋子蓝、吴蒨、王圣凯、郑浩杰、翟旭娇、陆柯澄、薛增鑫、王点
、应诗佳、孙利一

曹庆傲、周凯、李曦 高教赛道成长组

130 唤醒沉睡的乡土文化--艺术赋能乡土文化先

行者
浙江农林大学 黄鑫

王庆、张茜、林洲羽、宗康婷、郦泓丞、陈江波、余翔洋、姜慧、
蔡域、陈博文、潘薪羽、徐欣怡、孙妤婕、曹佳妮

寿云蕾、徐达、王 欣 红旅赛道公益组

131 37℃生命支持--国内临终关怀新理念的践行

者
温州医科大学 吴子奇

朱文封、张心阁、王锦辉、金瑜、陈晓甜、申俊旦、姜依君、陈成
、王泽凡、郁王溢、徐沁、王泽林、秦哲文、罗颖

王晨旭、林晓骥、叶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32 水污侦缉--水体重金属检测及资源化处理攻

坚者
温州医科大学 叶琦

陈文宇、宋洪丽、赖荻凡、沈李彬、邵思雨、朱昱轩、李雄杰、夏
荣轩、郭昱君、张云翔、卢飞、黄逍、叶祉祎、王安民

吴东方、王伍、周怀彬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33 “植齿填牙”的曙光：牙骨再生因子“bFGF” 温州医科大学 黄臻
刘欢、张文锋、赖盈吉、闻丽彬、徐伟俊、吴泽远、杨智杰、林俐
、蔡艳君、冯婧奇、陈彦晗、顾睿翎、夏禹、缪玲玲

王晓杰、李乐、惠琦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134 安舒康达新型多功能人工智能床垫 温州医科大学 江小琼
王雨欣、袁婕、毛璐敏、林蒙蒙、戴晓龙、刘方龙、汪清、何倩颖
、金杰、富一柠、徐琪乐、吴高峰、杨琴、成诗钰

蔡福满、夏冰凌、黄盼 高教赛道初创组

135 AOM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OM Biotechnology 
Company 温州医科大学 MICHAELA TAHLIA SINGH

李宽、NDLOVU MUSA RODRICK、DORDOE CONFIDENCE、
BRETT LYNDALL SINGH、TSERAI HILTON MUNYARADZI、
HIMANSHU、NARH-BEDU TRACY、GYABAAH ADWOA 
TAKYIWAA、NGUELEMO MAYOPA KEVIN

魏兴、缪立懿、施苏雪 国际赛道

136
OK lens orthokeratology and vision correction 
effect prediction platform--Ophthalmology 
application of precision medicine

温州医科大学 Takudzwa Alice 刘梦婷、Krysten Foreman、Yeshema Roberts Bao Fangjun、Wu Jinfang、Wang Junjie 国际赛道

137
PORA—致力于呵护非洲女性经期健康的中
医药产品TCM Products for Menstrual Health 
of African Women

温州医科大学 MASIKINYE SALOME VIMBAI
KUDANGAH CHIEDZA KIMBERLY 、张雪颖 、ABIGAIL MARIA 
JAMAICAN 、NANDAZI SITHOKOZILE、NIKITA JACINTHA 
HECTOR 、JAMES SHEA MICHAELA 、KANGBEREE JONAS 、
GIDEON MUZYAMBA

孙磊、王绘建、施露静 国际赛道

138 人类医疗命运共同体--医疗信息平等互通平

台
温州医科大学

KACPER CYPRIAN 
ROZNOWICZ 邵炜凤、JAMES CURTIS DRING 卢倩、刘博京、缪立懿 国际赛道

139 生命在线 温州医科大学 Akuetteh David Papa Percy 徐鑫、陈徐佳慧、艾琳、Leonard Unganai、Maryanne Nsoh、刘文芹. 吴媛媛、夏冰凌、王茹新 国际赛道

140 Emotion胶囊博物馆--情绪跟踪与积极自我

调节的大数据分析平台
浙江财经大学 彭语涵 朱怡、刘心怡、马嘉彤 周浩、黄达强、郭德贵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41 社区微脑--智慧社区一体化供应商 浙江财经大学 陈泓禹
胡晨芳、万詹祺、袁健、叶一、贺楠心、竺绘龙、金亚男、孙沁雯
、章明珠、施雨萌、刘亚琳、沈嘉诚、徐纪元、岑槟辰

朱丽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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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智检大师--基于视觉感知技术的车间安全帽

智能检测系统
浙江财经大学 冯睿隽

楼钰、朱长泰、胡泽乾、张璇、吴全权、刘星、陶李艳、李紫璇、
敖荟杰、刘孜逸

张帅、张文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43 陪跑云--科技驱动职业培训新时代 浙江财经大学 陈谦
张璇、胡真怡、竺堃、徐倩、何志远、陈钦杰、马嘉彤、陈昱烨、
黄晨露、潘丽晶

汤静超、张帅、张文宇 高教赛道初创组

144 荣宇维权--—知识产权全维度维权破冰者 浙江财经大学 卢宇翔 苏宇恒、唐帼阳、伊妮、沈懿昀 张淼、李海龙、马旭霞 高教赛道初创组

145 颐享-乡村智慧康养新模式的设计推动者 浙江财经大学 张璇
梁宇奇、沈佳珂、王赞乐、王佳乐、冯睿隽、杨洋、杨启杭、杨栋
齐、

尤利群、李瓯 红旅赛道创意组

146 聚光计划--新模式赋能乡村教育的领跑者 浙江财经大学 宋晨青 杨澜、姚竹、张妙、陈思璇、孟子越、丹甄郎杰 吴诗启、林骁邦 红旅赛道公益组

147 乡运汇锦--解码乡村运营，助力振兴跑出加

速度
浙江财经大学 谢欣悦

唐诗怡、曹璐、张晚之、汪佳怡、童旭菲、卢永明、徐潇寰、赵亚
楠、许明慧

童夏雨、苗振龙、杨丽霞 红旅赛道创业组

148 南极熊节能科技--冬暖夏凉优质生活空间开

拓者
浙江科技学院 施景峰

姚好、应骐蔚、陈瑞浩、王惠、周达琨、李昂、徐许燚、钱佳峰、
梁凤英、高泽庭、姚历威、高智慧、鲁森建

刘静娟、姜文彪、杨志祥、郑章琦、何学群、朱
银邦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49 田园护卫--物联网杀虫灯 浙江科技学院 翁天宇
梁云、刘凯、叶薇、陈燕、朱昂、高嘉星、吴勇臻、左孝磊、付嘉
晟、邹佳洋、王海波、卢琼瑜、徐可、王莹

郑永平、项新建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50 新菌株发酵技术的研产销一体化服务商 浙江科技学院 肖舒珺
沈智峰、徐世轩、朱雪晴、吴鑫宇、胡倩雯、贾娉婷、林子嘉俊、
陈星源、薛晓龙、晏江平

蔡瑞康、肖功年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51 芯毅智能-全卫智能健康领跑者 浙江科技学院 张毅文
李洛奇、庞汝悦、汪吉涛 、竺颖龙 、严倩倩、张媛琳、童彤、余捷

祯、徐鑫龙、康馨仪
郑章琦、姜文彪、邵雷、吴德刚 高教赛道初创组

152 “以废治污，变废为肥”守护土壤健康－－

生物质炭土壤修复改良解决方案领军者
浙江科技学院 黄君灏

施腾楠、胡晓飘、戴佳亮、李文瑾、顾钊、宋冰涛、韩佳琳、梁茹
婷、汪吉涛、寇宏、夏鑫、刘成

单胜道、方婧、潘根兴、靳泽文、刘文波、姜文
彪、郑章琦、盖希坤、张进、平立凤、孟俊、张
敏、庄海峰、成忠、高红贝、蓝丽华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153 方言方语--中国地方方言文化的数字化保护

与传承
浙江科技学院 王丽媛

索新宇、毛东月、姜玉洁、金绍轩、张璐、郑新跃、黄依娜、许飞
飞、梁宝晴、谭沁慈

叶晗、朱鸿飞、葛其恒、程永艳、赵翠阳、吴众
、秦少康、田恪宗、刘勤、窦新红

红旅赛道公益组

154 Nice团队-多功能纳米纤维素开创者 浙江科技学院
ANDREEA-GEORGIANA 

MANOLI 江留浩、Dembrovski Fabiola-Nikoletta、ESZTER CONSTANDACHE 陈华 国际赛道

155
SUNBA-适用于小型企业和家庭的低成本热
敏PTZ摄像机的先驱SUNBA-The pioneer of 
Thermal PTZ camera

浙江科技学院 Popa Nicoleta- Elena 朱灵、Simone Vittorio Esposito、Dembrovski Fabiola-Nikoletta 潘垚、柳杨、马伟锋 国际赛道

