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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安排

7月 20日 全天进行国际赛道项目答辩

7月 22日 全天进行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

道、职教赛道项目答辩及萌芽赛道展示项目评审

7月 23日 上午 08:30--11:30五强晋级赛

下午 13:30--16:00冠军争夺赛、大赛颁奖典礼

三、比赛环境

（一）评审端。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及职教

赛道的评审端设在嘉兴学院，国际赛道普通赛的评审端设在嘉兴

职业技术学院，国际赛道中东欧专场的评审端设在宁波大学，专

家评委集中进行分组评审。

（二）展示端。原则上设置在各参赛项目所在高校。展示端

应设置在网络稳定、环境安静、光线良好且相对封闭的教室或会

议室等场地。每个参赛团队的上场人员须集中在所属学校，通过

展示端完成线上展示与答辩。参赛学校须根据学校晋级决赛项目

情况合理设置答辩教室数量，以避免路演时间冲突。

四、参赛对象

根据省赛工作方案和复赛专家评审结果，共有488个项目入围

决赛，具体名单详见附件1。

请各学校做好入围决赛项目的资格审查工作。若项目不符合

参赛要求，将取消该项目参赛资格并将影响所在高校下一年度复

赛名额。

五、比赛日程安排

具体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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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赛前模拟测试

为确保决赛的顺利进行，省赛组委会将开展赛前模拟测试。

1.测试安排。具体安排见附件2。

2.要求。各单位需在7月16日前完成展示端环境配置，并确定

相应的工作人员、学生志愿者等；各展示端、参赛团队决赛上场

答辩人员须按要求参加模拟测试，确保了解相应流程与操作。

七、分组竞赛

决赛仅设分组竞赛一个环节。

（一）参赛项目分组

按项目类别及数量共分成 24个小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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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赛道 组别 决赛项目数 决赛组数

1 高教主赛道

本科生创意组 99 4

研究生创意组 37 2

初创组 43 2

成长组 15 1

师生共创组 13 1

2

“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

赛道

创意组 38 2

公益组 42 2

创业组 14 1

3 职教赛道
创意组 44 2

创业组 20 1

4 国际赛道
普通组 66 3

中东欧专场 37 2

5 萌芽赛道 20 1

（二）分组及答辩顺序

7月15日9:30，请进入决赛学校派一名代表到嘉兴学院14号教

学楼进行答辩顺序现场抽签。请各学校代表于7月14日12:00前通

过“校园大赛e码通”小程序进行报名。

（三）报备上场答辩人员身份信息及资料

7月15日12:00前，各参赛团队须向组委会报备决赛上场答辩

人员名单（见附件3）。同时，上场答辩人员均须拍摄本人手持身

份证照连同名单一并回传，回传方式另行通知。拍摄时，要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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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身份证正面，将持证的手臂和上半身完整拍进照片，头部

和肩部要端正，头发不得遮挡脸部或造成阴影，要露出五官；确

保身份证上的所有信息清晰可见、完整。

参加决赛线上展示及答辩的每个参赛团队成员不得超过3人

（参加决赛答辩人员须为复赛《推荐项目表》上填写的团队成员），

项目负责人原则上要求参加答辩。校内教师和校外导师均不能上

场参与展示与答辩。

（四）竞赛环节和时间控制

分组竞赛仅设项目展示及答辩环节。项目展示内容包括产品/

服务介绍、市场分析及定位、商业模式、营销策略、财务分析、

风险控制、团队介绍等。参赛项目可进行产品实物展示。展示及

答辩环节要求语言表达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各组别项目展示限

时6分钟，答辩（含评委提问）限时5分钟。

（五）评分规则

评委根据参赛团队的内容陈述、答辩表现，进行综合打分，

打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余分

数的平均值为该项目团队的最终得分。前3个项目得分将在评委合

议后公布，其余项目得分均在项目答辩结束实时公布。各团队可

通过建行小程序“校园e码通”查询项目实时成绩（附件4）。

比赛过程中，如出现网络卡顿、掉线及设备故障等情况，将

暂停该项目团队的比赛。如为评审端问题，待问题解决后场上团

队从暂停处继续剩余比赛。如为展示端问题，由展示端（学校）

技术人员负责解决，每个团队比赛期间，无论出现暂停次数的多

少，解决问题的补偿总时长只有5分钟。解决时间在5分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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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团队从暂停处继续剩余比赛；解决时间超过5分钟的，评审系

统将在解决时间达到5分钟时恢复计时，场上团队将消耗自身比赛

时间，若本环节倒计时结束，问题仍未解决，场上团队将失去该

环节的比赛机会，若所有环节倒计时结束，问题仍未解决，则该

团队的比赛结束。

八、公开答辩

（一）五强晋级赛

7月 23日上午 8:30-11:00在嘉兴学院（嘉兴市广穹路 899号）

明德楼进行。答辩团队原则上为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及职教赛道每组排名第一名的团队（每所高校不超过 4支团

队，如超出则顺延下一所高校团队参加）。参加团队需要按照赛

务要求于 7月 22日 19:30前提供一段 300字简介。每个项目展示

限时 5分钟。

（二）答辩材料。

答辩时可使用幻灯片对参赛作品进行演示，组委会将提供数

字投影仪及电脑，严禁参赛团队自行带电脑入场。幻灯片播放软

件为 windows10系统的微软办公软件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13。投屏展示比例 16：9，音频、视频播放软件为暴风影音 5。

为确保兼容，请不要使用 IOS系统、WPS软件以及特殊字体等。

（三）其他要求

公开答辩由项目团队学生独立完成，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向选

手进行提示或帮助。

需要进行实物展示的参赛队伍，请于答辩当天自行携带至答

辩教室，体积过于庞大的实物请做成幻灯片或模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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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答辩将通过钉钉、学习通等平台全程直播，请各个高校

组织观摩学习。

九、“创客秀”

