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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学校 

守护与融合: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发展策略与路径选择——

基于四川传统村落的实证调查 
四川大学 

非典型金融主体的风险识别预警与防控对策研究——基于全量

裁判文书的大数据挖掘 
四川大学 

中小学生自杀干预对策研究与应用——基于对 8502 名中小学生

及其家长的调查 
四川大学 

抚医患之殇，慰社会之痛——基于全国 896 起暴力伤医事件和

医患访谈的分析与对策研究 
四川大学 

赝续与弘扬:长征精神引领脱贫攻坚路径研究——基于长征沿线

甘洛等五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案例 
四川大学 

“造血式”扶贫: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及

均等化发展策略研究——来自甘孜州的实证调查 
电子科技大学 

风险、沟通与非理性参与:重大疫情中公民网络参与行为及影响

因素研究——基于全国 26 个省市的实证调研 
电子科技大学 

成市贫困的空间集聚:不容忽视的新发展问题--基于成都 504 个

社区的实证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 

交评有方:我国西南地区交通评价体系优化研究——基于成都、

贵阳、遵义三市的调研报告 
西南交通大学 

税收征管失范行为研究——基于 320 份全国诉讼判决案例和成

渝地区实地调研访谈 
西南财经大学 

‘新新人类”的互联网理财——关于互联网理财产品对大学生

理财和消费观的影响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 

地震高风险区聚落农户避灾行为决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

四川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重灾区为例 
四川农业大学 

高校教育精准扶贫助力后扶贫时代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研究——

基于三省四地的实证调研 
西南科技大学 

“五态合一”模式下特色街区业态提升创新策略——以全国示

范步行街创建为例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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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暗同行“——多元主体视角下关于自贡市盲道现状调研及

对策分析 
四川轻化工大学 

城市老旧社区治理促进高质量社区建设调研报告——以成都市

武侯区为例 
西华大学 

中国市域流入人口的空间聚集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西南医科大学 

健康中国视域下民族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研究--基于四川省 67 个

民族县的实证数据 
成都中医药大学 

心生代 HIIT——基于认知心理与运动生理应对“新冠疫情加剧久

坐大流行”的 CBT 千预策略及应用设计 
川北医学院 

从扶到融，以融共生:研究生支教团助推乡村教育长效机制研究-

以四川省 9 所高校为例 
四川师范大学 

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川彝区“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成

效调查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 

言以兴邦，言以固疆:南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农牧民

夜校”实施现状调查报告 
四川师范大学 

多元协同共筑国家绿色生态屏障——基于声誉效应的四川藏区

生态补偿机制及路径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 

嘉陵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西华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县域废腐果蔬处理的调查报告——以四川

省安岳县废腐柠檬处理为例 
西华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土地经营方式转变对农户生计改善的效应

分析——基于西南地区 7 县 1378 份农户调查数据 
内江师范学院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老西藏精神”——基于川籍援藏人员的口

述史研究 
乐山师范学院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区发展现状及产业联动效应分析 成都大学 

后脱贫时代四川涉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阻碍因素及对策研究—

—以甘孜藏区大渡河流域康定、泸定、丹巴三地为例 
四川民族学院 

成都市医院护工生存现状研究——基于社会支持和自我认同理

论的调查分析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厚植爱国情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研究——基于 21 世纪典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分析 
成都师范学院 

星星“支”火，何以燎原:凉山顶岗支教对师范生专业发展的影

响与策略研究--基于 1097 名实习生的调查 
成都师范学院 

种养循环模式的典型应用与推广价值调查研究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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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授奖名单 

特等奖 

作品名称 学校 

单目多光谱三维重构技术及其在医用内窥镜中的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 

碳纤维复合材料自加热原位固化装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低阻复合式气动布局的垂直起降高速飞行平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仿生太阳能无人机 西北工业大学 

快速救灾抢险高效自循环自吸离心泵关键技术研究 江苏大学 

高精度多维力传感器及航天员生物力学测量系统 东南大学 

新型轮毂电机车轮设计及其整车应用 清华大学 

超高分辨率微波光子实时成像雷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软硬件联合优化的新型低功耗 5G 通信系统 清华大学 

Mcontroller——跨维度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性能量子数字签名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I Know You: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的分层用户建模通用框架 清华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多传感融合手势识别与控制系统 江西财经大学 

镓基液态金属表面结构和多场调控理化性质的研究及应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三维回转模拟微重力效应在线剪切体外细胞培养系统的构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用于高效细胞捕获的基于仿病毒结构的多级微球设计 上海交通大学 

水稻粒重基因 qPE9-1 和 OsGASR9 的功能研究 扬州大学 

免疫检查点 PD-1/PD-L1 (PD-L2)的调控机制研究 南通大学 

褪黑素调节肠道代谢防控大肠杆菌型脑膜炎 

——基于肠-脑轴微生物代谢调控的研究 
扬州大学 

多元肿瘤标志物化学发光阵列芯片检测仪 扬州大学 

高性能、低成本燃料电池阴极催化剂的开发 清华大学 

基于电场操控的抗消磁反铁磁存储芯片器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掺杂诱导相转变设计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复旦大学 

高效热-光协同催化水制氢的机理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高性能新型锌离子电池研制与优化机制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 

百年风华，劳工神圣——有关“一战”华工文化记忆的调查研

究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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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电力行业效率改进与减排优化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识别：福利损失与解决办法 ——基于西部、

东部、东北的调研与实证研究 
清华大学 

“退之有道”：兼顾农户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宅基地退出模式优化

研究——基于浙江省 15 个县市区调研 
浙江工商大学 

行动起来，向滥用抗生素说不！——中国 13 省市 1345 家零售

药店无处方销售抗生素情况调查及应对研究 
浙江大学 

生命的馈赠——器官捐献家庭意愿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温州医科大学 

 

基于供应链金融的“三维信用评价体系”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

增信——对 140 家企业和 40 家金融机构的访谈调研 
上海大学 

护航“网生代” 

——Web3.0 时代未成年人网络权益软性保护路径研究 
东南大学 

科学育孙万家行—祖辈教养“2+X”课程开发与推广 上海师范大学 

网络舆情“体制归因”演化机制及防控策略研究 

——基于 503 个教育网络舆情案例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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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作品名称 学校 

脑电反馈智能电针灸仪 江苏师范大学 

低温射流加工微流道技术与装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辐射约束下核电站作业路径规划：辐射场快速构建与智能寻路