156 Zhijune - The Leader of Logistics and 
Delivery

浙江科技学院 LuWenting Xin  Zhang、Xin  Xing、Sirou Chen、Hanbing Wang 董桂丽、白冰、姜文彪、李潇峥、郑章琦、王小
珍、陈正伟

国际赛道

157 ZhiYan - Traffic Congestion Optimization 
System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浙江科技学院 Tian Xu ZongYuan Yang 、Rui Chen 、ZeXin Yu 白冰、董桂丽、李潇峥 国际赛道

158 清创夫 浙江科技学院 SHYLVANA FELINSIA 毛文宽、NJITIA DONFACK CECILE BINTOU 黄娟、王建伟 国际赛道

159 奇点新媒--交互式新媒体传播领域的未来腾

讯
浙江传媒学院 杨泽昊

琚小依、叶蓉蓉、郝夏桐、李喆、罗懿儿、熊敏艳、孙莉舒、郭倩
妤、魏文娴

陈珂、许蔚蔚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60 青梅创意 - 打破壁垒，让校园比你想象的

更大
浙江传媒学院 鲁南西 黄琳、肖康达、王佳城、方若辰、王研、谭文杰、余清影 曾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61 校影--高校影视人的“淘宝” 浙江传媒学院 肖博源
别致、刘杉杉、巴钰滢、王子奕 、黎嘉忆、侯颖轩、蔡雨嘉、马董

芸、张展博、胡晓彤、关凯琳、应笑天、韦英桦、丁心怡
曾平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62 新型社区电商开创者：苏合集市 浙江传媒学院 钟健
王国宇、韩潇、赵怡霖、全宏博、刘嗣琦、孙靖、张成恬、李雯静
、席牧晴、张珂、张璐瑶

李远煦、陶婷、朱强 高教赛道初创组

163 优惠蜂SaaS系统—帮用户省钱，帮创业者

赚钱
浙江传媒学院 朱世财 刘子悦、苏红、吴小雪、卢盈、赵志宇、吴俊华、孔琰、张婵 赵曼、李林青 高教赛道初创组

164 “一船红中国—打造思政教育服务基层建设
的红色航母” 浙江传媒学院 杨谨瑞 冯璐怡、万迁、朱建丞、蔡金第、张芳瑜、郑伟民、刘宇萌

杨立平、赵月峰、张燕、陈物华、陈琳、黄巧玲
、彭喆

红旅赛道公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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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布料里的小美好--面向儿童的创衣公社 嘉兴学院 李柯逾 谢鸯、林怡如、陈嘉绮、岑榕垲、丁昱铭 翁秀平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66 鲜运科技-诠释水果运输的绿色“鲜”概念 嘉兴学院 胡心怡 曹雯怡、林若兰、许雯雯、成杰、胡晶、何梦如、祁鑫怡、杨昕 董晓玮、胡笳丽、万方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67 一叶：中国乐活服饰品牌引领者 嘉兴学院 王一如
查民浩、唐婧雯、张赟风、周佳彦、倪静雯、吴薛奕、褚依雯、王
音平、郎静雯、徐浩严、杨梦婷、赵欣茹、冯玫、杜芸芸

叶洁、陈炜栋、黄芳芳、吴宣润、郭友南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68 智磨科技 嘉兴学院 许朝阳
黄娅蓉、张雅芳、朱彦彬、陈瑛、吴舟、温家伟、李晓爱、莘炀斌
、刘云鹏、陈洁、汤剑锋、周冰、范杭军

陈丽、赵竞远、尚涛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69 世影传媒--为新时代党建阵地聚力赋能 嘉兴学院 陈家智
郭雨妃、郑君琦、徐艾利、施柯颖、刘慧妍、吕强玮、彭昱辰、史
一凡、黄韵婷、高旻

方雨禾、艾芮玄 高教赛道初创组

170 嘉来科技-助力伺服运动控制设备智能化 嘉兴学院 金炜侃
杨亚男、何依婷、王琪锐、帅美琪、李博翰、颜文丽、李思涛、陈
茜

李蜜、杨智慧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171 “嘉里红”：解码红色文化魅力，打造地方
文创“金矿” 嘉兴学院 郭彬 徐禧、李艺轩、朱婧、殷王玲、尹琪、李静、沈安琪 周琳 红旅赛道创意组

172 粉红益嘉--舞动粉红丝带 关爱乳腺健康 嘉兴学院 陈艺韵 陈江、李楠、王羽佳、田颖、王怡、张天琪、牟宇琪 宋慧、赵丽萍、钱建凤 红旅赛道公益组

173 扶贫扶智，浙湘有我 嘉兴学院 单诗卉
冯如意、朱璐璐、王博达、王佳欣、骆舒豪、邓宏涛、王秉乾、田
诗诗、包涵、孙懿娴、王运宜

张婧嫄、程永康 红旅赛道公益组

174 百年沉“靛”，古村焕“青”--黄檀硐古村靛青

产业再造
浙江万里学院 潘倩倩 张芊羽、张晓颖、吴南、汪子楦、王霓 余显仲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75 植物基自嗨锅产品经营与推广 浙江万里学院 云一卿 章晶龄、方舒亿、戴雨萱、张静仪、周萱、余家杰、楼嘉杰 杨华、陈晴光、杨光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76 戴科光电--中国领先激光投线仪制造商 浙江树人学院 张澳 吴知衡、汪瑜飞、蒋彤 胡佳莹、刘波永 高教赛道初创组

177 国内家庭AI安全系统开创者 浙江树人学院 林浩 傅婉怡、白如冰、张金婷 谢凌云、龚德平、汪晴、陈立蔚 高教赛道初创组

178 汛曦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专注社区公益，服

务万千群众
浙江树人学院 潘宏超

魏敏、罗平扬、周瑶、刘川瑞、钱政、黄也岚、舒赟祺、陈雁华、
卢佳琪、卢璐、王一尧、傅婉怡、叶雨铖、沈原

谢凌云、郭丰、龚德平、王璀、汪晴 红旅赛道公益组

179 Acam--家庭AI安全系统开创者 浙江树人学院 钱政 谢佳妍、徐鑫佳、魏敏、周瑶、傅婉怡、张金婷 谢凌云、龚德平、汪晴、陈立蔚 职教赛道创意组

180 壹口袋：全国教育团购超市领跑者 杭州师范大学 吕静洁
潘智鹏、金飘霞、周雨诗、李阿洁、陈佳慧、沈媛、朱嘉炜、夏翔
、刘泽熙、曹宇洋、谢尚俊、何青青、钱彦彤、沈一凡

耿明峰、张友明、赖雷雨、赵稳稳、宋泽华 高教赛道初创组

181 塔塔星--基于真实体验的创新艺术教育 杭州师范大学 骆倩妤 沈晶晶、俞想通、征希、王淑瑶、黄怡璇、陈丽红、郑嘉慧、刘杨 钱江妍、张旭东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182 “自由充”---可自动规划移动路线的仿蛇智

能充电机器人
温州大学 周泽林 陈义荣、陈鸿蓓、刘如玉、朱永丽、黄陈玮欣 程龙、黄长城、张笑钦、罗胜、张翔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83 源态聚材--高效可降解材料工艺创新领导者 温州大学 刘若纳
雷赟、张超然、吴佳颖、谢凤婷、江作富、胡心泉、沈杰怡、肖灿
、沈彬格、朱豪翔、郑泽军、林正锰

尹德武、金辉乐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84 樾林山河：浙江传统古村振兴引领者 温州大学 朱明樾
焦一然、沈舒珊、石佳、王哲科、姜梦倩、宋欣瑜、叶萌萌、周林
汐、傅千茜、傅嫄倩、袁铕林、肖贤明、韦逸辉

刘纪峰、魏一、尤育号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85 华光一号-光谱质谱联用天然气能量在线分

析计量仪器
温州大学 杨洋

徐静、 王哲科、 王荣强、 金康颖、鲍海波、 黄亚晴、 曾怡雯、 顾
相辰、 吴佳伟、 王世晨、 董静毅、 刘芳旭

张淼、周晨、章城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186 智汇城视--国内首个通用型视频融合赋能平

台
温州大学 胡明俊

范晨翔、王文哲、徐曰旺、曹少丽、刘丽颖、黄自玮、王东凤、邱
海桐、黄鹏程

张笑钦、嵇小怡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187 时客--赋能传统酒业的恰同学少年 温州大学 祁汉锋
马旭尧、周易、王丽丽、蔡瀚慷、王孝阳、沈新飞、杜雨霏、何佳
玟、高艳、史济贤、王晓璐