为加强各参赛高校之间的交流学习，组委会在决赛期间举行

线上大学生“创客秀”（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入围决赛作品

需根据要求自行设计展板，组委会将统一上传至建行小程序“校园

e码通”展示，供各高校学习交流。（具体要求见附件 5）

十、其他事项

（一）请各参赛学校尽快通知晋级团队，以便做好备赛准备。

（二）请各学校根据决赛日程安排，落实好展示端的配置工

作以及项目团队的参赛保障工作。各学校展示端比赛必须全程录

音录像，并将相关资料保存至少 3个月备查。

（三）请各参赛学校严格遵守属地疫情防控要求。

（四）其他未尽事宜将另行通知，请密切留意各赛事联络群

消息。

（五）联系方式

省教育厅高教处姚晓敏，联系电话：0571-88008979

嘉兴学院陈银霞，联系电话：0573-85624280

电子邮箱：yinxiachen@zjxu.edu.cn

通信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嘉杭路 118号

邮政编码：314001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李斌，联系电话：0573-89978123

电子邮箱：jyb@jxvtc.edu.cn

宁波大学联系人钱方兵，联系电话：0574-876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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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入围决赛名单
（高教主赛道）

序号 项目 组别 学校

1 X-spider 全地形智能交互平台 本科创意组 浙江大学

2 万物有声—国内首创AI后期声解决方案提供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大学

3 TruSense—基于个性化医疗的临床检测分析平

台
本科创意组 浙江大学

4 Goprint—多功能智能打印机先行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大学

5 阿蚂神护：为您提供全套数字版权保护及交易

方案
本科创意组 浙江大学

6 松果 AI助眠—让中国人睡觉好，睡好觉，好睡

觉
本科创意组 浙江大学

7 提亚光电—非接触式化学检测领军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大学

8 欣心三维科技 本科创意组 浙江大学

9 空介—虚拟数字人物 IP的多场景应用 本科创意组 中国美术学院

10 reHAB健康助手—基于脑机交互的家庭康复外

骨骼系统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1 量光科技—精准稳定的一体式激光功率检测系

统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2 本草云智检—中药材质量的捍卫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3 河岸清道夫—人工智能环保船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4 环氢科技—极端环境下材料研发检测专家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5 华耀智测—全球首创智能磁感应钢筋检测医生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6 康尔雪科技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17 面向膝关节运动康复的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系

统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18 基于超分辨率放大修补技术的图像处理平台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19 鹿鸣呦呦—打造国内首个AI+AR沉浸式诗文吟

诵平台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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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睿达科技—毫米波吸波材料领航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1 黛玉—新品种紫色水果玉米全国推广领军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2 超膜环科—印染废水有机金属复合超滤领航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3 金优科技—全国农作物高效光合育种先行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4 致实科技—领航道路压实质量监控“智”时代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5 “会呼吸”的椰纤维—国内可降解果蔬包装领跑

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6 蓝鲸科技—您专业的船舶导航管家 本科创意组 宁波大学

27 焕余生—全量资源化餐厨垃圾处理领跑者 本科创意组 宁波大学

28 因多瑞尔—高活性血管生成抑制类肺癌药物 本科创意组 宁波大学

29 超碳科技—国内首家水溶性单层石墨烯粉体供

应商
本科创意组 宁波大学

30 甬健医疗—国内首创纳米多孔金无创血糖仪供

货商
本科创意组 宁波大学

31 环宝科技—国内首家有机固废低碳循环处理方

案提供商
本科创意组 宁波大学

32 辛束科技—生物质赋能纤维开拓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理工大学

33 物联智建—装配式建筑数字化管理系统开拓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理工大学

34 教有方，云无界—体育 AI教育领跑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理工大学

35 AI骨尺—脊柱畸形 AI自动测量分型系统 本科创意组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36 森化环保—含氯 VOCs废气创新治理开拓者 本科创意组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37 卡瑞汀-β-胡萝卜素纳米运载技术破冰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38 异曲同工—基于视频场景识别技术的智能配乐

平台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39 裕鑫科技—无抗生猪养殖的护航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40 智净生活—全屋立体清洁的先行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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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42 51商课游—跨境电商实战人才精准孵化服务商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43 融晶科技—移动端面部多模态融合的领跑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44 光仪科技—基于空间标尺及晶圆检测的科技研

发公司
本科创意组 中国计量大学

45 汇成堂—百年铺灸的创新之路 本科创意组 浙江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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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数字化正畸治疗的先锋者—美欣口腔工作室 本科创意组 浙江中医药大学

47 “蒸蒸日上”新型海水淡化材料 本科创意组 浙江海洋大学

48 清道夫—基于互联网+智能运维平台的农田生

态沟渠管家
本科创意组 浙江农林大学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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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创意组 浙江农林大学

50 奎博—结直肠癌个体化多肽疫苗领航者 本科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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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

52 智印医骨—复杂性骨折三维辅助医疗的“领军

人” 本科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

53 宠物病原体专家—分子探针快速检测 本科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

54 心事记—可穿戴智能心电仪引领者 本科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

55 肌力测量手术镊 本科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

56 水污侦缉—水体重金属检测及资源化处理攻坚

者
本科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

57 寻音觅迹—新一代光子拾音器 本科创意组 浙江科技学院

58 生源科技—全国水产病毒检测技术领跑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科技学院

59 智决—智能仓储的引领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科技学院

60 柔电直写科技—智引柔性电子制造新模式 本科创意组 嘉兴学院

61 聚能科技—电池高性能化“赋膜者” 本科创意组 嘉兴学院

62 益志新材料—抗病毒冷链包装材料领航者 本科创意组 嘉兴学院

63 若土有稻—下一代水稻育秧基质行业标准引领

者
本科创意组 嘉兴学院

64 无抗益添—中药生物破壁技术开创者 本科创意组 嘉兴学院

65 微纳丝—开创生物面膜基布新时代 本科创意组 嘉兴学院

66 江瀚环保—工业污废绿色治理全球引领者 本科创意组 嘉兴学院

67 云惠科技—筑梦青少年 AI教育 本科创意组 温州大学

68 火眼金睛—烟雾检测火灾预警智能系统 本科创意组 温州大学

69 绍凝科技—中国首选新能源汽车电池隔热材料

定制专家
本科创意组 绍兴文理学院

70 居安阻燃—争做面料阻燃剂创新者 本科创意组 绍兴文理学院

71 燃盾科技—韧性城市阻燃保温材料领跑者 本科创意组 台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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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环境黎明，填埋新生”清洁型垃圾填埋器及相