算法 
华南理工大学 

复杂网络分形特性分析及其应用研究 西北工业大学 

级联拉曼混频技术及颜色可选激光研究 温州大学 

高效中红外宽波段可调谐激光光源 温州大学 

模拟医生操作实现人机协同的血管介入手术人工智能装置 清华大学 

基于叶轮泵的经皮心室辅助系统(AUXART)研发 南京医科大学 

新型多功能活性菌生物质材料：二代生物乙醇生产和污水处理 江西师范大学 

基于微流控技术的癌症早期检测芯片 北京工业大学 

碱基增粘水凝胶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长春工业大学 

深紫外荧光双光谱溶解性有机物快速检测技术及其应用 南京大学 

备注：以上项目系所在学科学历分类小组的最高奖次 

复杂锻件高温自动化三维测量系统 华中科技大学 

便携式太赫兹危险液体检测仪 上海理工大学 

大行程、无回退步进式压电驱动器研制 吉林大学 

双轴深耕匀混智能化贴地播种复式作业机 扬州大学 

半导体发光显示器件超薄微型化制造关键技术 华南理工大学 

一种新型高压柱塞油泵装置的设计与实现 浙江工业大学 

变废为宝——基于进化学习机制的全自动垃圾分类回收系统 广州大学 

面向主动靶向给药的精确可控液态金属微机器人 苏州大学 

增材—吹胀：新型铝合金液冷板的技术研发与应用 宁波大学 

基于自动驾驶的芝麻联合收获机 青岛农业大学 

无臭氧、低能耗、高灭菌效率的低温等离子体消毒柜 西安交通大学 

桥梁钢结构裂纹实时监测系统 同济大学 

分布式肌电采集柔性电子皮肤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路面激励高速高精度动态压力传感技术与 IPv6 物联网的

交通信息远程监测系统 
广西大学 

微注入式配电电缆绝缘劣化“不停电”监测装置 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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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水下探测与鱼群诱集的柔体仿生鱿鱼 上海海洋大学 

基于主-副数字微镜的光纤器件数字光刻系统 南昌航空大学 

三维高集成度第五代移动通信射频前端 南京邮电大学 

人工智能辅助的 OFDM 无线传输系统：设计与实现 东南大学 

大尺度高分辨光纤声波地层成像仪 华中科技大学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半匝绕组平面变压器技术 昆明理工大学 

 

高性能平板型量子点荧光太阳集光器设计与应用 宁波大学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智能筛查与辅助诊断系统 DeepDR 上海交通大学 

智能无镜显微镜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闭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嵌入式视觉的导盲辅具 华东理工大学 

基于 TMC 材料的新型类脑忆阻器的设计、制备与应用 南京邮电大学 

动态立体 LED 舞台仿真控制系统 北京理工大学 

广义 b-方程的孤立波分支 华南理工大学 

具有特殊传输特性的新颖自加速与旋转光束的调制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 

Cry3Aa 分子改造及其与红棕象甲伴生菌 Ye1-8 的协同增效作用 福建农林大学 

基于鸟类应激反应的机场鸟击防控智能装置研发与应用 华南农业大学 

适用于骨科生物材料打印的多功能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茶树根际微生物响应土壤酸化的代谢模式及其信号转导机制研

究 
龙岩学院 

海栖类扁虫新种发现与分子系统发生分析 深圳大学 

脑水肿的细胞内力学机制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 

新型生物医用微针的研究及其在疾病诊断与治疗方面的应用 东南大学 

复合微生态制剂对经济鱼类营养与免疫机能的作用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 

神经病理性痛及其诱导抑郁样行为的中枢神经通路、炎症机制

及治疗策略研究 
空军军医大学 

基因组水平疾病相关基因鉴定方法的开发及其在精准医学中的

应用 
深圳大学 

基于能量代谢的大黄䗪虫丸逆转肝癌耐药机制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 

LncRNA 调控 MDSC 参与肺癌肿瘤免疫功能的研究 江苏大学 

促炎症消退介质防治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 温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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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钛基牙根种植体基于电场刺激的生物活性与可控抑菌一体

化涂层 
西安交通大学 

连续安全合成法制备火箭推进剂 1,2,4-丁三醇三硝酸酯新工艺 常州大学 

全降解秸秆板的生物粘结成型技术开发及产品应用 嘉兴学院 

双燃料微型燃气轮机的设计与研发 哈尔滨工程大学 

利用 18F 衰变产生 γ 光子的内腔探测与成像装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铜催化的四组分串联反应合成胺芳硒基化的马来酰亚胺 温州医科大学 

钛合金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高性能连接的技术实现及其在关节

假体中的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 

低值茶高效利用智能控制及智能评价方法 江苏大学 

仿生特殊浸润性界面用于流体传递的优化及应用 天津大学 

巧辨抗氧化类物质的化学“鼻/舌”——基于模式识别的传感分

析新方法及应用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新型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力刺激发光响应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 

 

Co/β-Mo2C 异质结@氮掺杂碳纳米管高效双功能电催化剂 广州大学 

基于氟代效应的具有钙钛矿结构的分子材料极性调控 东南大学 

阳极 TiO2 纳米管传统理论的反证据和生长机理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设计立县：基于福建松溪的设计扶贫实践与模式更新 华东理工大学 

关于“塔西佗陷阱”的研究 

——政治史学视野下的文本追溯与古今之辩 
重庆大学 

产业驱动的乡村振兴之路 3.0 版 

——对浙江省 9 镇 36 村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典型模式研究 
同济大学 

脱贫长效机制研究——基于中部三省四县的调查 复旦大学 

制造业中小企业创新的成功之路——“协同创新+靶向服务” 

的江阴经验 
南京大学 

农房共享、融通城乡：农村闲置房屋盘活利用的可行模式探索 

——基于陕西高陵、湖南浏阳两地三案例的调查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传统制造业“潮涌现象”的形成与演化机

制研究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 

信息流广告的广告相关性如何提升广告转化率的机制研究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南开大学 

15



 

 

民营经济如何迎来大发展的春天？ 

——各省民营经济政策与落实情况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农民的农地情怀与政策期待 ——基

于 8432 位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感知 
华南理工大学 

印度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情感变化及原因分

析 

南通大学 

“追梦人”的逐梦路：探寻大学生创客群体的发展之道 南京工程学院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权能困境、农户反响和产权实现研

究 

——以国家级试点区浏阳市为例 

湖南工商大学 

小农户也有大市场：城郊小农户农产品流通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长沙市 5 区 28 个城郊村调研 
长沙理工大学 

被遗忘的孩子：多中心协同救助模式新探索——基于浙江省 

317 名“双服刑人员”子女成长困境的实证调研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飘零的金达莱 

——延边朝鲜族村落人口外流与民俗文化传承之困 
吉林大学 

文化复兴视角下岭南乡居的价值探索与风貌重塑研究 

——基于对潮汕传统村落的调研 
广东工业大学 

运动作剑，弃毒前行——基于我国 7203 名青少年戒毒人员体

质调查的运动干预方案设计与效果跟踪 
华南理工大学 

数据山水——基于气候适应性的京津冀传统古村落山水格局设

计指导 
北京工业大学 

消除黑臭，澈水长流——基于西安市黑臭水体防治对策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与社区组织网络构建：以农村睦邻点为例

的调查分析 
上海大学 

网络募捐信任危机化解机制研究——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 山东财经大学 

抢救最后的宝藏：民间文书“生存”状态的调查及对策建

议 

浙江师范大学 

困境与期盼：农民幸福路在何方？ 

——基于全国东中西部 17 个乡镇的调查 
湖南大学 

从区隔到融入：麻风村后代社会融入困境的消解 

——基于西南山地 15 个麻风村的实证研究 
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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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照保险化解失能老人照护风险 

——基于长春市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实施情况调查报告 
长春工业大学 

台湾青年学生国家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以台北高校学生为例 
暨南大学 

如何绘制新时代“富春山居图” 

——苏南地区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实践 
南京大学 

破局与更立：共享单车发展困境与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政府-企业-公众联动视角 
山东师范大学 