白延虎、嵇小怡、周洁文 高教赛道初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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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泰益科技---新一代甲醛高效净化材料的领

导者
温州大学 高军昌

李文艳、史达、谢富荣、李漂颖、王茹萍、陈海伦、吴婉仪、张雅
倩、贾雅君、金梦菲菲

陈凯、李俊、金辉乐、王继昌 高教赛道师生共创组

189 童心剧力--打造儿童剧全产业链 温州大学 倪佳瑜 王辰卉、陈祯祯、傅家莹、张心慈、黄鹏磊、周奕锦 郑晓、胡乐敏、陶陶 职教赛道创意组

190 AUTO SHOP 温州大学 YAO ANSE 刘欣、ATIA GODWIN 王洪斌、徐世刚、罗建利 国际赛道

191 国安–生态防辐射纳米钢渣混凝土 衢州学院 郑泽恺
谢安祺、章思佳、鲍泽勇、张玺瑞、吴鑫奥、宋柔婷、姚楚仪、李
羽妙、詹红耀、万深澳

谢咸颂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92 输液卫士--常规输液智能辅助设备 衢州学院 祝海鹏
汪晨舒、李臻恺、蒋亚东、杨宇琛、朱小青、邹炜燕、林焱杰、孙
齐、纪晓峰

许大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93 “慧眼”识纱--纱线质量全面检测的颠覆者 绍兴文理学院 ROY ANUBROTA 董龙、Samidinova Dinara 李忠健、朱昊、王伟楠 国际赛道

194 iFace--智能表情识别系统的开拓者 绍兴文理学院 周依婷
郑羽意、郎永琪、毛文骐、董依茹、钟陈昊、潘静、陈建姣、盛昱
豪、诸梦瑶、龙春晓、陈佳榕、应依珂、俞书昕、祝露

尉鹏飞、庞飞、杨哲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95 创越新材料--秸秆基全生物可降解地膜专用

料供应商
绍兴文理学院 胡航

陈必正、王婷、任旭杰、梁世威、潘智超、徐凯越、斯佳铖、张慧
苗、夏文星、陈欢幸、汪铃泽、赵易成

董坚、徐青、孙旭东、李瑶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96 环净科技--新型印染废水处理吸附剂供应商 绍兴文理学院 黄帅坚 邓露、许昕禾、黄佳乐、李盈珊、赵洋、金梦婷、王登科、叶泽宇 徐青、曾敏峰、周丹丽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97 睿科生物--新一代易清洁涂层材料 绍兴文理学院 张高洁
齐欣悦、朱思思、钱颖彬、闫玙、杜创、李攀、郑莹、刘若奇、罗
春梅、王小强、方丹娜、叶珈含、王宇棋、 任一天

郭香、金坚强、赵仕芳、杨荧、金程程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98 碳生科技--稀土固废循环再生利用解决方案

领跑者
绍兴文理学院 刘帅帅

许玲霞、方荧、傅程科、马楚炳、何解语、何益超、杨程云、徐浩
楠

盛国栋、徐青、陈朝贵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199 国内首创零污染、零排放、高利用黄酒酿
造绿色新工艺--助力地方黄酒产业升级

绍兴文理学院 赵文浩
徐琳峰、李嘉懿、王晓祎、范吴栩、徐淇棋、郑琰、陈超、张嘉俊
、胡淑宁、李丹妮、潘孜玉、倪笑、杰门措、达次仁

田润刚、刘志欣、郑雅铭 红旅赛道公益组

200 A green solar energy to increase the electricity 
efficiency in Africa 绍兴文理学院 AMZIL SAID 杜昕昀、邱天培 黄俊杰、杨超凡、韩超峰 国际赛道

201 Mingtong Bio--NMO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leader 绍兴文理学院 KOM MERVEILLE CHANCELLE SAGOE PRISCILLA ADWOA、汪佳玥 金立方、刘志欣、郑雅铭 国际赛道

202 智慧湖羊供精站--同期发情+人工授精一站

式服务平台
湖州师范学院 李睿 王同欢、朱雪枫、武艺圆、夏冯博、黄艳舒、王佳媛 曹访、郭良勇、周俊波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03 “破茧成蝶”--乡村振兴背景下辑 里湖丝手工
技艺传承与IP数字化

湖州师范学院 方诗宇
顾明琪、潘颖洁、沈月华、杨健、吴琦、朱佳佳、曹超、杨黎芳、
郑秋雨、仇朝樾

王娜、梁卿、许聪 红旅赛道创意组

204 我的餐厅Food Technology 湖州师范学院 Tanguy Nolain Kanyarugano 汤婕妤、Kebede Hermon Asefa、Gidey Romha Tekle、Nelloy Mahadi 
Sajjad 顾阳锋、万玉情 国际赛道

205 绿奕循环——中国废润滑油再生行业领航

者
台州学院 吴瑶佳

方琳悦、祝佳琪、岳晓涵、汤凤丹、蔡迪、张效晨、郑淋、郭浩然
、应霞、赵文彬、唐甜、刘昱晨

李嵘嵘、陈先朗、金燕仙、张洋海 高教赛道初创组

206 聚贤无人机--艺术视觉定制飞行表演首选服

务商
台州学院 唐柳东 张晓鹏、黄剑华、赵雨沁、林辉特、王人杰 洪磊 高教赛道成长组

207 仙山琼阁 悦知自然--用自然学校筑起乡村

振兴之梦
台州学院 李雨馨

徐缤晔、张贾凡、龚嘉晨、张瀚晟、刘宇静、叶陈杰、林丽燕、胡
珍珠、洪铭轩

魏冬梅、宋超、齐鑫 红旅赛道创意组

208 覆果致富-科技兴农，托起乡村振兴之梦 台州学院 谢依雯
陈静霞、李源琦、杜超莹、陈亦权、陈可盈、刘浩正、滕滨骏、王
静

陈珍 红旅赛道公益组

209 智绘“云”梯--数字孪生助力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
丽水学院 尤淑雅

王玉洁、吕琪灵、单利娜、郑凯嘉、沈天睿、周玉青、杨圣颖、王
焕龙、朱琪、方超、吴洁盈、黄孙千禧、刘峻言

宋俊锋、林素仙、王淑华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10 相约乡愁--精准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农人 丽水学院 刘建坤
朱琪、李怡、任珍、沈莹华、陈思琦、曹梦婷、郑维尔、杨叶涛、
姚桢奕、邢冠男、代世贤、林康民、李畅、王旭东

潘宇峰、施燕薇、胡月芬 红旅赛道创意组

第27页,共40页



211 青山竹海--破解竹林失管，助力乡村振兴公

益服务团队
丽水学院 高雅楠

刘建坤、陈锡松、冯梦萱、郑俊超、姚宏宇、李梦佳、林康民、魏
士钧、孙莉

朱强根、何淑娟、潘宇峰 红旅赛道公益组

212 安适宝--全球汽车安全带机械无级调高器开

创者
宁波工程学院 姜闻涛

蔡贤杰、娄浩浡、邹奇材、李军军、陈啟源、胡嘉诚、陈劲松、陈
钥茁、王乐婷、法泓漪、钮雪平、赵以安、解寅星、叶俊辉

陈晓平、王涛、李良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13 技“”糕一筹--“短保”宁式糕点长三角领军品

牌
宁波工程学院 蒋天翼

童龙飞、万文露、范震博、张盈盈、严佳琪、魏舒宁、黄嘉欣、赵
健佐、高清涛、邓豪瀛、王北辰

楼巍华、陶咏梅、陈红、金小芳、周申之 高教赛道初创组

214 红小忆--用红色课堂拉起城市建设者子女的

手
宁波工程学院 杜淑婷

潘欣欣、杜泽玉、沈娇妮、鲁意、赵健佐、张雨佳、高品怡、鲍樱
、陈佳琳

邵琳、周申之、熊盼 红旅赛道公益组

215 友爱青年--社区高龄老人的小拐杖 宁波工程学院 蓝雪儿
丁蕾瑾、王艺华、聂芷仪、卓心怡、陈露玟、康佳、李梦露、黄琪
、聂晗西美、朱佳宁、马圣昕、龚艳丽、罗薇