关产品
本科创意组 台州学院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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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创意组 丽水学院

74 魔音科技—柔性超薄发声器件的全球首创者 本科创意组 宁波工程学院

75 环碳科技—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专家 本科创意组 宁波工程学院

76 火花科技—国内电火花机床辅件系统定义者 本科创意组 宁波工程学院

77 智慧巡检员—变电站巡检技术领航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78 AI Planting—盆栽养护智能管家平台 本科创意组 浙大城市学院

79 NewFit—基于AI精准视觉的运动健康管理专家 本科创意组 浙大城市学院

80 “路见不平”—道路病害检测的智能管家 本科创意组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81 九叶沛灵—全球抗 ED产品的创新者 本科创意组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82 火眼金睛—工业产品 ID追溯服务的领航者 本科创意组 温州理工学院

83 易启播—争做一站式融媒直播服务的领军者 本科创意组 温州理工学院

84 第七空间—国内首款宿舍隔音床帘 本科创意组 温州理工学院

85 造梦空间—大众定制游戏模组先行者 本科创意组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

学院

86 瑕疵必现—基于机器视觉的发动机缸体内壁缺

陷检测系统
本科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

学院

87 AI纺织纤维检测—国内智能纺织检测行业的革

新者
本科创意组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

88 石墨烯环氧重防腐涂料-搅动重防腐涂料领域

的鲶鱼
本科创意组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

89 趣壳—新鲜稻米营养到家 本科创意组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

90 光点传媒—优质知识类短视频服务区 本科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商学院

91 肾净—打造肾病高疗效的攻坚者 本科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

学院

92 卡库纳纳米球—女性乳腺抗癌 本科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

学院

93 安心定制—编织数字化幼儿健康防护网 本科创意组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

江学院

94 安全之盾—毫米波雷达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 本科创意组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95 “迈瑞科技—国内首创抗辐射，耐老化，高韧性 本科创意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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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镧记忆树脂新助剂”

96 鼎立“芯”助—致力于提供芯片检测智慧解决方

案
本科创意组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97 绿色生态守护“菌”—畜牧养殖污染治理专家 本科创意组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98 适“缝”其时—探索基于物联网智能平缝机技术

的新时代
本科创意组 浙江开放大学

99 智创未来—给绷缝机插上智能化互联网+翅膀

的奔涌者
本科创意组 浙江开放大学

100 纤觉智能—基于微纳光纤的新一代超灵敏传感

器引领者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01 跨阅科技—大跨空间结构安全守护者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02 一拍即合—全球首创通用组织封堵剂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03 牙颌建筑师—个性化口腔修复革新者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04 海洋之星—水下机器人领航者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05 智鉴科技—国内首创的中药质量快速检测系统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06 陆海空一体—激光雷达立体环境监测平台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07 精准微创手术领航员—肾介入输尿管手术导航

系统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08 微纳卫星心脏—一种超高功率密度的光储能量

路由装备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09 智囊生物科技—全球个性化囊泡医学领航者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10 鹊时科技—全球领先的肿瘤精准用药智能决策

专家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11 绝对零度—高效制冷，极速锁鲜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12 雷诺智能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大学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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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14 碳能新科—引领智能电热材料新航向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15 丙酮智造—丙酮酸家族绿色生产最优解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16 全球机电装备网络化运维服务引领者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17 VentCare—全球首创呼吸机智能辅助决策平台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18 高安全低成本柔性锌基电池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19 博源环鑫—化工领域高效混合装备的领航者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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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OLED发光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应用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121 检菌鲜生—全自动生鲜食品致病菌安全检测设

备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122 锌空科技—引领高性能锌空电池可充新时代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123 星路通信—“动中通”天线全球领航者 研究生创意组 宁波大学

124 智泠科技—国内领先的铝合金液冷板供应商 研究生创意组 宁波大学

125 法卡普森—多靶点抗阿尔兹海默病药物 研究生创意组 宁波大学

126 贝卡科技—高效脱氮污水处理专家 研究生创意组 宁波大学

127 策马奔富—海马规模化繁育领导者 研究生创意组 宁波大学

128 中宁精控—全球领先的高性能超声电机供应商 研究生创意组 宁波大学

129 绿沃新材—生物全降解塑料母粒的破壁者 研究生创意组 宁波大学

130 银光科技—国内领先的高性能太阳能电池片供

应商
研究生创意组 宁波大学

131 晏清科技—新一代多极化吸波器定义者 研究生创意组 宁波大学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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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创意组 宁波大学

133 老有所浴—国内智能无障碍助浴设备领航者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理工大学

134 "敏"智之选—食物过敏原精准检测解决方案提

供商
研究生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135 “植齿填牙”的曙光：牙骨再生因子“bFGF” 研究生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

136 抗菌先锋“派普肽”—国内抗菌肽医药创新技术

领军者
研究生创意组 温州大学

137 跃动客体育—青少年体育教育的科学施教与规

模运营
成长组 浙江大学

138 拼格—5G场景下的创意科技运用 成长组 中国美术学院

139 弧米科技—跨境企业优质服务商 成长组 浙江工业大学

140 不路服饰—复古国潮服饰定义者 成长组 浙江理工大学

141 智磁传感—精密磁测行业拓疆者 成长组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42 归源环保—危废处置最后一公里终结者 成长组 浙江工商大学

143 宝宝馋了—打造母婴辅食优质品牌 成长组 浙江海洋大学

144 命运多舛，历久弥坚—一个新农人求知创业成

长的艰辛历程
成长组 浙江农林大学

145 星斗科技—新能源智慧路灯领跑者 成长组 浙江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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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比翼科技：国内无人机反制系统领跑者 成长组 嘉兴学院