异质与归位：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实践检视与优化路

径 

——基于晋、皖、沪、川的调查 

华东师范大学 

融“工笔”入“写意”，绘互联互通新丝路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知识产权风险调查研究 
华东交通大学 

网约车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中南大学 

来华留学生中国情怀形成机理与提升对策研究 

——基于对京津冀高校来华留学生的调查 
河北经贸大学 

初中生校园欺凌的精准治理模式实践探索 

——基于累积生态风险模型的心理干预实证研究 
西南大学 

红色基因的国家记忆——新时代抗美援朝精神的老兵诠释 辽东学院 

何以解困：农村教育贫困的文化根源与精准扶贫 

——基于粤西三村的田野调查 
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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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作

品名单

北京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基于大数据及语言模型的电子文本检错
技术

清华大学 特等奖

一种柔性快充锂金属电池 清华大学 特等奖

利用仿生思想优化现有技术的实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特等奖

资源型村庄的权力结构及治理的变迁—
基于对山西省 T 村历史的实证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特等奖

天津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特等奖山西大学
开源还是节流一山西省贫困地区居民收

入与消费结构调查

等次学校作品名称

山西

境遇与选择:当代大学生的休闲生活方
式及满意度研究—基于天津市高校大学

生的调查
南开大学 特等奖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研究—
三维综合分类法处理垃圾的智能

应用
天津科技大学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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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晶体中缺陷的原子尺度观察及形成机制
的研究——以Mn304和稀土镁合

金为例
上海交通大学 特等奖

基于漩涡水动力特性的触须集群式海底
集矿装备

上海交通大学 特等奖

基于视觉信号分解与融合的单屏多通道
显示技术及应用》《发动机尾气余热驱

动的冷藏车吸附式制冷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 特等奖

一张地图、一座城市、一种文明——以
上海首张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地图开

发为例
上海师范大学 特等奖

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现状与利益联结机
制研究——基于鲁、皖、浙三地合作

社实地调研
华东政法大学 特等奖

多维视觉卒中后手功能康复定量评估平
台

上海大学 特等奖

基于抗结直肠癌活性SGK1抑制剂的结构
修饰、合成与活性研究

上海大学 特等奖

江苏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最后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个体生命记
忆—1937—2017;穿越八十年的家国之

梦
南京大学 特等奖

面向5G大规模 MIMo 无线传输的快速开
发验证平台

东南大学 特等奖

面向多晶态及薄膜应用的多极轴分子铁
电体研究

东南大学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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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轨顶表面缺陷电磁高速巡检系统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 特等奖

小型高分辨率二维成像声呐系统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 特等奖

面向高品质照明与显示应用的高效发光
量子点

南京理工大学 特等奖

可调螺距螺旋桨桨叶重心测量及修正复
合平台

江苏科技大学 特等奖

稀土基非贵金属催化剂的制备及在精对
苯二甲酸生产工艺废气中的应用

南京工业大学 特等奖

需要为本,优势取向:创新流动儿童权益
保护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常州一校三社

区的行动研究
常州大学 特等奖

宽频电子变压器参数自动测试仪的研制 常州大学 特等奖

中心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 一基于南京市的纵向案例调研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特等奖

大载科有毒中药狼毒醋制减毒机制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 特等奖

“一带一路”框架下高等教育国际吸引
力提升路径探究一 一项基于“一

一路“沿线国家来苏留学生教育的调查
扬州大学 特等奖

浙江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管道医生 智能泄滑检测定位球 新江大学 特等奖

基于血管再生和骨新修复双重功能的新
型EGFL6重组蛋白产晶研发

温州医科大学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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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别:安乐死的社会意愿及合法
化路径探究一一以浙江省为例

温州医科大学 特等奖

黑龙江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基于视觉技术的大豆种子球表智能检测
与自动选别系统

东北农业大学 特等奖

山东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秩果兼收型花生联合收获机 青岛农业大学 特等奖

湖北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二维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其性质探索 武汉大学 特等奖

从“愁城难解”到“城人之美”:基于
武汉市流动摊贩的全民自治模式握究

华中师范大学 特等奖·

湖南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法律规制视角下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助
治的风险分析与对策选择调研报告

中南大学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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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带角位移补偿的新型 XYe 晶圆级芯片
倒装定位平台

广东工业大学 特等奖

基于高精度皮肤生物特征识别的非接触
身份认证

广东工业大学 特等奖

兵团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精准扶赞*典型、经验与货国户满意
度调查研究——基于南疆少数民族集中

连片特困区
塔里木大学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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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授奖名单

北京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留守与流动：流动务工人员子女更可能
走向“阶层再生产”吗？--基于福建   

泉州部分中小学的比较研究
清华大学 一等奖

北京旧城胡同 We 空间——东四南历史
文化保护区胡同微空间营造

北京工业大学 一等奖

京津冀雾霾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空间   

自相关和空间杜宾模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等奖

“巡鹰”共轴倾转旋翼无人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等奖

电动并联式轮足机器人 北京理工大学 一等奖

面向金融业务办理的自主服务机器人移
动平台

北京理工大学 一等奖

透射电子显微镜模拟器(TEMS) 北京理工大学 一等奖

天津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面向大型工业设备的欠驱动机电系统平
台搭建及非线性运动控制方法研究

南开大学 一等奖

河北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跨平台光电类虚拟实验自教学平台系统 河北大学 一等奖

油水井用复合解堵剂的研制 河北科技大学 一等奖

吉林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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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 STM32 的新型叶绿素测量仪 吉林农业大学 一等奖

农民合作何以可能：农民合作社的发生
逻辑及其发展困境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一等奖

上海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Au 基底上 Pt 层的控制合成和电化学
研究

复旦大学 一等奖

基于光学相干断层成像的心肌缺血评估
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 一等奖

隐形网络安全卫士--面向产业化的透明
安全网关

华东师范大学 一等奖

一组适用于绿色建筑的智能调温调湿材
料

上海大学 一等奖

当代运河船民社会疏离治理模式研究
——记民生为本的“嘉兴模式”

上海大学 一等奖

基于增强现实的狭窄通道自动巡检与安
全诊断系统

上海大学 一等奖

具有多模成像和光热治疗功能的纳米靶
向载体及其肿瘤诊疗一体化研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一等奖

江苏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进程中的创新之困
--基于南通家纺产业集群的调研报

告
南京大学 一等奖

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农民参与和收益分配
——以福建省一都镇为例

南京大学 一等奖

一种抗背散射超导单光子探测器 南京大学 一等奖

双创时代，众创空间如何服务区域产业
转型？——基于苏州工业园区金鸡   

湖创业长廊的经验分析
苏州大学 一等奖

消纳冗余电能的氧空位储氢技术及装置 东南大学 一等奖

面向空间站虚拟训练的手臂力觉反馈系
统

东南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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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阀门梯形螺纹挤压机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等奖