陈红 红旅赛道公益组

216 Boyi Tang-an online explorer of international 
mahogany 宁波工程学院 王奕涵

严佳琪、包涵旻、金一尘、刘畅、王萸子、赵雨婷、梁新龙、陈依
梦、丁乙乙、倪金炀、孙宇翔、吴京、戴泽、孟玥

刘浩、赵永杰 国际赛道

217 Capture Knowl 宁波工程学院 马超凡 潘虹羽、段继烨、沈泽清 李晔锋、陈萌 国际赛道

218 EasyShare 宁波工程学院 王冠雅
陈依梦、郭佳俊、杨亿栋、郑程骏、包涵旻、顾星蓝、林宣佐、沈
宜文、樊娅婕

鲍淑娣、陈萌 国际赛道

219 face mask technology 宁波工程学院 李默涵
童雨欣、王旭豪、林豪凯、王秀龙、戚世杰、包右有、李宇楠、程
瑶

尹天鹤 国际赛道

220 Hydrogen technology 宁波工程学院 雷蒙 胡刘君、马超凡、张子丞、赫威臻 侯慧林、杨为佑 国际赛道

221
Musical Interest--The creator of multi-
functional voice blind box of fashion culture
（音趣--国内首创潮流文化多功能发声盲盒

宁波工程学院 张子丞 李茹、张嘉宸、李星宇、赫威臻 吴泓均 国际赛道

222 Mussels settle down（贻安家） 宁波工程学院 刘宇琛 王瑞琪、王旋、周淑君 吴泓均 国际赛道

223 Pulse Code 宁波工程学院 林宇昊
杨亿栋、叶汪洋、郭佳俊、孙朱玮、俞泽枭、李美乐、卓宇鹏、杨
又葭、方宇航

鲍淑娣、陈萌 国际赛道

224 Sego Bodybuilding 宁波工程学院 马雍力 程智俊、裴寒旭、周恒毅、李宇楠、任詹杭、罗德旺、刘畅 朱光晋、刘林林 国际赛道

225
The Judge of Breast Cancer  - The leader in 
intelligent interpretation of HER2 pathology 
images of breast cancer

宁波工程学院 朱舒雅 蒋卓昊、Umais Farooqi 尹志 国际赛道

226 The Supplier of New Ocean Planting and 
Preservation System 宁波工程学院 Natalia Plitta 沈立夫、Karel Jõeleht 吴泓均 国际赛道

227 Xiaomo manages the construction site（小默

管工）
宁波工程学院 李星宇 楼晓婷、Natalia Plitta、陈思均 尹天鹤、王照飞 国际赛道

228 Xllent 宁波工程学院 徐佳晨
万文璐、陈政澳、阮可欣、叶小龙、朱文卿、贺庥予、蔡佳利、韩
婧雯

赵志龙 国际赛道

229 动力重生：人体外骨骼穿戴式助行器--打造

康复助老品牌新势力
宁波财经学院 童心磊 陈芝龙、周蓓佳、王献加 张海峰、何润琴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30 匠心守护--文物修复技艺传承者 宁波财经学院 黄丽彬 张瀚艺、蔡宇晶、王露、张佳楠、蒋雯倩、林倩、郁青云、吴颖 杨燚娜、曹明、蒋珊珊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31 跑步鸡--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宁波财经学院 郭晨可
周文琪、俞月凡、陈美艳、李展超、杨月平、潘盈妃、曹佳奕、韩
文烨、季佳乐、李恪霖、陈佳茜、李文杰、邓敏

冶治玲、熊红斌、余薇 红旅赛道创业组

232 城市“海绵”--国内海绵城市生态复合透水材

料产业链供应商
浙江水利水电学

院
李胜

冯沁怡、孙祺瑞、麻钧晢、尉家辉、陆艺文、钱虔、陈依翔、陈奕
翔、车诗诺

徐栋、毛前、陈明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33 河湖智慧管家--大水域监测技术引领者
浙江水利水电学

院
王琳婕

张陈樱子、曾涵、戎文轩、叶涵、黄雨欣、黄琦昕、杨惠杰、李静
、陈露楠、倪里程、韩雪莲、励泽

张运涛、赵富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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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聚甡教育-新时代建工人才职场助推器
浙江水利水电学

院
张金财

季跃蕾、项丽华、张芊冉、柳丹宁、张哲亮、陈怡靓、张宏伟、霍
元星、龙伟轩、黄君琰、林婧

赵富伟、胡群革、李蓓 高教赛道初创组

235 微木手作--传统木作文化的深耕者
浙江水利水电学

院
木杨丰 杜越阳、应泽航、鲁雯雯、江倩、董欣源 刘晓洋、赵富伟、韩志强 职教赛道创意组

236 AI Planting--盆栽养护智能管家平台 浙大城市学院 杨美华
沈瑞杰、张竹君、鲍陈宁、张炫羿、邵美芝、张诗涵、徐张奇、孙
畅、周诚信、王丰硕、黄文涛、钱骥晗、金柯冰、古文洁

吴迪、孙霖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37 NewFit--基于AI精准视觉的运动健康管理专

家
浙大城市学院 林型双 陈婉仪、张帅、施豪杰、顾鹏坤、金哲仑、刘声霖、林子 蔡建平、叶敏、李强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38 济时行氘--做国人自己的氘代试剂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冯芮

叶嘉鑫、苏俊玮、霍柯宇、莫宇潇、岳宇倩、陈婷、李林鲜、邱伊
洁、姚羽、胡程明、舒婷

陈佳、高章华、赵涵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39 智恒卫士--打造畜牧业数字化智能繁育系统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毛庆霖

虞楚婷、肖宇欣、萧颖琦、张唯希、姚晓晟、何诗琦、范若萱、盛
正晗、范傲雪、王晨怡

廖海鹏、卢焕达 红旅赛道创意组

240 点阵科技：综合一体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
商

嘉兴南湖学院 刘建明
许露云、许雯岚、张耀辉、孙双颖、王清友、贾玮、沈思莹、毕然
、陈竹青、郭星辰、吕欣儿、周佳乐、沈智涛、方濛凌

伍一平、王兰芬、陈炜栋、吴可嘉 高教赛道成长组

241 红正文化：新时代退役军人助力社会治理
的“重要窗口” 嘉兴南湖学院 郭威

巫海溧、陈建江、张晨凯、沈梦可、林雨欣、范智贤、陈璐烨、桑
小璐

杨燕群、伍一平、陈炜栋 红旅赛道创业组

242 第七空间--国内首款宿舍隔音床帘 温州理工学院 陈莹 金雯怡、金志垚、周圣杰、梁爽、汪倩、董伊丽、朱紫溶 徐湖鹏、王圣杰、杜晓哲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43 幻映传媒- 重新定义PPT制作 温州理工学院 徐思雨
余佳弘、陈文秀、王睿思、肖昊曦、徐佳楠、朱庆辉、赵幸语、郑
晨曦、李欣妍

法琦、张胜武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44 火眼金睛--工业产品ID追溯服务的领航者 温州理工学院 管依婷 季吴沙、毛瑞天、陈一凡、叶张斌、芦洁、董雲龙、宋瑶、陈仕炫 谭左平、汪日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45 零距汽配—中国汽配跨境的领航者 温州理工学院 周兰兰 刘晨星、赵婉汝、张馨怡、叶陈衍、黄义雯 林琼慧、徐晓敏、温长秋、苏锦红 高教赛道初创组

246 创易金--打造新时代电商服务圈 温州理工学院 林武威
徐璐菲、汪普泽、钟艾森、卢锦翔、李志远、王定江、王涵之、王
晓璐

曹可亮、王丹、黎永连、林金艳 高教赛道成长组

247 同筑工地安全智能管家
同济大学浙江学

院
李晶晶

韦博涵、黄开宇、张天一、马昕立、成毅、陈泽鹏、葛言、张伟成
、王松、范恩来、金家安、金佳科、陈何塘、贾琪

陈鲁、华雪君、赵元一、武鲜艳、吴竞 高教赛道初创组

248 良风文旅--新一代主题客房软升级专家
上海财经大学浙

江学院
陈广鹏

陆相宜、柳永辉、方世杰、黎飞虹、金璐楠、 胡新远、胡稼圣、凌

钰超、苏秀娜、李来颖、李紫薇、梁晶
池水明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49 造梦空间—大众定制游戏模组先行者
上海财经大学浙

江学院
曹小东 周飞雁、邹方园、徐霁煊、宗洪羽 池水明、朱慧娟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50 吾陟--融合扁平化设计与榫卯文化的创意家

居品牌
浙江工业大学之

江学院
朱芙靖

蓝镓铭、魏颖、费垲丽、李佳琪、邱慧婷、张宇龙、李萌萌、程嘉
艺、毛盈盈、赵小龙、俞淼、林心愉、颜睿、黄亦炫

徐乐、夏颖翀、翟伟民、林幸民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51 诺米中文在线
浙江工业大学之