147 橙愿文化—国内领先的实景文化产品品牌开发

商
成长组 浙大城市学院

148 渔夫原创—打造“她经济”席卷下的网红 IP市场 成长组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149 创帆新材料—海洋基建守护者 成长组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

150 冰山文创—县域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践行者 成长组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商学院

151 耀眼的百合 成长组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152 希谱科技—微型光谱仪民用化划时代革新者 初创组 浙江大学

153 由图智能识别系统 初创组 浙江大学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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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创组 浙江大学

155 鹰诺科技创新教育 初创组 浙江大学

156 库叮科技—青少年校外科技创新教育践行者 初创组 浙江大学

157 JOY SMART智行—城市交通智能化实时精准

调度中枢
初创组 浙江大学

158 迈联智慧—基于脑机接口的主动康复机器人 初创组 浙江大学

159 麻辣数据—AI时代赋能者 初创组 浙江大学

160 高爷家猫粮—打造年轻化宠物猫全生命周期品

牌
初创组 浙江大学

161 奥菲生物—齿面术后护理专家 初创组 浙江大学

162 立派科技—微信智慧支付领航者 初创组 浙江工业大学

163 轴城科技—重载轴承强化的中国力量 初创组 浙江工业大学

164 拜格医药—新型肿瘤靶向多肽智造引领者 初创组 浙江工业大学

165 海纳体育—中国首个数字化青少年足球培训机

构
初创组 浙江师范大学

166 “一点就够”—年轻人都在用的网红智能厨具 初创组 浙江师范大学

167 蟹亿水产—高质量海蟹种苗繁育领军者 初创组 宁波大学

168 甬上佳鱼—高品质大黄鱼全产业链架构商 初创组 宁波大学

169 佳渔芯创—虾蟹疾病防控一站式平台供应商 初创组 宁波大学

170 紫芯光电—国内氧化镓半导体产业先行者 初创组 浙江理工大学

171 博瑞科技—管道设备腐蚀防控管家 初创组 浙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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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振平科技—用“超声＋”构建金属加工新未来 初创组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73 仲台—传统中式早餐数字化引领者 初创组 浙江工商大学

174 恒东特猎—面向用工难企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商 初创组 浙江工商大学

175 宏德智能：国内首家土壤原状取样智能机器人

服务商
初创组 浙江工商大学

176 量益科技—晶体自动化专用设备的研制和完善

者
初创组 中国计量大学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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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创组 浙江农林大学

178 英弗特科技—“大档案观”背景下智能数字化建

设领航者
初创组 浙江农林大学

179 安舒康达新型多功能人工智能床垫 初创组 温州医科大学

180 华卯智能—全球首家能源管道智能阴极保护系

统
初创组 浙江财经大学

181 芯毅智能—全卫智能健康领跑者 初创组 浙江科技学院

182 发光星球—开创独特的流量矩阵新模式 初创组 浙江传媒学院

183 国内家庭 AI安全系统开创者 初创组 浙江树人学院

184 曜晖科技—全球高端生科医疗器具国产化引领

者
初创组 杭州师范大学

185 竞合智造智能高效电弧增材制造领跑者 初创组 温州大学

186 仁潇机械—国内工业智能减速机的开创者 初创组 绍兴文理学院

187 牛齐新材料—行业领先的新型石膏基添加剂供

应商
初创组 绍兴文理学院

188 美氧科技—纳米级水性防锈技术颠覆者 初创组 宁波工程学院

189 夏小满—文博历史新表达的创新者 初创组 宁波工程学院

190 青砖科技—Amazon最火的专业健身器械品牌 初创组 宁波工程学院

191 澳锐森—新型集成屋面供应商 初创组 嘉兴南湖学院

192 卓通物联（金华） 初创组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

学院

193 半球谐振陀螺—高精度导航领导者 初创组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

194 泽熙—中国知名抗震支撑系统服务商 初创组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商学院

195 狄赛生物科技—全球免疫再生修复领跑者 师生共创组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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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鑫叶科技—突破高性能叶片制造壁垒 师生共创组 浙江工业大学

197 先手智能—全球首创 AI赋能手部生物特征识

别技术
师生共创组 浙江工业大学

198 闪熠能源—全球商用超快充锂离子电池行业开

拓者
师生共创组 宁波大学

199 AI驱动无创胃癌全周期精准检测开拓者 师生共创组 宁波大学

200 甬创智能—单细胞质谱仪全球开创者 师生共创组 宁波大学

201 科灵环保—印染废水处理及资源化先驱 师生共创组 浙江理工大学

202 胜毅膜材—高端 PTFE微孔膜领航者 师生共创组 浙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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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共创组 温州医科大学

204 血浆基水凝胶—个体化促软骨修复及抗免疫排

斥
师生共创组 温州医科大学

205 欧蕊安—卵巢癌精准早筛行业的领跑者 师生共创组 嘉兴学院

206 嘉来科技—助力伺服运动控制设备智能化 师生共创组 嘉兴学院

207 芮康生物—国内最大的海藻低聚糖提取工艺服

务商
师生共创组 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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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入围决赛名单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序号 项目 组别 学校

1 见君数字城镇—数据驱动基层乡镇振兴 创业组 浙江大学

2 数字鱼—助力水产养殖小微个体 创业组 浙江大学

3 绘甜农业—热带高效农业领跑者 创业组 浙江大学

4 番花似锦—藏红花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创业组 浙江工业大学

5 风吹稻浪—土地认养助农平台搭建者 创业组 宁波大学

6 传家宝：让青田石雕走进千家万户 创业组 宁波大学

7 “智”在“碧”得—新一代农村污水治理引领者 创业组 浙江工商大学

8 乡运汇锦—解码乡村运营，助力振兴跑出加速

度
创业组 浙江财经大学

9 非遗品牌化助力脱贫脱困地区乡村振兴 创业组 浙江科技学院

10 “粽”横江湖 创业组 嘉兴学院

11 果盒文化—打造中国原创“沉浸式”党史学习教

育新体验
创业组 宁波财经学院

12 银巢未来—专注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企业” 创业组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13 以“芯”暖心—新疆低碳富民模式的开拓者 创业组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