非接触式精密滚珠丝杠滚道型面检测系
统

南京理工大学 一等奖

高动态定位导航授时微系统 南京理工大学 一等奖

基于混杂固化原理的路面抗车辙沥青材
料

南京理工大学 一等奖

无线闭环植入式迷走神经刺激器 江苏科技大学 一等奖

基于超耐候树脂基复合材料母线槽的研
制

江苏科技大学 一等奖

长大隧（巷）道干式过滤除尘系统 中国矿业大学 一等奖

硅衬底 GaN 基可见光全双工通信芯片 南京邮电大学 一等奖

多芯光纤耦合熔接系统的研制 南京邮电大学 一等奖

多糖-碳点-DNA 多功能自组装纳米基因
载体的构建及其诱导细胞分化研

究
江苏大学 一等奖

干细胞来源的纳米囊泡加速损伤皮肤愈
合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

江苏大学 一等奖

异质结纳米复合光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应
用

江苏大学 一等奖

农业物料多风道自适应智能控制清选装
置

江苏大学 一等奖

基于体内定向消化的大分子功能多肽绿
色制备关键技术

江苏大学 一等奖

我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疫情的
影响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 一等奖

便携式食品安全现场快速检测系统 江苏师范大学 一等奖

政府购买服务导向下内源型“三社联动
”新模式调查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为

例

江苏师范大学 一等奖

基于荧光探针技术的糖尿病非侵入式早
期预警新方法

盐城师范学院 一等奖

基于超微孔聚合物的快速检测芯片式电
化学传感器

扬州大学 一等奖

干旱胁迫对小麦颖果发育的影响及其机
理研究

扬州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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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基于相位调控的新型光束传输特性的理
论研究与实验验证

浙江大学 一等奖

关于下一代高能量密度、大功率锂二次
电池电极材料的研究

浙江大学 一等奖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基于安徽省四个县的实地调研

浙江大学 一等奖

基于实时视觉伺服控制的直角坐标型机
器人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一等奖

靶向 Wnt 信号通路的溶瘤腺病毒抑制
肝癌类干细胞的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 一等奖

孤独中坚守——基于浙江省孤独症儿童
家庭支持网络的调查研究

温州医科大学 一等奖

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机制及临床诊断研
究

温州医科大学 一等奖

控制害虫新方法——褐飞虱 RNAi 靶基
因遴选及应用潜力

杭州师范大学 一等奖

特色小镇：新发展理念下“区位分布-
产业创新”的浙江经验––基于浙江省  

首批小镇的实地调研
浙江工商大学 一等奖

全自动高速雌雄蚕茧（蚕蛹）分选机 中国计量大学 一等奖

用于相变存储器的新型纳米复合薄膜介
质光致相变研究

宁波大学 一等奖

虎斑乌贼规模化繁育与养殖关键技术研
究

宁波大学 一等奖

超硬车刀断屑器的研制 宁波大学 一等奖

家事调查官在行动：家事纠纷综合治理
的"海曙模式"

宁波大学 一等奖

安徽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微波加热快速制备高结晶石墨相氮化碳
及其光催化制氢性能

安徽大学 一等奖

基于移动流媒体网络的矿井机车无人驾
驶系统

合肥工业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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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锅炉飞灰含碳量在线监测仪器
开发与应用

安徽工业大学 一等奖

住房公积金与农民工的城市梦研究 安徽工业大学 一等奖

福建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国家认同的调查研究
——以**大学、**大学为例

华侨大学 一等奖

纳米 Bt 生物农药的研制与应用 福建农林大学 一等奖

蛋白酶切割位点改造对BtCry3A在松墨
天牛幼虫体内水解活化的影响

福建农林大学 一等奖

从偏见到融合:两岸青年学生群际交流
研究—基于闽台高校“3+1”联合培养

人才项目的调查
福建师范大学 一等奖

“保姆”变“后妈”:物业企业身份错
位酿成“城市病”——基于厦门市五缘

片区住宅小区的调查
厦门理工学院 一等奖

江西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封闭之殇:诈骗村落越轨亚文化的形成
与消解策略——基于江西省 J 乡的调

查

江西师范大学 一等奖

差序政策信任:农地产权抵押贷款“冷
遇”经验解释—基于9省4025份问卷的

农村调查报告
江西科技学院 一等奖

山东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弓形虫ROP19、ROP48、MYR1蛋白生物信
息学分析及ROP19DNA疫苗保护研究

山东大学 一等奖

重工业企业化解邻避问题的路径探索
——基于山东“鲁信经验”的实证研究

山东大学 一等奖

用于居家式疾病诊断的纸基自供能燃料
电池的研制

济南大学 一等奖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大城市交通拥堵评价
与整治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山东师范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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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式轻小型低温太阳能海水淡化装置 山东大学(威海) 一等奖

湖北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肿瘤相关 microRNA 的高灵敏检测新方
法及试剂盒研制

武汉大学 一等奖

基于超高分辨率光谱分析的光纤信号特
征识别仪

华中科技大学 一等奖

早三叠世腕足动物群的新发现:对大灭
绝后生物复苏的启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一等奖

电子/离子双连续传导的高倍率纳米电
极材料

武汉理工大学 一等奖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种房”行为演变的
双因素机制及其治理研究——基于对 L 

村“种房”现象的田野调查
华中农业大学 一等奖

“留守”与“退出”:农民土地承包权
的处置行为分析——基于福建沙县典型

农村农地流转和农民意愿调查
华中师范大学 一等奖

共享经济的逆袭与“反逆袭”:武汉市
网约车发展过程的社会学考察

(2013—2016)

华中师范大学 一等奖

回收利用工业固废生产新型环保建材 湖北大学 一等奖

湖南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青鱼 STING 在宿主抗病毒天然免疫反
应中的机制

湖南师范大学 一等奖

广东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网络医院”运营现状与发展模式调查
——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网络医院

”为例
中山大学 一等奖

各安其居能乐其业吗?住房实现模式对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暨南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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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区位差异及治
理对策探索———基于珠三角15个村

1012位老人的实证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一等奖

普惠金融视阈下 A 省村镇银行的使命
漂移及其破解对策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一等奖

高性能、可再生新型锂/钠离子电池有
机芳香羰基电极材料的研究与应用

华南师范大学 一等奖

中国商业保理法律制度建设与实践研究
——基于“广深珠”试点现状的调查

广东财经大学 一等奖

N — GCNT / CoFe 可逆氧电极的制备
及其在锌空电池中的应用

广州大学 一等奖

〈亚健康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实践--基
于广东省 6 市 14 个单位 3 万余人

的调研
南方医科大学 一等奖

四川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基于脑机接口的老年痴呆预防系统 电子科技大学 一等奖

重庆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户精准脱贫的获
得感研究——基于西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11个安置点的实地调查
西南大学 一等奖

西藏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识别与帮扶:贫困村民对精准扶贫的满
意度分析——来自西藏农牧区的调查

西藏农牧学院 一等奖

陕西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多波混频量子纠缠光源的参量放大和多
模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一等奖

脓毒症治疗新途径—等离子活化水制备
仪及其应用效果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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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虚拟—基于 UPOP 机器学习策略的
触觉反馈外骨骼手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一等奖

基于深度学习的全量化肝脏术前规划系
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一等奖

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的构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一等奖

香港

作品名称 学校 等次

新一代粗孥的殁明及其人腾三查的鹰用 香港大学( HKU ) 一等奖

一植具有良好水溶性,酶敏感性,睡瘤靶
向性的智能型抗乳腺痛檠物一通配子—

紫杉醇偶合物
香港浸会大学( HKBU )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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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金奖争夺赛高教主赛道

评审结果公示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不含复活）

中国大陆项目金奖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 霸蛮：无界餐饮的数字化实践 北京市 北京大学