江学院
朱蓓祺

李晓春、丁丹烨、何姿伶、裘真、黄张逊、方伊辰、张洋榕、尤心
愉、胡慧侦、韩璐瑶、汤芷慧、王子怡

吴剑、余亦钦、王林祥 高教赛道初创组

252 邻兽--全场景即时零售践行者
浙江工业大学之

江学院
干亚雄

郑金辉、吴蕊杉、庄能燕、黄思懿、卢嘉宁、徐笑笑、张启航、翁
昕怡、吴姗姗、张吉韩、张文杰、王碧娜、张文豪

吴剑、余亦钦 高教赛道成长组

253 瑕疵必现--基于机器视觉的发动机缸体内壁

缺陷检测系统
浙江师范大学行

知学院
虞慧娜

宋姚雨卿、蒋昕瑜、许霁云、王宏军、许博洋、庄杰、程渲雅、周
登峰

林祝亮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54 spk chinese 浙江师范大学行
知学院

林海奇 章雨欣、吴杉杉、李荣、陶洁丽、吴方妮 徐应涛、朱桂勇 红旅赛道创意组

255 从传统到传奇：“致富”与“治水”双效并行的

实施路径
浙江师范大学行

知学院
高沁怡 宋彦彰、莫瑜超、俞奕卿、周欣悦、何语纯、杨晨雨、何红宇 陈建伟、冯奕、杨秋 红旅赛道创意组

256 畅享医疗--“畅享S”智能集尿器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赖峰

沈妙清、余梦婷、翁玺越、徐雯静、洪安妮、杨靖宇、王诗婷、姚
雨婷、沈柯璐

王君杰、漆良涛、蒋亚南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第29页,共40页



257 可循环光催化剂治理有机废水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孙佳妮 洪安妮、吴梓颜、毛丽娅、张云、张文杰、郎哲磊、梁洁 仇晓阳、莫亚男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58 蒲滇之下--葡萄的新型产业化模式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褚聪贤 陈岚、金宣辰、方赟、陈懿多、李杨佳颖、莫蝉瑄、周瑶、陈鹏华 刘子超、王鑫、卢尧 高教赛道初创组

259 闪侠出行—开启智慧出行新时代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杨晨朔 徐瑶洁、陈繁星、李媛、胡佳雯、叶镯锋、李萍、许添杰 蔡丹丰、沈旭伟、赵杰 高教赛道初创组

260 智捷优径--可复制的数字化智慧工厂转型之

道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宣程焜

李元、郑阳、卢羽、柴丹蕾、陈子玥、林轲、李翔、王洁咪、冯礼
杰、吴梓颜、吴欣格、史欣蝶、王莉颖

符强、钟才明、王鑫 高教赛道初创组

261 点食成金--初创轻餐饮的引导者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陈均昀

贾镔镔、陈禧莹、卢诗琴、吴静、吴淑淑、姚佳烨、顾靖越、吴冰
冰、夏国志、沈梦

卢尧、赵杰、康棵飚 高教赛道成长组

262 “青春之歌”--做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走歌人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吴忠裕 徐勇微、陈涵 潘筱晨、周洪飞、宋平 红旅赛道公益组

263 建水紫陶--中国西南边陲小镇的振兴秘钥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何文雨

李淑煜、谷依明、付杰、钟陈佳、沈香珍、姚洁琼、孙佳妮、辜浩
、张茂之、陈享、来震宇、周紫璇、方雯

王鑫、凌英菲、应燕君 红旅赛道创业组

264
SHI XIAN SHENG FOOD PURIFIER--
A Leader of Health（食鲜生净食器—引领健

康新潮流）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邵丽 徐倩妮、陈俐泓 袁红清、凌英菲、徐登助 国际赛道

265 釉彩瓷韵--匠心传承开启中国釉下五彩瓷器

新时代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洪元庆 李佳敏、吴安凯 周洪飞、宋平、潘筱晨 国际赛道

266 泽熙--中国知名抗震支撑系统服务商
浙江工商大学杭

州商学院
鲁少磊

钟蕊羽、张邵东、汪懿琦、金志理、张若彤、李嘉辉、叶慧茜、沈
奕含、朱琳欣、王磊、刘湉、胡烈阳

陈国文、瞿焱、周叶芹、林幸民 高教赛道初创组

267 冰山文创--县域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践行者
浙江工商大学杭

州商学院
舒可 王荆、陈文怡、沈静茹、房青春、戚键航 吕瑶磊、林幸民、陈国文 高教赛道成长组

268 Medical Recovery-易瑞思术后卧床患者下肢

康复助力器
温州医科大学仁

济学院
陈金淼

张茜、王雅婷、鲍力绮、舒湘涵、赵栋、叶笑美、仇敏豪、肖夏、
王奕凯

应亮、张树辉、姜旭英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69 水的传说
温州医科大学仁

济学院
何锋

戚懿苗、朱诗晨、杨涧沿、郑溢恺、李湘移、徐哲文、王佳丽、金
雯煊、楼  英 卢倩、刘博京、王旭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70 “艺术愈童心"--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关怀体系

的先行者
温州医科大学仁

济学院
谢华婷

董冬石、诸烨茹、王雅雪、张婧、陈铭豪、管雨莹、孙家驹、沈乐
怡、陈玉红、高洁怡、郭海宁、陈思洁、苏筱筱

朱晓奇、梅思佳、燕振 红旅赛道公益组

271 阳光地贫公益中心--国内地中海贫血医防联

合体的开拓者
温州医科大学仁

济学院
庄婉怡

袁宗杰、谢晨晨、陈一诺、潘淇、郑航棋、陈望驰、张恺悦、吴忠
涵、丁华泽、田恬、郑子轩、周丽琴、柴梦宇、欧阳明利

刘美华、叶圣、郑曼曼 红旅赛道公益组

272 酷爱复健--城乡社区康复医疗的践行者
温州医科大学仁

济学院
王富成

林慧敏、兰慧君、张子怡、方梦杰、王钰丹、董晓雪、茅丽娜、庄
婉怡、卢诗羽、陈炫妤、王立群、郑文清、傅奕晴、陈哈迪

胡鹏程、潘湛、朱荣 红旅赛道创业组

273 莘莘食芳--传承“寐”力古方，助力学子成长
浙江中医药大学

滨江学院
潘教亦

吕旭涵、杨心弦、王泓斐、卢佳丽、蒋舜尧、赵芸、朱祉彦、金紫
盈、陈雅琳、黄欣、夏琼、杜瑜华、陈雨琪、楼程扬

李昌煜、马龙、滕贺圆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74 斛压高手--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原研药物
浙江中医药大学

滨江学院
吴悦

徐静思、蔡倩茹、王舒扬、李佳怡、张景飒、董慧琳、李毓、洪赟
、周靖宜、王利萍、蔡昕钰、李弘辰、薛晓敏、徐怡翔

马重阳、黄抒伟、吴人照 高教赛道初创组

275 智能矫姿管家—脊柱弯曲监测背心
绍兴文理学院元

培学院
方宇 徐丹萍、夏依婷、应沁倪、熊仁静、杨琳 劳越明、赵伟强、应泓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76 万盛机械--建筑与装配行业推进者
中国计量大学现

代科技学院
王嘉诚

厉杭怡、叶冰茹、吴力阳、朱铭哲、陈丽、牛庆堂、屈金博、范海
东、毛勤奋、姚发啟、林晨晖

李细满、王依兵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77 青畲农业科技
浙江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贾士颉 程俞露、贾玉祥、黄锐、蒋贤局、贠哲 楼天灵、徐茂华、晏程程、彭昕 红旅赛道创意组

278 exo智能肌肤再生
浙江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张舫豪 王雅琪、蔡李燕、金宏燕、揭心怡、董智渊、张昀、胡玉芹 陶金、胡英、晏程程 职教赛道创意组

279 全景时光机-面向交通基础建设的全景数据

云平台
浙江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
石敏江 徐振帅、章龙辉、高云、李煜、谢国庆、韦东晨、熊海燕 扈慧强、项峻松、汤翠翠 职教赛道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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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智能换电系统--外卖小哥的“充电宝” 浙江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

陆齐立
严千千、章煜栋、杨志方、张思婕、杨璐莎、夏敏宸、俞致翰、沈
汗青、王双、沈一涵、万思豪、金晨晨、姚远、杨天乐

张涛、胡启祥、贾相武、白继平、张尧 职教赛道创意组

281 FIT体适能--中小学生体适能训练领跑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蒋晨露 张立、叶坚、彭佳慧、马晓雯、施明威、江柯进、杨柳云、李巍 高波、叶子敬、吴京成 红旅赛道创意组