院

14 安绿苹果—助力果农增收千万的“致富果” 创业组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5 彩茧金丝—全球功能性彩茧产业化推广运用领

军者
创意组 浙江大学

16 鲜米时代—科技赋能农田生态治理助力乡村振

兴
创意组 浙江大学

17 灵眸科技—助力视障人群美好生活 创意组 浙江大学

18 乡土中国虻—科学垃圾处理助力美丽乡村 创意组 浙江大学

19 永吾乡—打造全国首个乡建思政课堂助力乡村

振兴
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20 迅鲜—水产品速冻锁鲜服务提供商 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21 泔净生活-城镇易腐垃圾就地生物法处理新体 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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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22 百里飘香—小小野草铺就西北部乡村振兴之路 创意组 浙江工业大学

23 蓝途农创—中国大果型蓝莓规模化种植开拓者 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4 Doctor Breast—全国乳腺肿瘤早筛“专家” 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5 华稻兴镉地—全国首创耕地镉污染生态治理新

方案
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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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7 移动渔医—全国首创便携式虾蟹疾病诊疗平台 创意组 宁波大学

28 光藻科技—微藻贴壁技术净化水质的先行者 创意组 宁波大学

29 虾满户—现代化对虾养殖集成设备开发商 创意组 宁波大学

30 锦绣前程—“织锦”创新激活乡村经济振兴 创意组 浙江理工大学

31 眼见幸运—一站式社区眼健康服务平台 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32 浆果宝—以技术赋能浆果保鲜驱虫升级 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33 隔镉不入—边生产边减控农作物镉污染的先行

者
创意组 浙江工商大学

34 金淳本草—研百草种植新技术，造乡村振兴新

引擎
创意组 浙江中医药大学

35 鱼跃笼门—用鱼肉小笼包撬动乡村经济新发展 创意组 浙江农林大学

36 藻到村藻到户，生态富民两不误 创意组 嘉兴学院

37 薪传—少儿红色主题文化传播者 创意组 嘉兴学院

38 “嘉里红”：解码红色文化魅力，打造地方文创

“金矿” 创意组 嘉兴学院

39 清源环保—农村污水治理模式革新者 创意组 温州大学

40 红心匠造—垦荒精神传播实践者与服务商 创意组 台州学院

41 相约乡愁—精准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农人 创意组 丽水学院

42 再接再蛎—振兴乡村牡蛎经济的先锋力量 创意组 宁波工程学院

43 智恒卫士—打造畜牧业数字化智能繁育系统 创意组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44 瓯越韵—非遗技艺传承创新，助力乡村文旅振

兴
创意组 温州理工学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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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46 哈尼人家—让云上古茶香飘万里 创意组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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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红心铸魂 匠心筑桥—中国古桥传承与创新的

开拓者
创意组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8 “薯”光—中国生食马铃薯种植技术领军者 创意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49 星火燎原—智慧农民引领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

振兴
创意组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 以笛会友—普及传统笛子文化之路 创意组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 朝麦夕拾—秸秆变废为宝，助力乡村振兴 创意组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2 橡皮人工作室—全面乡村振兴的文商协同平台

运营者
创意组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53 文物方舟—科技赋能 文物数字化保护领军者 公益组 浙江大学

54 创享公益，人人有益—做青年“造血式”公益领

跑者
公益组 浙江大学

55 让乌骨鸡变身“金凤凰”—乌骨鸡标准化养殖乡

村振兴领跑者
公益组 浙江大学

56 童心卫士—守护先心宝贝，服务健康未来 公益组 浙江大学

57 心巢公益—打造“银龄赋能银龄”新模式的 5A
级公益组织

公益组 浙江大学

58 百丈“公益小镇”—精准助力乡村振兴的催化者 公益组 浙江大学

59 乡野艺校 公益组 中国美术学院

60 画说党史—让红色基因“活”起来 公益组 浙江工业大学

61 智农三宝—新三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领航者 公益组 浙江工业大学

62 聆光行·“影”路人—盲人无障碍电影公益项目 公益组 浙江师范大学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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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组 浙江师范大学

64 奔涌千里—“支教＋”滴水爱心公益团 公益组 宁波大学

65 南风合唱—全链式基层合唱公益践行者 公益组 宁波大学

66 手筑红心—红色模型创新红色文化教育 公益组 浙江理工大学

67 “焕然衣新”—废旧服饰品回收再利用公益项目 公益组 浙江理工大学

68 商大社工联盟-基层公益力量成长的摇篮 公益组 浙江工商大学

69 融爱计划—做心智障碍群体的赋能者 公益组 温州医科大学

70 拇指宝贝—先天四肢畸形儿童多维救助体系先

行者
公益组 温州医科大学

71 生命相髓—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推广公益新模

式首创者
公益组 温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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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天使之吻—唇腭裂儿童家庭关怀服务持续赋能

项目
公益组 温州医科大学

73 生命之光—国内器官捐献新思维的领航者 公益组 温州医科大学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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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组 温州医科大学

75 益肤生—打造难愈性创面患者救助公益行动新

标杆
公益组 温州医科大学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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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组 浙江科技学院

77 重拾乡音—中国方言文化的记录者与传播者 公益组 嘉兴学院

78 初心红传—新时期思政教育第一课堂 公益组 嘉兴学院

79 把心捂热—植物人及家属关怀项目 公益组 杭州师范大学

80 莳光逐梦—乡村文化振兴的践行者 公益组 杭州师范大学

81 微公益—数字公益平台的“温州”样本 公益组 温州大学

82 知心绘本—全国留守儿童心理疗愈模式的领跑

者
公益组 温州大学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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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组 绍兴文理学院

84 家园守望—传统村落全面振兴的助推者 公益组 台州学院

85 黑乐空间—盲人客服培训专家 公益组 宁波工程学院

86 360°治高点—未来社区治理场景的营造者 公益组 宁波工程学院

87 浙漾公益—全国首个工业集聚区服务模式的奔

涌者
公益组 宁波工程学院

88 法趣小纵队—致力于打造中国创新普法第一先

锋团队
公益组 温州理工学院

89 聚焦 DMD，为爱护航—DMD追梦关爱服务中

心
公益组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

院

90 菁莪·与家同行—浙江首个关爱“新市民”家庭

教育的帮扶平台
公益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91 绿荫候鸟学堂 公益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92 青牵万—青年牵手万村景区建设 数智驱动乡