2 专铸科技智能仿生义肢康复产品 北京市 清华大学

3
超导“基”业——自主化高温超导合

金基带拓荒者
北京市 北京工业大学

4
格镭智图——国内首款、国际领先双

旋轴激光扫描仪
北京市 北京工业大学

5
Medcreate 磁悬浮胶囊机器人：胃肠

道检测领域的革命者
北京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 深光科技-全球投影 AR 的引领者 北京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中发天信--万米高空无人守护者 北京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
致真精密仪器——源自中国的磁性

微电子测试设备领航者
北京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9
天梭动力——中国固液火箭动力高

空高速飞行器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北京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 理工光盾-高能激光防护材料开拓者 北京市 北京理工大学

11
医腐科技——全球首创的腐蚀在线

监测与智能诊断大数据平台
北京市 北京科技大学

12
伯牙智能作曲音乐平台——全民音

乐时代开创者
北京市 北京邮电大学

13
中农优苗——创新型动物疫苗引领

者
北京市 中国农业大学

14
锐智新材——国际静脉 TAVR 术式及

辅助器械领航者
北京市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5
谛声科技——企业级声学 AI 技术服

务独角兽
北京市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6
AccRate—全球首创抗癌靶向药敏感

性检测技术定义者
天津市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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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7
“鲸可语”——多模态连续手语自动

标注识别系统
天津市 天津理工大学

18 “巨能储”氢能电池 河北省 燕山大学

19
瑞搏生物—新型干细胞治疗缺血性

疾病的全球开创者
山西省 山西医科大学

20
蒙藻益牧——螺旋藻+中草药饲料添

加剂开创者

内蒙古自

治区
内蒙古农业大学

21 熊猫叔叔素质教育集团 辽宁省 辽宁大学

22
铭云科技——全球航空航天装备轻

量化开拓者
辽宁省 大连理工大学

23 沈阳舞指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 东北大学

24
点石成金—全球难选铁矿开发利用

引领者
辽宁省 东北大学

25
智船科技--世界级无人驾驶商船机

舱智能系统供应商
辽宁省 大连海事大学

26
科恩-国际首款干细胞外泌体组织修

复产品
辽宁省 中国医科大学

27
通痹安中药凝胶——类风湿、痛风等

“不死癌症”的克星
吉林省 长春中医药大学

28
人参皂苷抗炎喷雾——替代皮肤激

素外用药的中国力量
吉林省 长春中医药大学

29 超级导热金刚石：为芯片退烧而生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

30
中国高性能工程聚酯材料创新与产

业化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

31
藏粮于技-水稻适度加工产业化助力

国家粮食安全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程大学

32 童类人：世界一流童书创造者 上海市 复旦大学

33 Aero-Space 低碳离网建筑变革者 上海市 同济大学

34 轻流——无代码数字化领军者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

35
领挚科技_用中国领先的半导体技

术，探索全球生物世界的奥秘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

36 芯英—高性能 GPTPU 智慧处理器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

37
海燕——船舶能源心脏智能诊断系

统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

38
化禹科技---重大化工装置微通道分

离技术首创者
上海市 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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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39

热管理用柔性陶瓷纳米纤维/超轻、

超弹陶瓷纤维气凝胶耐高温隔热材

料

上海市 东华大学

40
三维仿生血管微流控芯片的超快激

光制备及应用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41
先进电子显微镜技术及台式扫描电

子显微镜的产业化项目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42
宇树科技——引领全球四足机器人

市场化
上海市 上海大学

43 中国盒子 江苏省 苏州大学

44
源生科技——面向 5G/6G 时代的光

电信号源
江苏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45 擘星科技—全球超声电机引领者 江苏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46
费米光子——全球首创高精度光延

时测量仪
江苏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47
安夏科技——纪检监察信息化 3.0

建设的引领者
江苏省 南京理工大学

48
光影感知---快速三维传感技术助推

第四次工业革命
江苏省 南京理工大学

49
高功率激光光闸—先进激光制造高

效化核心
江苏省 南京理工大学

50
惊涛“焊”浪——国之重器焊接行业

领航者
江苏省 江苏科技大学

51 擎天架海—船用智能胎架领军者 江苏省 江苏科技大学

52
科宁多元醇：多元糖醇引领者征战万

亿星辰蓝海
江苏省 南京工业大学

53 热之熵-耐极温超绝热复合材料 江苏省 南京工业大学

54
超级鲤盒——全国最大的盲盒第三

方平台
江苏省 常州大学

55
至强之芯-高性能通用型 eFPGA 芯片

及系统
江苏省 南京邮电大学

56
视界中国_打造国产一流柔性显示材

料
江苏省 南京邮电大学

57
5G 功放设备的先驱者——全系列宽

带功放设备
江苏省 南京邮电大学

58 天问一号风筝线 江苏省 南京邮电大学

59
畜禽卫士——中国首创田菁制备绿

色饲料添加剂
江苏省 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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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60
护林科技——国家林草局唯一指定

松树癌症监测防治技术提供商
江苏省 南京林业大学

61
一应拒醛—无醛高性能胶黏剂全国

领跑者
江苏省 南京林业大学

62
生生不息-生物质碳封存新能源装备

技术领跑者
江苏省 南京林业大学

63
普得士——精准处方赋能肿瘤跟踪

施治
江苏省 南通大学

64 派斯盾“鞘翅甲”仿生纳米自洁涂层 江苏省 南通大学

65
申诺青：国内动物第三方医学诊断服

务领跑者
江苏省 南京农业大学

66
盘种餐——中国首创新式水稻生态

秧盘
江苏省 扬州大学

67
Goprint——多功能智能打印机先行

者
浙江省 浙江大学

68 阿蚂神护：数字版权全链路守护神 浙江省 浙江大学

69
跃动客体育——青少年体育教育的

科学施教与规模运营
浙江省 浙江大学

70
狄赛生物科技——全球免疫再生修

复领跑者
浙江省 浙江大学

71
纤觉智能——基于微纳光纤的新一

代超灵敏传感器引领者
浙江省 浙江大学

72
智囊生物科技——全球个性化囊泡

医学领航者
浙江省 浙江大学

73
致实科技——领航道路压实质量监

控“智”时代
浙江省 浙江师范大学

74
金优科技——全国农作物高效光合

育种先行者
浙江省 浙江师范大学

75
敏选科技——国内首款 Apt-MNPs 食

物过敏原检测试剂盒
浙江省 浙江工商大学

76
若土有稻——下一代水稻育秧基质

行业标准引领者
浙江省 嘉兴学院

77
空介-虚拟数字人物 IP 的多场景应

用
浙江省 中国美术学院

78 拼格-5G 场景下的创意科技运用 浙江省 中国美术学院

79
魔音科技——柔性超薄扬声器的全

球首创者
浙江省 宁波工程学院

80
夏小满——文博历史新表达的创新

者
浙江省 宁波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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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81
环宝科技——国内首家有机固废低

碳循环处理方案提供商
浙江省 宁波大学

82
超碳科技——国内首家水溶性单层

石墨烯粉体供应商
浙江省 宁波大学

83
甬马生物——海马规模化繁育开发

引领者
浙江省 宁波大学

84
星路通信-“动中通”天线全球领航

者
浙江省 宁波大学

85
谱易科技-国际领先便携式质谱生产

商助力化工污染物检测预警
浙江省 宁波大学

86
半球谐振陀螺——高精度导航领导

者
浙江省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87
科创3D——开启工业级3D打印的中

国造
安徽省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88 秒凝科技-开启流体止血新时代 福建省 福州大学