282 棚必生辉—棚室植保多功能引领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刘希岩 徐江滨、叶鲁会、杨佰兴、张灵华、陈文宝、汪美琪、陈鹏 田立权、戴巍、张正中 红旅赛道创意组

283 家人--未来社区居家照护的“医路健行”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吴文怡
吕林龙、王佳倩、倪金典、陈思文、陈姿璇、周一诺、陈卓佳、陆
正豪

郑晓婷、汪妍、周飞腾 红旅赛道公益组

284 绿荫候鸟学堂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李敏铭

叶恩露、郑欣晨、郁汤祺、汪江汇、吕沁怡、李响、董天浩、楼嘉
浩、厉沛乐

李琳、陈佳俊、 陈小双 红旅赛道公益组

285 城市清道夫--再生透水混凝土制备领跑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黄嘉辉 陈嘉鹏、赵嘉妮、徐锦程、杨莹莹、王嘉于、江珺瑶 汪铭铠、刘智武、陈旻尉 职教赛道创意组

286 钢筋铁骨 无锈自容----两极阻锈时代引领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江骏炜 张森森、曹琦、苏浩元、王欣豪、濮正淦、孙佳敏、马怡雯 李晓珍、朱锋盼、陈旻尉 职教赛道创意组

287 固本治疏--中药材续断提取技术开拓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张盛博 吴纪荣、戴雪晴、张雪宇、罗凯琪 胡献跃、刁银军、黄东纬 职教赛道创意组

288 一生一饰— —您身边的首饰定制专家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郑凯嘉 朱思思、梅颖超、李乙、万事成、吴菲、廖艳琴、黄加鸿、张佳雯 高静、张文龙、王翊 职教赛道创意组

289 CYME定制—个性化信息输入设备领跑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唐凯

杨哲博、范中俊、罗峰、王紫怡、郑淮洋、金艺、朱奕聪、孙杰、
龚哲鑫

费锋、吕威威、林雪华 职教赛道创业组

290 程景苗木--华东精品苗木引领者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舒晓慧

黄柯楠、王淋淋、袁纳、羊芯炎、李梦琦、郑依萍、王震、杨歆雨
、张致豪、范飞谷

胡繁荣、何美仙、罗军、方勇 职教赛道创业组

291 吟双夕原创汉服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屠佳翠 韩海燕、周怡婕 金遥遥、王翊、金菲菲 职教赛道创业组

292 轻工时代--国内领先的微型多功能集成数控

机床
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
罗旭亮

王嘉乐、杨琳溢、金科杰、热娜古丽·艾合买提、陈泽铠、王倩倩、

汪静巧、张昌武、冯建强、曾建建、金吕棋、张昊、张承彬
王建勇、葛田、郭德强、刘利峰、胡丽娜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293 宜居绿野--乡村美化改造践行者
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
何彩红

尤泽子、陈海欣、杨森鹏、单幼娜、俞树坚、王思奇、罗森乐、王
震、宋哲涛、黄家豪、金庆鹏、梁海涛、郑国昌、余卓衡

杨赪、陈哲、叶陆艳、吴琨祥 红旅赛道公益组

294 探宇科技-智能患者搬移护理机器人
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
李珊

郝雯婧、倪一凡、叶凯、钱擎阳、卢嘉豪、朱晓雯、张喆辉、陈语
桐、赵顺辉

桑凌峰、王劲 职教赛道创业组

295 贝尔苏--非洲地道美食的摇篮
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

GBENAKPON FRANCELIN 
TOKPLONOU TANOH AMOIN ADELAYDE CHRISTELLE、胡诗茵 王茹佳、赖敏雅、方科亚、应奏飞、陈文鹤 国际赛道

296 良工巧镀-紧凑型先进纳米涂层装备及技术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孙腾

王志坚、章本浩、吴睿、张建军、徐茜楠、万文汶、袁昊威、俞杭
祺、朱豪威、韩帅帅、诸哲轩、余英杰

郎文昌、夏真、曹启鹏、胡晓忠 职教赛道创意组

297 随时让设备说话-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化转型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张飞

叶龙宇、张福盈、郑炜嘉、陈颂扬、杜圣雄、李文昊、傅瑜普、林
叶帆、张琪祥、李继钟、陈洋

郑泽祥、张佐理、颜晓河 职教赛道创业组

298 燕巢科技--药膳猪种养循环一体化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王猛 衡雅、张旭、王牧野、秦欢欢、叶格格、黄雷、万文汶、徐茜楠 夏真、芦丹丹、李静、王涟 职教赛道创业组

299 “味之源”新中式烹饪工作室
浙江旅游职业学

院
周渝超

倪昀秀、陈龙、蘧世义、程瑶、朱袁超、刘富康、姚骥、王冉、缪
小雅

齐晨辰、吴忠春、陈萍萍、林化亮、郭一、韦小
良、金晓阳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00 浙乡拾遗--非遗助推未来村庄建设
浙江旅游职业学

院
张腾之

阮艳珠、毛劲超、吕龙鑫、刘媛媛、裴思琦、车杭震、蔡金燕、赖
文妍、张广燕

惠琳、蒋璐、王忠林、孙伟、汪亮 红旅赛道公益组

301 寸土文化--世界非遗·龙泉青瓷文化传承与

文创蝶变
浙江旅游职业学

院
陈辰 李杨薇、胡洁华、王颖璐、殷俞汝、雷礼文 陆书、徐千惠 职教赛道创意组

302 星火燎原--智慧农民引领农业现代化助力乡

村振兴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余文龙

周方圆、邱玉豪、彭佳强、刘贤冰、王梦瑞、陈孝晶、邱杭倩、朱
利芳、方芳、鲍文凯、景伟轩、沈晓艺、刘峙函、何一杰

楼建忠、杨敏、周剑鑫 红旅赛道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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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忆乡拾”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孙悦伦
毛倩雨、魏圣明、陈瑞羲、蔡卓恒、张键、俞怡、陈炎辉、潘墨、
冯秀莹、汤晗钰

毋琦、尹志博、陈锦、朱伯伦、陈颜贞、黄熠 红旅赛道创业组

304 干燥先锋-- 孪生数据融合驱动的工业气体

干燥装备智控系统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黄潇玮 王宁、汪伟哲、朱俊豪、魏毅天、楼成业、王悦冰、鲁浩泽、杨城 方声丑、吴迪、占林军 职教赛道创意组

305 格林农业--数字技术赋能，开创现代化果园

智慧农业新时代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闫革霖

鲁敏锋、卫俊逞、卓云斌、胡涵栋、陆怡、何一杰、王悦冰、李雷
琪、黄涛、徐嘉伟

张伟、王汇、王瑞、张新亭、周剑鑫、程建强 职教赛道创意组

306 东也科技：国内全场景覆盖电子实训台的
开创者和领导者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石志超
施大威、张令洋、黄垒、丁晨龙、王文杰、张晨凯、王楚慧、洪嘉
昱、陆哲浩、蒋丁杰

陈沉、林卡、谢钟涛 职教赛道创业组

307 明厨亮灶-物联网和餐饮油烟监管控一体化

综合解决方案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吕坤 周烨辉、方博闻、刘铸、颜天鹏、钱晨雨 田志勇、洪韵华 职教赛道创业组

308 水天一色--文化传承、匠心打造Z时代群体

都喜欢的伞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高开朗 陈聪聪、陈涵懿、吴婷婷、胡战、阮佳龙、李言逸、陈炎 许尤佳、符强、许淼、周晓东 职教赛道创业组

309 月西贸易--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最佳服

务商
浙江艺术职业学

院
王熙强 蔡笑笑、胡杨洋、王育、蔡梦玲、吴婷、黄蕾、滕泽琛 吴颖、吴梦静、郑吟 职教赛道创业组

310 “评方米”系统--国内大数据应用个贷准入领

域颠覆者
浙江金融职业学

院
庄思成

吴守巧、郑海涛、吴伟杰、郑宇、郑慧、赵燕玲、李梦阁、陈文丽
、叶增弟、吴宇杰、丁潘洁

王懂礼、缪仁亮、邵月花 职教赛道创意组

311 天品惠选--大数据零售平台新航向
浙江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
尤伟杰

梅孝武、蒋诗嘉、方佳、钱汝洁、何秀瑞、褚靖铭、杨建渭、王杨
杨、董明奇、姚萱星、韩荟学、洪瑜环、吴漾、张雨佳

刘玥伶、彭建才、吕毅 高教赛道初创组

312 “智联社会，健康有我”--基于物联网与深度

学习的健康监测管理服务平台
浙江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
王艺杰

钱利烨、朱佳煜、王斌伟、江京宪、贾欣怡、汪秋婷、阮星宇、徐
俊勇、周鑫、余凌云、毛德斌、庄挺

许莉丽、覃浩轩、李阳 职教赛道创意组

313 云农智禾--新时代粮蔬生产基地示范体
浙江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
陈李波