村振兴
公益组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93 优逝善终，爱暖余晖—宁波安宁疗护志愿服务

引领者
公益组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94 爱撒无声—儿童言语康复服务领先者 公益组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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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入围决赛名单
（职教赛道）

序号 项目 组别 学校

1 行星研究所—中国原创娃衣盲盒领跑者 创业组 浙江师范大学

2 喜果—中国无花果第一品牌 创业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 吟双夕原创汉服 创业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4 CYME定制—个性化信息输入设备领跑者 创业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5 鲸创贸易—水产鱼货的极速供应商 创业组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6 研创科技—厘米级物联定位领航者 创业组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7 KK塑形，健康生活 创业组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8 蛋屋宜宿—国内移动式共享住宿服务引领者 创业组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9 指尖上的传承—王介明剪纸工作室 创业组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10 明厨亮灶—物联网和餐饮油烟监管控一体化综

合解决方案
创业组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1 敲糖帮—浙江省最大的古法红糖生产基地 创业组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2 百凝茉香·与茶相恋—年销售额超 3亿的茉莉花

茶领导品牌
创业组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3 优旭气动掘进设备全球一站式解决方案供应商 创业组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14 白鹤东南“非”—最懂非洲的研产销一体日化行

业新星
创业组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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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组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16 “样”样精彩—特色田园综合体“EPC+O&M”模
式的领航者

创业组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17 启正医疗—中国最具潜力的非药品健康综合服

务商
创业组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18 向天农业：小茶苗撬动大格局的“三牛精神”践行

者
创业组 国家开放大学浙江分部

19 米小兔数据伴侣—值得信赖的直播营销数据平

台
创业组 国家开放大学浙江分部

20 Rosellete洛尘—保险集成管理系统的领航者 创业组 国家开放大学浙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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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跃然纸上—优质纸艺教玩具 涵养自信东方娃 创意组 浙江师范大学

22 一管通—稳定型人工泪管 创意组 温州医科大学

23 活布生艺—打造创新拼布，弄潮美育课程 创意组 嘉兴学院

24 品非遗，绘传承—趣玩非遗巧制绘本工坊 创意组 嘉兴学院

25 Acam—家庭 AI安全系统开创者 创意组 浙江树人学院

26 云知盘中餐 创意组 温州大学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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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组 丽水学院

28 蛋白君—新时代保肠护胃领跑者 创意组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9 “柔芯”助造中国桥—桥梁施工抗裂技术引领者 创意组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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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组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1 “果”如其然—药食两用全果陈皮化创始者 创意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2 精智科技—中小企业智能终端设备“大脑”供应

商
创意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3 驭“速”科技—国内联合收割机高效低损变速箱

领跑者
创意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4 追“循氮”之路—国内低压铸造氮气循环先行者 创意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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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6 百变“摩”换—国内首个摩擦片生产设备自动化

升级方案
创意组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37 纤回新生—废旧化纤材料创新改性应用 创意组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38 诚创科技—异形零件流畅生产守护神 创意组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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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组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40 Android五轴数控系统—为中小数控设备提供

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创意组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1 旅邦科技，中小旅行社数字化革新引领者 创意组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42 基于十线制双牵引道岔故障检测装置 创意组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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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组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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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组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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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逸享科技—智能可爬楼梯清洁设备研发与产业

化先行者
创意组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 电纺科技：柔性织物电极锻造体联网时代的“中
国芯” 创意组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47 一诺千金—污泥资源化处理的领航者 创意组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48 智享安康—一种面向瘫痪人群的多功能智能轮

椅床
创意组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9 溜娃神器—多功能亲子出行婴儿车 创意组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0 宇迪渔具—混合聚乙烯 9PE鱼线创造者 创意组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 碧康生物—西兰花茎叶综合利用技术服务先行

者
创意组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2 桑辉科技—全球首创物联式精油提取解决方案

提供商
创意组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53 酣寐耳机—软硬内容一体助眠概念首创者 创意组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4 电路安全指南针—为家庭用电安全保驾护航 创意组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5 松果新材料—打造首款户外木制家具防水新材

料
创意组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6 《冷暖“智”知》—智能控温服装设计 创意组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7 基于动态影像深度学习的远程智慧守护系统 创意组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8 若水思源—国内镶嵌式护坡引领者 创意组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59 数字化水利水电云监管平台—浙江省水库运维

管理引领者
创意组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60 一“糯“千金—糯米山药产业升级开拓者 创意组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61 安安—安全生产巡检机器人 创意组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62 锁向披靡—国内自动螺丝机行业领跑者 创意组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

心学校(鄞州中等专业学

校)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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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组

慈溪杭州湾中等职业学

校

64 智慧鳗选—活鳗分选保鲜灌装装备领跑者 创意组 国家开放大学浙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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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入围决赛名单
（国际赛道）

序号 项目名称 组别 学校

1 非夕科技—新一代通用智能机器人定义者 普通组 浙江大学

2 E-Green Box 普通组 浙江大学

3 生息全自动干细胞培养设备 普通组 浙江大学

4 探循科技—颠覆式无废城市建设前端解决方案 普通组 浙江大学

5 分布式超算 D-HCP 普通组 浙江大学

6 吐槽机器人 普通组 浙江大学

7 巨印科技—突破Micro LED显示瓶颈的巨量微转

移技术引领者
普通组 浙江大学

8 SEG光谱科技开启全民食品安全检测时代 普通组 浙江大学

9 Biocontrol pesticides based on Protein Elicitor
PeaT1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griculture of Uganda 普通组 浙江工业大学

10 Green Recycling and high-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e-waste 普通组 浙江工业大学

11 5G Wave Absorbing Material—The Turning Point
Of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普通组 浙江师范大学

12 Super Membrane 普通组 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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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onfucius new future-Online Chinese Education 普通组 浙江师范大学