89
复方黄连油—首款“速效无疤”愈合

油
江西省 南昌大学

90
欧姆威克，胃你守护——开启幽门螺

杆菌免疫新时代
江西省 南昌大学

91
微体高光-全球首创主动发光的便携

式投影仪
江西省 南昌大学

92
荧光微视—引领食品安全快检技术

新变革
江西省 南昌大学

93 梦通网安 江西省 南昌大学

94
中科光芯-硅基无荧光粉发光芯片产

业化应用
江西省 南昌大学

95
数芯光刻—全球首创 MicroLED 数字

光芯无掩膜光刻机
江西省 南昌大学

96
防治呼吸道病毒性感染的中药新良

方-——柴胡清瘟方
江西省 南昌大学

97
中非合作相濡以“没”——缔造全球

最大没药产品供应商
江西省 江西中医药大学

98
珍妮肤——中国女性民族高端护肤

品牌缔造者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

99
夏绣——国内首创设计驱动型文化

创意企业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

100
智敏未来——中国高性能气湿敏感

知材料领航者
山东省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01
创造太阳——助推“中非命运共同

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平台
山东省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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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02
泰山信息——智慧化工园区安全守

护神
山东省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03
滴血识“毒”——国际领先的呼吸道

病原体综合筛检试纸
山东省 齐鲁工业大学

104 “疫网捕获”呼吸道病原动态监测 山东省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105
固土成型技术领航者 ——全国首创

“一剂多用”土壤粘合剂
山东省 鲁东大学

106
药知道-国内首创抗生素用药指示三

联卡
山东省 山东协和学院

107
抗体铠甲-致力于降低抗体药毒副作

用全包裹型载体
山东省 山东协和学院

108
施必克——全球首创智能感知防水

系统
河南省 郑州大学

109
雷视通——新时代智能交通感知破

壁者
湖北省 武汉大学

110 知路导航-音频定位芯片领军者 湖北省 武汉大学

111
睿思优信：智能超表面助力构建高速

稳定 5G 网络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

112
刀锋科技—全球高端刀具涂层服务

领导者
湖北省 武汉理工大学

113
理工晨烯——全球柔性石墨烯天线

引领者
湖北省 武汉理工大学

114 七月猫工业级 3D 动漫 湖北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15
中桥高科-高性能桥梁结构技术领航

者
湖南省 湖南大学

116
数据守航：数据要素流通安全的行业

引领者
广东省 暨南大学

117 CTP——国际领先的低碳环保路面 广东省 华南理工大学

118 未来农机-无人农场的领航者 广东省 华南农业大学

119
芯立创半导体——用AI和IP授权加

速芯片设计
广东省 广州大学

120
智领“胃“来——开启智能家用胶囊

胃镜检查新纪元
广东省 南方医科大学

121
菲尔特-超亲水超疏油新型油水分离

器提供商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广西民族大学

122 蓝探 海南省 海南大学

123
蔚鼎科技-异种金属脉冲放电连接开

拓者
重庆市 重庆大学

38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24
油“橪”而生-“双碳目标”下高性

能植物绝缘油全球开拓者

重庆市 重庆大学

125 无创超声高血压治疗仪 重庆市 重庆医科大学

126
生合药源：基于高效生物制造的东莨

菪碱原料药供应商
重庆市 西南大学

127
国产大飞机用隔音隔热超细玻璃纤

维棉
重庆市 重庆文理学院

128
无障视界——白内障智能诊断方案

领航者
四川省 四川大学

129
精影求精——全球首创精神疾病诊

疗仪
四川省 四川大学

130
腱倍特——全球首款诱导性腱骨愈

合注射剂
四川省 四川大学

131
芯声东振-高性能仿生声学 SAW 滤波

器开拓者
四川省 电子科技大学

132
频岢微电子——无线通信高端射频

模组芯片领跑者
四川省 电子科技大学

133
纳米之星-全球高端纳米光学薄膜引

领者
四川省 西南石油大学

134
i-Hair 生发仪—活化经络智能生发

的开创者
四川省 成都中医药大学

135
赤粕之萃——源自茅台酒糟的益生

素开拓者
贵州省 茅台学院

136
鹅毛农业——掌握高原特色农业物

联网核心科技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137
前事新生--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下的

故事文化保护与传播

西藏自治

区
西藏大学

138
抗怀菌外——医用复合抗菌薄膜领

跑者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139
定波助缆——陶瓷滤波器稳定高效

滤波解决方案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140
智雾科技——全球领先的喷雾技术

解决方案供应商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141
YouiBot——行业领先的复合移动机

器人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142
核芯华创-激光剥离垂直结构 LED 芯

片技术开创者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143
烯格赛斯——石墨烯包覆粉体技术

引领者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144
NUSPACE星核动力——中国航天器能

源动力最佳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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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45
游方科技——智能通航发动机总成

系统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

146
传导大师—国内首创异质金属材料

真空熔浸扩散连接技术
陕西省 西安理工大学

147
夺冠——开创体育精细化训练新时

代
陕西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48
纳科聚能—纳米发电机开启传感器

自供电新时代
陕西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49
信芯-国产高可信数字芯片设计验证

平台
陕西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50
“用心，为癌升温”miRNAs 早期胃

癌筛查试剂盒
甘肃省 兰州大学

151 介孔硅纳米胶囊负载贵金属催化剂 甘肃省 兰州大学

152
基于工业互联网之下的输电母线筒

波纹管伸缩位移监测装置
青海省 青海大学

153
丝路宁夏文创——中国西部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领跑者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宁夏大学

154
智慧猪业—基于声纹识别的生猪疾

病预警解决方案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新疆大学

155
点“蚀”成金--尖端检测材料的先行

者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石河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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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澳台地区项目金奖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 囊胚准 — 辅助生殖流程变革者
香港特别

行政区
香港中文大学

2 用于建筑的新型节能环保制冷涂层
香港特别

行政区
香港城市大学

3
多孔超强度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纳米

薄膜

香港特别

行政区
香港科技大学

4 卒明健康
澳门特别

行政区
澳门大学

5
NB-IOT 全覆盖柔性屏下四维结构光

识别智能锁

澳门特别

行政区
澳门大学

6 三维影像量测系统及配套服务 台湾地区 台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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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金奖争夺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评审结果公示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不含复活）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
智汇——中国社区治理智慧生态的

首创者
北京市 北京邮电大学

2
”化“繁为简——中国新型植棉方式

引领者
北京市 中国农业大学

3
自然卫士-以虫治虫的绿色生物防控

技术
天津市 南开大学

4
梨想——梨果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

兴
河北省 河北农业大学

5
缘起粮油——科技种豆富农，青春筑

梦国安

内蒙古自

治区
内蒙古大学

6
燕麦博士—打造祖国北疆特色作物

产业链升级及乡村振兴新模式

内蒙古自

治区
内蒙古农业大学

7
匠绣芳华—创新非遗传承 振兴“蒙

绣”产业的践行者

内蒙古自

治区
内蒙古师范大学

8
中国首个博士生医疗公益服务团体

——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
上海市 复旦大学

9
国瑞葡——中国鲜食葡萄栽培新模

式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

10
生态治理革新者——可持续生态治

理综合方案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11
秋丰白玉——新型杂交"航天蚕"引

领蚕桑产业振兴
江苏省 江苏科技大学

12
近竹者赤——方竹三效融合助力乡

村振兴
江苏省 南京林业大学

13 金色庄园-用小草莓托起农民致富梦 江苏省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4
文物方舟——科技赋能 文物数字化