肖进、袁鑫、李丽娟、姚小异、陈晓亮、刘亚东、蔡旺睿、高蕾、
肖佩妮

邱雷鸣、杨军、高云涛 职教赛道创业组

314 烁动科技：新型智能服饰重塑运动形态
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
陈寅 邱宇波、刘旭东、曾彤、纪慧玲、金金琼 戚家超、于虹、刘建长、李菲 高教赛道初创组

315 朵也布包：“包”含温度的布依民族风手袋
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
凌双慧 胡帆、袁泽和景、丁柳亦、任佳佳、姚熠杰 曹燕华、张燕飞、庞冬花 红旅赛道创业组

316 智能柔性运动安全防护服
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
何小豪 陈袅、丁梦蝶、李紫稳、周进航、汤佳微、唐芷妍、郑碟 姜丽丽、朱俊丽、伍超泉 职教赛道创意组

317 茶旅小镇-打造赋能乡村振兴新模式
浙江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施柯帆

何伯铭、应檬阳、张壹松、郑睿杰、沈于涵、李阳、方圆洁、方梓
懿、朱澄娴、薛德利、张孟泽、郑家俊、王郅睿

陈莹、杨舟、郑惠 红旅赛道创意组

318 康复助理--膝、踝关节智能柔顺康复机器人
浙江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许杰 王佳怡、周楠、陈腾、廖国兴、金嘉桥、王佳杰、张文豪 丁长涛、姚夏婷、卢民 职教赛道创意组

319 药到病除--先进智能药盒引领者
浙江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苏长模 吴乐辉、朱晓瑶、郑启腾、董志强、陈新明、王豪洁、朱梦怡 胡红钱、刘长生 职教赛道创意组

320 智享安康--一种面向瘫痪人群的多功能智能

轮椅床
浙江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陈城

陈腾、金嘉桥、王佳怡、周楠、王佳杰、朱钇安、曹俊东、章泽雨
、廖国兴、陈周心怡、吴颖怡

丁长涛、姚夏婷、王坚锋 职教赛道创意组

321 “造梦星球”--气球派对设计引领者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张以恒 陈振鸿、胡圆圆、汪玉婷、曾英文、董然、林子淳 李怡斐、黎静萍、陈汇文 红旅赛道创意组

322 以笛会友--普及传统笛子文化之路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黄宇康 翁莎樱、祝美辰、赵秋阳 陶杰、虞佳丽、朱华兵 红旅赛道创意组

323 安绿苹果-助力果农增收千万的“致富果”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焦鹏 韩康佳、冯伊航、王萌、陈兵怡、朱尹似、邓佳 李春丽、彭学军、陈苗青 红旅赛道创业组

324 印为有你—“一同印”智慧印刷大数据色彩

管理平台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张家俊

邵林娜、施慧星、高天祥、章潘锦、柳位涛、胡雨蒙、曹雅婷、柳
杨子阳、胡若德、张斌杰

吕勇、宋词 职教赛道创意组

325 LATAM-CHINA--搭建中国与拉美跨境之屋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拉敏 芭莎塔、孙洁 古清悠、王姝仪、李文强 国际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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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飞鱼云仓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李欣 吴俊毅、高文馨 华国振、陈晓霞、虞晓露 国际赛道

327 震翰科技--中小微企业工业自动化改造领航

者
台州职业技术学

院
李京翰

应鹏旭、丁春萍、熊政、胡淳杨、单鑫阁、郭宇辰、谢宇昇、张嘉
豪

应银华、李云贵、周卫华 职教赛道创业组

328 荒山变金山，学生当农民--千亩油用牡丹基

地建设
衢州职业技术学

院
吴慧珍

朱秋远、朱颖、金佳莉、陈建娜、郑伊雯、杨志康、张安旭、滕青
青、王澳俐

邵翔、李静、李威 红旅赛道创意组

329 乡愁邮局--守护乡村手工艺 文创赋能乡产

业
衢州职业技术学

院
刘军灵

沈一昕、胡杰虹、潘琦琦、顾霓桑、潘浩湧、张安旭、钱雨琴、魏
莲、庄雅晴、徐新怡、汪子杨、郑雅百惠

王昱、傅芳艺、许金友 红旅赛道创意组

330 橙色公益--聋健融合残疾人就业创业指导服

务中心
衢州职业技术学

院
郑王锋 刘亚歌、刘慧菲、顾霓桑、王龙婷 徐天、姚钰、傅芳艺 红旅赛道公益组

331 优旭气动掘进设备全球一站式解决方案供
应商

衢州职业技术学
院

董旭 吴慧珍、邱艺、杨林秀、朱颖、陈婧媛、王琳璐、王佳佳、郑明敏 李静、邵翔、姚钰 职教赛道创业组

332 AOS云镜视界--云验光配镜领域领跑者
浙江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
江林霞 罗佳楠、陈彬彬、林文文、莫荣永、叶眉、孙嘉彬 施星君、易际磐、林海春 职教赛道创意组

333 茶缘“红媒”--九曲涅槃化匠心
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余卓远 卢柯贝、胡博翔、王鑫、金丹妮、陈奕铭、李欣璐、张鑫、方巧丹 殷锐、宋亚 红旅赛道公益组

334 智宠芳堂--智能宠物芳疗洗护倡导者
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王子祺 江佳凌、卢依婷、张嫔英、伍怡晴、王俊、陈佳儿、李晓楠 席佳颖、袁之健、温雷雷、陈秋华 职教赛道创业组

335 优逝善终，爱暖余晖 --宁波安宁疗护志愿

服务引领者
宁波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
高甄

王缇萦、高和彬、陈青霞、王玲超、张沈琦、孙安旭、张欣、徐雄
锋、楼良超、叶琦瑛、蔡云霞、沈晴、余和奕、周雨恬

李运、陈磊、陈小渊 红旅赛道公益组

336 南鸢运动康复--运动赛事保障专家
宁波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
洪英贲

钱晨杰、宋雪雯、沈隆杰、王芯孺、王梦婷、祝霖慧、朱馨沂、王
秀秀、边丽云、何权浩、罗立俊、王琪

余俊武、周静、傅青兰 职教赛道创业组

337 电路安全指南针--为家庭用电安全保驾护航
宁波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
肖越 黄周晗、江映荭、金旭升、钟奇雄 张林伟、赵怡、袁琪朗 职教赛道创意组

338 肥将菌-中国土壤改良先行者
宁波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
汪涛涛 施源、沈佳宝、何晨丽、于琦、盛梦婷、徐路庆 林立、刘峰、刘海波、邱宝荣 职教赛道创意组

339 冷暖“智”织--智能控温服装设计
嘉兴职业技术学

院
叶婷 方夏盈、费晓聪 、沈远、丁茹、陈珊珊、周佳俊、赵亿、廖晴晴 王琴华、高慧英、李豪英 职教赛道创意组

340 5G数字教室解决方案提供商
嘉兴职业技术学

院
雷蒙 张超越、郝威臻 谢攀科、金智鹏、郑淑娟 国际赛道

341 “智”行合一，“巡”序渐进
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陈梦乐

吴怡柯、肖文俊、胡高运、唐奇杭、章靖鹏、姜浩天、应志伟、张
涛韬、金学婷、李小叠

黄煜栋、徐莉君、曲海洲 职教赛道创意组

342 赫尔墨斯--一站式受电工程全景设计先行者
杭州科技职业技

术学院
徐佳超

章靖鹏、李莒健、陈梦乐、唐奇杭、吴怡柯、肖文俊、白云翔、沈
心发、应志伟、张涛韬

黄煜栋、曲海洲、徐莉君 职教赛道创业组

343 神草金线莲 助力乡村振兴
台州科技职业学

院
金秋 应泽威、董国良、吴梦莎、曾融、陈驰、陈吴健 王云冰、许樱子 红旅赛道创意组

344 基于动态影像深度学习的远程智慧守护系
统

台州科技职业学
院

周晨阳 梁羽婷、王淑芬、章梦丽、徐树洋、陈帅甫、许益聪 王亚君、吴天强、伍家成 职教赛道创意组

345 橡皮人工作室-全面乡村振兴的文商协同平

台运营者
浙江同济科技职

业学院
何金铭 张宏亮、杨青青、周磊、朱婧、张梦佳 范子珍、戴瑞、徐宜宜、李琦、林文扬、范铮 红旅赛道创意组

346 节水大师--一体化智慧物联收水装置
浙江同济科技职

业学院
金昕宇

毛鑫昕、王子涵、潘嘉仪、吕坤陶、琚琳琦、丁铱如、陈凯风、程
烨、泮韬楠、王程浩、宋泽喜

毛建生、姚金兰、姜伟、罗文、徐宜宜、徐筱、
梅雪

职教赛道创意组

347 数字化水利水电云监管平台—浙江省水库

运维管理引领者
浙江同济科技职

业学院
王伟杰

毛鸿杰、陈其苗、陆罕宇、李成真、王俊烨、叶述铭、方元辉、叶
传品、叶恩双、王程浩、陈俊涛、应凯越、杨瑞豪

方昉、金永琪、张仁贡 职教赛道创意组

348 智能化白蚁防控系统--水利工程白蚁防治领

航者
浙江同济科技职

业学院
赵健博

郭晗、周雨楠、胡梦玉、孙健远、徐微、陈树、周鑫汶、郑剑涛、
戴程涛

郑荣伟、许源、陈福运、张雪莹 职教赛道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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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草根工社--三位一体为农服务中心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庄文雅