15
ZEMA 零疟科技—一种便携式疟疾检测仪(Zero
Malaria in Africa——A portable malaria detection
device）

普通组 浙江师范大学

16 BONG-GO 普通组 浙江师范大学

17 Self-defined Space—Innovative Three-direction
Refrigeration 普通组 浙江师范大学

18
New Mode of Chemical Gas Transportation ：
Innovation based on intelligent IoT and advanced
filler materials

普通组 浙江师范大学

19 SUNMOON 普通组 浙江师范大学

20 “三维医体”—马达加斯加 3D医疗影像开拓者 普通组 宁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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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舒心掌聊—跨国中医心理疗愈平台 普通组 宁波大学

22 拾味科技—新加坡绿色智能移动厨房领跑者 普通组 宁波大学

23 “云+”硬件—新型 PCB跨境智造领跑者 普通组 宁波大学

24 WILL科技—医疗物资智能配送设备研发团队 普通组 宁波大学

25 罗寻科技—跨境电商多语言客服一站式解决方

案提供者
普通组 宁波大学

26 Shadmart：中孟跨境电商第一品牌 普通组 宁波大学

27 聚晶科技—半导体衬底加工领跑者 普通组 宁波大学

28 梅鲁甄选（MERU）—让墨西哥遇见中国好物 普通组 宁波大学

29 绿膜科技—碳化硅陶瓷膜先行者 普通组 浙江理工大学

30 德丽洁—生态厕所先行者 普通组 浙江理工大学

31 I’CA，跨境短视频一站式服务平台 普通组 浙江工商大学

32 Yu Shan Fang—Creating Chinese palace medicinal
cakes and spreading Chinese medicinal food culture 普通组 浙江中医药大学

33 Yueban Tech—Marathon Sports Medical Leader 普通组 浙江中医药大学

34 Qiming Technology—the protector of bright eyes 普通组 浙江中医药大学

35 中药线香，香飘健康—ChineseHerbalJossStick，I
ncenseofStickBenefits 普通组 浙江中医药大学

36 Pioneer of AI in TCM Prescription 普通组 浙江中医药大学

37 移动“清道夫”—可控压便携式负压引流系列产品 普通组 温州医科大学

38 OptimalRefraction -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planning platform for refractive surgery 普通组 温州医科大学

39 Yishuiq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普通组 温州医科大学

40 A&O营养粉—助力非洲营养不良儿童健康成长 普通组 温州医科大学

41 SC Biotechnology ： Surface Coating of Medical
Devices 普通组 温州医科大学

42 CKFC“一站式”人才赋能平台—点亮留学生的“中
国梦” 普通组 浙江财经大学

43 清创夫 普通组 浙江科技学院

44 ZhiYan - Traffic Congestion Optimization System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普通组 浙江科技学院

45 CitrusEngine— AI Citrus Pipeline Inspection 普通组 浙江科技学院

46 天天见“棉”：全棉洗脸巾领导者 普通组 嘉兴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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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Navigator of multifunctional ceramic fiber filter for
denitrification and dust removal 普通组 绍兴文理学院

48 Advanced Green Anti-Flaming Technology 普通组 台州学院

49 Veblen Motor 普通组 宁波工程学院

50 Look Technology - the pioneer of OCT- based
technology for fundus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普通组 宁波工程学院

51 YAYAGUAI 普通组 宁波工程学院

52 Earth Weaver - a pioneer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manufacturing 普通组 宁波工程学院

53 Green Plan 普通组 宁波工程学院

54 Pulse Code 普通组 宁波工程学院

55 Blue Ocean Technology 普通组 宁波工程学院

56 The Midas Touch 普通组 宁波工程学院

57 Xllent 普通组 宁波工程学院

58 meet and educate 普通组 宁波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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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组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60 寻星设计—不辜负每一份设计背后的用心 普通组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61
SHI XIAN SHENG FOOD PURIFIER - A
Leader of Health(食鲜生净食器—引领健康新潮

流)
普通组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62 葡滇之下—葡萄的新型产业化模式 普通组
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63 贝尔苏—非洲地道美食的摇篮 普通组
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

64 Groupon @ Home 普通组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65 e带易创—东南亚电商 e站式综合服务领航者 普通组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66 Wento technology：Fully degradable new solution
provider 普通组 多伦多大学

67 Create an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for classrooms
and small classes 中东欧专场 浙江师范大学

68 绿创科技 Rego—基于快递包装改革的环保生活

开拓者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69 The Green Dimond—波兰蔺草制品开拓者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70 ZIGI—源自乌克兰的环保纸袋探索者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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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飞步运动科技—仿生性运动科技领跑者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72 E - MO 摩洛哥首家新能源整体出行方案提供者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73 Flow Pr—宁的茶叶管家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74 睿行 Hungary—无人酒店服务管理系统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75 SCC智冷宝：为中国—中东欧物流保驾护航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76 KNIGHT BM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77 智辉—波兰智慧家居理疗养护服务新模式开拓

者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78 中欧大鹭桥—甬领“1+17”中-中东欧文旅交流 中东欧专场 宁波大学

79 Dumpling course 中东欧专场 浙江工商大学

80 3INDER AR CUBE 中东欧专场 浙江工商大学

81 the Spring of Skin—the forerunner of precise skin
repair 中东欧专场 温州医科大学

82 The Secret of Spring—the manufacturer of high
quality biological fiber mask base cloth 中东欧专场 温州医科大学

83 人类医疗命运共同体—医疗信息平等互通平台 中东欧专场 温州医科大学

84 Smarteye-Advanced Multifunctional Portable
Ophthalmic Instrument 中东欧专场 温州医科大学

85 Red tulip—the pioneer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e in
Chin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中东欧专场 温州医科大学

86 Bu Rui Kang - the pioneer of nanomaterials
medicine targeting breast cancer 中东欧专场 温州医科大学

87 Be Your Eyes - “4+X”新模式助推乡村教育 中东欧专场 浙江财经大学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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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欧专场 浙江科技学院