保护领军者
浙江省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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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5
泔净生活-城镇易腐垃圾就地生物法

处理新体系
浙江省 浙江工业大学

16
生命之光——国内器官捐献新思维

的领航者
浙江省 温州医科大学

17
拇指宝贝——先天四肢畸形儿童多

维救助体系先行者
浙江省 温州医科大学

18
华稻兴镉地——全国首创耕地镉污

染生态治理新方案
浙江省 浙江师范大学

19
微公益—数字公益平台的“温州”样

本
浙江省 温州大学

20
移动渔医——全国首创便携式虾蟹

疾病防控平台
浙江省 宁波大学

21
渔工巧匠——现代化水产养殖集成

设备开发商
浙江省 宁波大学

22
银巢未来——一站式养老服务引领

者
浙江省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23
“秸”后“玉”生——黄淮海秸秆还田公

益服务团
安徽省 安徽农业大学

24
蚝壳惠民——致力土壤治理的公益

团队
福建省 集美大学

25
行走的教科书——全球首创中国钓

鱼岛数字博物馆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

26
渔鼎天——高品质野化大黄鱼生态

养殖助力产业振兴
福建省 闽江学院

27 珍蚌珍美 江西省 南昌大学

28 橙意螨螨——脐橙·生物防治领导者 江西省 南昌大学

29
校园啦啦操公益培训—筑梦学生健

康快乐美丽之旅
江西省 南昌大学

30
”虾“行天下——变”壳“为宝，助力乡

村振兴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

31 嗒嗒苗木-全球首创脐橙苗木开拓者 江西省 赣南师范大学

32
百年好合——百合照亮井冈乡村振

兴路
江西省 井冈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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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33
一线生鸡——行业标准制定者 振兴

路上“鸡”先锋
江西省 南昌师范学院

34
共“桐”富裕——国家战略资源油桐

产业的领导者
山东省 鲁东大学

35
杉里寻钻：红豆杉产业创新助力乡村

振兴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

36
“硒“望无限——专注为相对贫困地

区提供精准公益富硒服务
湖北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37 伏膜科技——为中国农田换新衣 广东省 华南理工大学

38
珍珠产业4.0--引领世界珠宝行业进

入新时代
广东省 广东海洋大学

39
乡味U选——致力于成为乡村产业振

兴的领跑者
广东省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0
氮先锋-等离子绿色农业固氮技术引

领者
重庆市 重庆大学

41
七彩动画城—视障学生动画疗育先

行者
重庆市 重庆大学

42
作茧致富：智能养蚕用科技助梦乡村

振兴
重庆市 西南大学

43
肺常好——呼吸道感染疾病精准防

控赋能基层医疗
四川省 四川大学

44
乡振智疗——聚焦乡村医疗人才，赋

能乡村医疗建设
四川省 四川大学

45
泥巴包裹的黄金——黄泥腊肉助力

乡村振兴
四川省 西南石油大学

46
香草芊芊——提高农作物免疫诱抗

能力的新型国产“植物疫苗”开创者
贵州省 贵州大学

47
红岭金——边疆少数民族老区乡村

振兴助推器
云南省 云南大学

48 多年生稻--中国粮食安全“新防线” 云南省 云南大学

49 零碳科技-碳中和技术引领者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50
天山云海-棉花生产智慧精准管理技

术服务 团队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石河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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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产业命题赛道金奖争夺赛结果公示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
夏连鹏-减隔震装置大流量需求下动

态伺服液压控制
山西省 太原理工大学

2
李海琴-AI智能掌超设备及辅助诊断

系统
山西省 太原理工大学

3 王祖欣-微信支付交易欺诈识别 上海市 复旦大学

4 钱佳威-数据共享下的隐私保护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5 李文涛-智慧水务方向 江苏省 南京大学

6
周小川-高性能商用车电液耦合 转

向系统
江苏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王子艳-改善西北地区土壤沙化的解

决方案
浙江省 浙江工业大学

8
陈燚云-激光绿色制造—重载轴承关

键部位强化技术
浙江省 浙江工业大学

9
吴生林-AI智能掌超设备及辅助诊断

系统
江西省 南昌大学

10
周瑞松-数据库智能管家的创新与探

索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

11
赵进-鲲鹏BoostKit大数据Spark图

算法优化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

12

陈天一-使用 MindSpore 高阶工具

TinyMS支持的网络CycleGAN训练图

像风格迁移模型

广东省 华南理工大学

13 岳云鹏-地铁隧道智慧检测平台 广东省 广州大学

14
陈思维-OLED柔性显示关键材料和技

术产业化
广东省 广东工业大学

15
黄珍梅-OLED柔性显示关键材料和技

术产业化
四川省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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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银奖晋金奖结果公示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组别

1
寰宇星通——中国星载激光放大领

航者
天津市 南开大学

高教主赛道

2
航天器高通量异质结构轻量化热管

理器件超声波增材制造技术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

3
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手撕钢钢铁

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山西省 太原理工大学

4
EyeNKBT——致盲性眼病药物防治领

航者
上海市 同济大学

5
室内外一体化运动感知及高精度定

位系统
安徽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 机器听觉-智能空气声呐系统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

7
鸿鹄骐骥——超高精度高速工业检

测技术
陕西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
心脉联衢-全球首款体内精准可视化

小口径人工血管
天津市 天津大学

9
绿智液驱-全球高端装备低碳液压驱

动技术引领者
山西省 太原理工大学

10
黄金捕手——水中痕量贵金属回收

专家
上海市 同济大学

11
康尔雪科技-开创国内术后血栓床旁

监测新时代
浙江省 浙江师范大学

12
方青智能-开创宫颈癌筛查智能诊断

新纪元
广东省 南方医科大学

1
超能鹿战队-中国外卖餐饮品牌缔造

者
江苏省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职教赛道
2

灭蚁先锋——白蚁智能监测灭杀服

务的领航者
江西省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3 新丝之路——丝绸皮草的开创者 广东省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4 臭味克星-高效微生物除臭技术专家 陕西省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1 大山里的孩子在编程 江苏省 南京大学

红旅赛道
2

光藻科技——微藻贴壁技术净化水

质的先行者
浙江省 宁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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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组别

3
毕业的选择——斛马仕助力石斛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
安徽省 安徽农业大学

4
翱翔公益——全国最大的“医社联

动”新型健康助老公益团队
四川省 西南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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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高教主赛道金奖名单（不含复活）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 天地一体智能无人机不间断巡检系统 北京市 北京大学 