杨爽爽、黄增、周婷婷、金浩伟、庄雅静、庞欧文、徐帅、李嘉健
、王依婷、张兆曼、陈小雷

林胜利、郑晓杰、陈先知 红旅赛道公益组

350 有级蛋--鸡蛋品质自动化分级技术的先锋者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夏宇翔 孙琳、郑昊、杨欣、姚宇哲、周诗意、周泽权、胡皓天、陈斌 叶听蕉、陈敏青、王清艳 职教赛道创意组

351 安安--安全生产巡检机器人
浙江安防职业技

术学院
李鹏飞

汤奇奇、陈炜弘、陆林莹、廖思源、黄琳雅、黄珍璇、陶照明、葛
玟善、陈璐钢、陈元嘉、滕小龙、王嘉慧

傅时波、余帆、侯顺祥、金凯凯 职教赛道创意组

352 智能态势感知探测器—多维度监测 多一份

保障
浙江安防职业技

术学院
陈元嘉

包阳芳、陈思禹、吴江伟、余俊、何佳源、吴龙元、张涛、朱小龙
、冯英杰、李鹏飞、白国栋、朱振斌、张子伟、陈立郡

张思源、傅时波、蓝美娟、金凯凯 职教赛道创意组

353 适“缝”其时--探索基于物联网智能平缝机技

术的新时代
浙江开放大学 贺宁 陈伟、潘伦纬、金爱光、许扬辉、王玲倩 邱卫明、陈红华、李军虎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54 智创未来--给绷缝机插上智能化互联网+翅
膀的奔涌者

浙江开放大学 陈伟 贺宁、潘伦纬、王玲倩、贺琴荻、胡喆 陈红华、邱卫明、王赛娇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55 好学智芯：个性化学习专家
国家开放大学浙

江分部
张泽鹏 楼可欣、刘创、章胜鹏、郦一琦、林珊珊、李研、石蕾 徐坚、邵庆 职教赛道创意组

356 蓝鲸净化
国家开放大学宁

波分部
陈熠超 温庭威、庄琳、卢丹、邵旭柯、郭星宇 潘美祥、应钏钏、周晨露、吴世杰、周磊 职教赛道创意组

357 润物有机肥
宁波市鄞州职业
教育中心学校

周佳颖 陈佳怡、朱慧、汤家辉 干朝辉、龚玲玲、周小波、钱意飞 职教赛道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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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钥匙奖项目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项目 学校 负责人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组别

1 3INDER AR CUBE 浙江工商大学 KOVAR JIRI Vrana Jan、张祥雷 丛天落、徐蓓佳 国际赛道

2 松果AI助眠——让中国人好睡觉，睡好

觉，睡觉好
浙江大学 马梓睿

施含容、蒋凯琪、顾清、陶丹阳、崔家旭、张泷予、李洪博、陈贤
梦、刁喻

高在峰、张克俊、郑刚、唐智川、陈树林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3
国内首创双源融合，超效率、高精准，林
业有害入侵生物防治整体解决方案——中

国林业绿色防控的引领者

浙江农林大学 左璐莹
高诗琪、顾宇彤、吴雨露、郑凯文、孟文俊、邱露静、姜壮、苏涯
婷、刘泽龙、池妍琪、金京、欧阳先恒

樊建庭、王康、陈安良 高教赛道初创组

4 英弗特科技——“大档案观”背景下智能数

字化建设领航者
浙江农林大学 于滢

宋子蓝、闫铭威、刘欣雨、周安琪、张怡辰、张奕开、黄煜、张思
晴、吴蒨、翟旭娇、陆柯澄、王圣凯、薛增鑫

曹庆傲、周凯、王延隆 高教赛道初创组

5 垠袤科技-国际首创微生物赋能增养土壤生

态重构技术
浙江工业大学 王子艳

章可卿、陈通通、徐伊婷、范青峰、孟佳琪、王译、任婉淇、陈悉
玥、方厉洲、程阳、赵敏、易昌毓、刘丙申、冯裕栋

潘响亮、王潇男、张明、张道勇、周英飒、沈康
、徐滔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6 全球机电装备网络化运维服务引领者 浙江工业大学 周巧倩
程思宇、郑孝怡、张瀚丹、周致言、杨豫鹏、顾曹源、刘涵枫、汤
温政、宋嘉诺、邱子依 、王琪、张钧涵、董建伟、吴麒

朱俊威、屠佳、倪洪杰、戴光麟、王卫红、徐建
明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7 全降解高吸水性树脂开拓者 浙江工业大学 费俊豪
唐涛、刘文静、周立康、单天宇、王成、杜君楠、贺静、陈路凯、
褚琴丹、孙培涛、刘琪、邓文丽

王旭、陈思、何荟文 高教赛道研究生创意组

8 智慧巡检员——变电站巡检技术领航者 浙江水利水电学
院

袁嘉宇
糜宇蒙、周胜辉、何凯伦、姚建宇、许鑫焱、姚金、周津如、石佳
瀛

杨启尧、张美燕、许海莺 高教赛道本科生创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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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萌芽赛道最佳展示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学校

1 利用物联网技术智能控制新型光源杀虫灯的应用 周靖翔、胡茜雯 浙师大附中

2 厕纸清理机 俞承越 浙江省春晖中学

3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头盔佩戴检测与防盗设计报告 陈涛 慈溪中学

4 温度可调节的智能鱼缸 黄裕淳、黄超煜 浙江省镇海中学

5 三探由蒸发引导的双组分液滴在高能表面上的运动 项一诺 浙江省龙湾中学

6 梅什么不可能-杨梅高品质加工与创新利用技术研究 葛格、董一聪、华伦 浙江省镇海中学

7 基于树莓派的语音识别垃圾分类装置 陈奕同 乐清市嘉禾中学

8 中华绒螯蟹精巢连接蛋白innexin 李依庭 杭州第二中学

9 无漏节水智能化改造马桶的廉价装置 沈弋翔 台州市第一中学

10 探究自然环境中纤维素分解菌的分解能力 俞杨、邵司涵、郭申源 嘉善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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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学校 姓名

浙江大学 张磊

浙江大学 任立娣

浙江大学 金娟霞

浙江工业大学 朱勍

浙江工业大学 徐宁

浙江工业大学 朱俊威

浙江师范大学 王永珍

浙江师范大学 申利国

浙江师范大学 狄伟锋

宁波大学 刘鹏

宁波大学 陆云龙

宁波大学 屠建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章雪挺

浙江工商大学 项益鸣

浙江工商大学 蒋丽珍

浙江中医药大学 刘佳

温州医科大学 翟渊明

温州医科大学 苏凤启

温州医科大学 吴东方

温州大学 贝克

温州大学 陈旭微

浙江科技学院 姜文彪

嘉兴学院 李加友

嘉兴学院 唐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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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文理学院 徐青

台州学院 黄国波

宁波工程学院 杜莹

宁波工程学院 叶任泽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王鑫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费锋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钱周蕾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郭一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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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先进集体名单

优秀组织奖

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海洋大学、温州医科大
学、浙江财经大学、嘉兴学院、绍兴文理学院、丽水学院、宁波工程学院、杭州医学院、嘉兴南湖学
院、温州理工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义乌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同济科技职业
学院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优秀组织奖

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商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嘉兴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温州大学、绍兴文理学院、台州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义乌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先进集体

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工商
大学、温州医科大学、嘉兴学院、绍兴文理学院、宁波工程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义乌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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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高校先进集体

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大学、宁
波工程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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