89 Nice团队—多功能纳米纤维素开创者 中东欧专场 浙江科技学院

90
Ancient Architecture Health Butler - Forerunner of
online monitoring and preventive protection for
global ancient architecture

中东欧专场 浙江科技学院

91 advanced climbing robot for hollowing detection 中东欧专场 宁波工程学院

92 Pandacy APP—基于人工智能的全球中文教育平

台
中东欧专场 宁波工程学院

93 Black spot's expert 中东欧专场 宁波工程学院

94 The Supplier of New Ocean Planting and
Preservation System 中东欧专场 宁波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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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Hydrogen technology 中东欧专场 宁波工程学院

96 Xiaomo manages the construction site（小默管工）中东欧专场 宁波工程学院

97 Capture Knowl 中东欧专场 宁波工程学院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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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创者）
中东欧专场 宁波工程学院

99
The Judge of Breast Cancer - The leader in
intelligent interpretation of HER2 pathology images
of breast cancer

中东欧专场 宁波工程学院

100 Mussels settle down（贻安家） 中东欧专场 宁波工程学院

101 嘉维贸易：重塑中欧文化互通的茶马新道 中东欧专场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102 Rovic Supplies E-Commerce company 中东欧专场
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103 5G数字教室解决方案提供商 中东欧专场
嘉兴职业技术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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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环节与内容 地点（场景） 参与人员

7月 14日 12:00前 答辩顺序现场抽签

报名

通过“校园大赛 e码
通”小程序进行报名

入围决赛

的高校代

表

7月 15日 9:30 答辩顺序现场抽签
嘉兴学院 14号教学

楼

入围决赛

的高校代

表

7月 15日 12:00前 参赛团队报备上场

答辩人员身份信息

嘉兴学院、嘉兴职业

技术学院、宁波大学

各赛道参

赛团队

7月 16日 16:00前 金钥匙争夺赛报名
通过建行“校园 e码

通”报名

进入决赛

且有意向

落地的项

目团队

7月 16日 24:00前 完成展示端搭建及

比赛场所布置
各参赛学校

赛事工作

人员、设备

及网络技

术人员、志

愿者

7月 17日 8：30开始

主要

赛道

模拟

测试

高教主赛道 评审端：嘉兴学院

展示端：各参赛学校

（测试顺序在钉钉

群通知）

各评审端、

展示端工

作人员、各

参赛团队

“红旅”赛道

职教赛道

7月 18日

12:30
开始

国际赛道中东欧

专场模拟测试

评审端：宁波大学

展示端：各参赛学校

（测试顺序在钉钉

群通知）

13:30
开始

国际赛道普通

赛模拟测试

评审端：嘉兴职业技

术学院

展示端：各参赛学校

（测试顺序在钉钉

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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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 10:00开始

参赛团队二次模拟

测试：评审端、展

示端

评审端：嘉兴学院、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大学

展示端：各参赛学校

嘉兴学院

评审端、首

次测试问

题展示端

及参赛团

队

7月 20日

8：30-11：
30 国际赛道

普通赛决赛

评审端：嘉兴职业技

术学院

展示端：各参赛学校13:30-16:30

13:30-17:00
国际赛道

中东欧专场决赛

评审端：宁波大学

展示端：各参赛学校
18:30-21:00

7月 22日
8:30-12:00 高教主赛道、“红旅”

赛道、职教赛道

决赛答辩

评审端：嘉兴学院

展示端：各参赛学校

嘉兴学院

评审端、展

示端工作

人员、各参

赛团队
13:30-17:00

7月 23日

8:30-12:00 五强晋级赛
嘉兴学院 10号楼智

慧教室（同步直播）

原则上为

十七组排

名第一名

的团队

13:30-16:00
冠军争夺赛、

闭幕式

学生活动中心（同步

直播）

金奖项目

代表 1名+
各高校代

表 2名



32

附件 3

决赛上场答辩人员明细表

学校名称： 本校已落实决赛展示端答辩教室个数：

赛

道
组别 项目名称 答辩人员名字 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 项目联系人 手机号

1

2

3

1

2

3
1

2

3

1.为保证决赛上场答辩人员均为项目团队成员，决赛过程中需要采集人脸信息进行身份比对，凡是上报上场人员名单的，即表

示参赛学校及学生均对于此采集及核对行为予以同意及授权；大赛组委会保证此信息采集不会用作除本次竞赛身份比对以外的

其他任何用途。

2.请各高校分类填写此表格，并于 7月 15日 12时前将此表由所属单位盖章扫描成 PDF格式电子版及WORD分类发送至以下邮

箱：

高教主赛道、“红旅”赛道及职教赛道项目：yinxiachen@zjxu.edu.cn，邮件主题命名为“学校名称+决赛上场答辩人员明细表”。
国际赛道普通赛项目：jyb@jxvtc.edu.cn，邮件主题命名为“学校名称+国际赛道普通赛+决赛上场答辩人员明细表”。
国际赛道中东欧专场项目：qianfangbing@nbu.edu.cn，邮件主题命名为“学校名称+国际赛道中东欧专场+决赛上场答辩人员明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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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建行小程序“校园 e 码通”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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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建行杯”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大学生创客秀”（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设计说明及提交

1.每个决赛项目设计1张海报写真，尺寸规格为1.8米（高）*0.8

米（宽）。模板矢量图详见钉钉群，请各高校联络人及时下载设

计。

2.在模板上填充图文内容时，不要改动模板的信息、比例等。

填充的内容中必须包括以下信息：学校（写全称）、参赛成员、

作品名称。注意：不同赛道，作品展示模板颜色不同，请选择对

应模板并填充。制作完毕后，请各高校将单个项目海报以“赛道+

组别+项目名称”命名，统一打包后再以“学校名称+创客秀+联系人

+ 联 系 电 话 ” 命 名 ， 于 7 月 16 日 12 时 前 发 送 至

yinxiachen@zjxu.edu.cn。后期将统一在建行小程序“校园e码通”的

“创客秀”栏目中进行线上展示。

3.未尽事宜，可联系嘉兴学院陈银霞老师，电话：

0573-8562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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