2 交叉双旋翼复合推力尾桨无人直升机 北京市 清华大学 

3 安全可理解的第三代人工智能算法平台 北京市 清华大学 

4 圣威特-全球领先 VR解决方案开拓者 北京市 北京理工大学 

5 
NOLO VR——5G时代全球移动 VR 的 

领航者 
北京市 北京邮电大学 

6 
“起”智时代-国内最先进的起重机自动

控制及安全监测系统 
天津市 南开大学 

7 神索：划时代的组织工程神经导管 天津市 南开大学 

8 
善测科技 ——国内最领先的重大装备守

护神 
天津市 天津大学 

9 
辐睿智配--全球分子影像全自动配药行

业开拓者 
山西省 山西医科大学 

10 
互联网+SiPESC 平台——国产自主可控

CAE软件领军者 
辽宁省 大连理工大学 

11 工业废水达标处理颠覆者 上海市 同济大学 

12 
微翌创新——全球最优效果运动场景影

像 5G 实时传输系统开创者 
上海市 上海理工大学 

13 
祥耀生物-全球首创 AI抗体靶向药物种

子库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14 
依莫诺飞生物—高性能免疫细胞转染 

试剂 
江苏省 南京大学 

15 能热宇航 江苏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 航空航天制造高精度机器人智能装备 江苏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7 
CyteLive——国内首创无透镜细胞分析

监测仪 
江苏省 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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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焊接相机——国内首创瞬态光谱成像焊

接质量在线监控系统 
江苏省 南京理工大学 

19 玄武之道-中国路面复合新材开创者 江苏省 扬州大学 

20 回车科技——未来全脑智能行业定义者 浙江省 浙江大学 

21 
智网云联——无限共算全球算力交易 

平台 
浙江省 浙江大学 

22 木链科技-工业信息安全首选合作伙伴 浙江省 浙江大学 

23 
和伍系统科技——大国重器创新设计方

法变革先行者 
浙江省 浙江大学 

24 海声塑磁——新型稀土永磁材料开拓者 浙江省 浙江工业大学 

25 
超纤科技——新型多功能无醛纤维板先

行者 
浙江省 浙江农林大学 

26 
瑞谱生物——血流感染诊断设备垄断破

壁者 
浙江省 浙江师范大学 

27 
极阳科技—国内首家荧光太阳集光器提

供商 
浙江省 宁波大学 

28 可交互全息空气影像 安徽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9 人工智能心电医师 安徽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0 承葛生物——精准化菌群移植领航者 福建省 厦门大学 

31 超菌克星-细菌性疾病诊断全球领跑者 福建省 厦门大学 

32 
超集福布师：完全自主可控的中国 

“强芯器” 
福建省 福州大学 

33 
西苷普——全球首创新一代肿瘤治疗 

药物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 

34 
曜石科技——以大数据为驱动的电子竞

技职业选秀赛训领航者 
福建省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35 
Godlike膝动力—全球热敏灸治疗膝骨关

节病技术开创者 
江西省 江西中医药大学 

36 花脸——引领刷脸支付新时代 江西省 南昌工程学院 

37 
万创智造-全球领先的新一代超高精密超

硬刀具制造商 
河南省 郑州大学 

38 掌上超声 湖北省 武汉大学 

39 
飞流智能：面向超低空的全天候多场景环

境智慧监测平台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 

40 答尔文-面向复杂场景的文字识别云平台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 

41 全球首创的全数字 PET系统及产业化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 

42 磁阻尼-消能减振新技术 湖南省 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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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型高导热复合相变材料——全球高性

能电子温控的领航者 
湖南省 中南大学 

44 面向终端的低功耗人工智能芯片及系统 广东省 中山大学 

45 迈创智鞋——鞋业制造从此智能 广东省 华南农业大学 

46 微纳刀肿瘤治疗系统 重庆市 重庆大学 

47 利吾肝——挽救衰竭肝脏体外支持仪 四川省 四川大学 

48 基因方舟——分子克隆服务全球引领者 四川省 四川大学 

49 材料基因—引领材料研发“基因时代” 四川省 电子科技大学 

50 
银凤钗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

江控拜苗银”的传承与创新 
贵州省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

科技学院 

51 智磁科技—磁力助推外科技术大变革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52 蓝鲸压电——下一代超声材料引领者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53 智器科技——智慧能源技术的领跑者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54 盐湖卤水绿色提锂技术领航者 陕西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55 
种苗计划-超低温脱毒与植物良种繁育领

导者 
陕西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6 新型光敏蛋白水凝胶的研制及应用 
香港特别行

政区 
香港科技大学 

57 智能康复治疗系统 
香港特别行

政区 
香港中文大学 

58 越野山地车电机系统 
香港特别行

政区 
香港大学 

59 为美致新（澳门）科技有限公司 
澳门特别行

政区 
澳门大学 

60 
澳创芯-基于 AI与数模混合 SoC芯片的智

慧医疗解决方案 

澳门特别行

政区 
澳门大学 

61 声控大师-离线智能声控开关 台湾地区 台湾元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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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金奖名单（不含复活）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 
夕阳再晨——全国最大的青年社区

治理公益组织 
北京市 北京邮电大学 

2 
“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制作与传播

项目 
北京市 中国传媒大学 

3 高产优质刺嫩芽---照亮林区致富路 
黑龙江

省 
东北农业大学 

4 红色筑梦三项赛 上海市 上海体育学院 

5 
橙果科技——全国领先的分布式秸

秆热解气化处理技术助力乡村振兴 
江苏省 东南大学 

6 
绿色浙江——坚守二十年的“多元共

治”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动先锋 
浙江省 浙江大学 

7 
水“稻”渠成——全球功能性彩稻产

业化推广运用领军者 
浙江省 浙江大学 

8 
高原红·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救助

公益项目 
浙江省 温州医科大学 

9 
秸秆变形记——农林废弃物提取低

聚木糖的生力军 
福建省 厦门大学 

10 
博艾兴农——荒地变金山，艾草助 

增收 
福建省 福州大学 

11 绿草成纤：中国草变致富宝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 

12 
DR-TimeRing 全生命周期的糖网

(DR)智能助手 
湖南省 湖南大学 

13 
伴农行者——数字孪生共享助农车

间·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引领者 
湖南省 湖南科技学院 

14 
小猪豪豪——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路上最靓的崽 
云南省 云南大学 

15 
脑控康复机器人——智慧引领社区

城乡康养新时代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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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高教主赛道复活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 牵星医航：智能骨科手术导航引领者 北京市 北京理工大学 

2 
基于锂电池负极高能量密度硅纳米

材料的生产 
上海市 同济大学 

3 
PASA-AutoML：人工智能自动化建模

工具平台 
江苏省 南京大学 

4 
磐优科技——自主研发物联网数据

管理平台的开创者 
江苏省 东南大学 

5 
窝边优选——全国最大的校园会员

制电商平台 
江苏省 江苏大学 

6 
尾矿寻宝：金属尾矿清洁高效整体解

决方案服务商 
福建省 厦门大学 

7 艾米森——肿瘤早筛的中国力量 湖北省 武汉大学 

8 开关磁阻电机电控产业化 湖北省 华中科技大学 

9 
“雅芯-天图”宇航级高速图像处理

芯片 
陕西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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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复活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省份 高校 

1 
远周——中国首家未成年公益关护

基地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2 甘草全值化技术助力治沙扶贫 江苏省 南京大学 

3 
变渣为宝——农废果渣的资源化 

利用 
浙江省 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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