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团队负责人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1 “除膜防污，还一片净土”-残膜智能抽取装置 乔永超 潘铭杰 一等奖

2 儿童之家幼托服务中心-陪伴沉浸式教育一体化 孔佳莉 杨洁 一等奖

3 智能纸箱压缩打包回收装置系统 赖奕如 王海燕 一等奖

4 轻食——致力于高品质生活 高远 关永明  张学超 一等奖

5 光伏训练先锋—热斑巡检无人机 王煜皓
潘铭杰 董嘉伟

郭薇 刘立华
一等奖

6 岩墨传彩 中国岩彩的复兴，世界文化遗产的守护 李君竹 刘衔宇 一等奖

7
衍天科技——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数字文物展示

设计
江俊豪 杜孟琳 一等奖

8 云荟创-区块链数字艺术流通溯源平台 周琪龙 朱丽娟 一等奖

9 《国潮山海》—互联网+文创潮牌创新创业项目 陈喆 刘晓  鄢霞  陶俊杰 一等奖

10 瀚海智联---全水域“智卫”方案创导者 秦浩 董嘉伟 一等奖

11 新媒体数码领域扩展 朱啸文 任焕梅 一等奖

12 基于SLAM算法的危险环境探测机器人 陈宇浩 喻玲 一等奖

13 缤纷传媒——互联网营销生态SCRM 童晨昱 郭薇 一等奖

14 “运来商店”国潮品牌 王书杰 孙静媛  王鹏 一等奖

15 HINA—人类心疗计划 沙奕欣 金晓磊  张子健 一等奖

16 “宠物优+”专业寄养 陈欣瑜 李人晴 一等奖

17 医路伴—老年人陪诊引领者 陈诗麒 姚瑶  刘立华 一等奖

18 DMBro儿童青少年运动心理专家 许泽彬 高枫 一等奖

19 外挂式膝关节康复监测装置 陈凯 喻玲 一等奖

20
国货出海——“短视频+直播+达人”的跨境电

商新模式开拓者
王晨宇 高中理  尹卫华 一等奖

21 童心向党，声动我心 ——“悦”读者 朱敏耀 周曦  何妤如  沈慧萍 一等奖

22 “传·艺”——传承苗族古技艺 打造蜡染新名片 杨婉馨 贾存忠 一等奖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暨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上海建桥学院校赛获奖名单（高教主赛道）

注意：同一奖项，排名不分先后



23 非“童”凡响 郑昕雨 冉兴娟 一等奖

24 “新•艺”非遗小程序开发 黄世佳 李亭雨 一等奖

25 非遗当“潮”——非遗文化活态传承体验平台 朱婧 李艺冉 二等奖

26 AI.LIFE——物联网啮齿类宠物智能生态箱开拓者 范铭杰 万永权 二等奖

27 残障人士求职APP“大爱行” 俞家旺 俞旻琦 二等奖

28 听见上海的声音—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沪剧 黄可慧 柳邦坤 二等奖

29 大创平台——未来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孔彪 董嘉伟 二等奖

30 全媒体普法栏目《律晓法》 王欣慧 曹茶香  徐磊 二等奖

31
水木印社摄影工作室——找寻属于自己的摄影“

心”体验
殷千晋 王鹏 二等奖

32 智能数字屏 林汶欣 潘铭杰 二等奖

33 基于VR的音乐展厅的研究与设计 黄俊杰 朱丽娟 二等奖

34
碧海复还-基于于YOLO算法的图像识别水上垃圾

负压回收器
洪润豪 董嘉伟 二等奖

35 “你所期待的夕阳红”老年活动服务平台 乐仪霖 鄢霞  刘晓 二等奖

36 “UHeal”虚拟疗愈型IP 龚婕妤 高一方 二等奖

37 SMV--多功能自动点种育苗机先行者 杨远锋 董嘉伟 二等奖

38 基于图像识别的快递分拣系统 楼上之 郑光远 二等奖

39 冠霆 张周悦 陆军 二等奖

40 绿建—基于BIM技术的中国房屋装修新模式 乔立云 尚斌  刘立华 二等奖

41 智能电子席卡的设计与实现 王磊 戴智明 二等奖

42 沪上云耕——数字化劳动教育的开拓者 巫金淼 郭天慧  邵于豪  张巍 二等奖

43 “如影相伴”—智慧养老 陈光耀 沈通 二等奖

44
i康陪——一款以陪诊业务为基础的数字化健康

服务应用
何婷 田甜 二等奖

45 香草堂 苏佩瑶 华玉 二等奖

46 乐动24小时无人智能健身房 毕程龙 孙勇 二等奖

47 看准投微信小程序 尤志扬 朱丽娟 二等奖

48 桃李成蹊——现代化全面综合素质教育引领者 彭博 高中理  刘立华 二等奖



49 建桥干饭姐妹花 刘慧婷 王鹏 二等奖

50 非遗背景下的特色雕刻村规划与室内外环境设计 唐子鸣 张慧慧 二等奖

51 嗨派读书-青少年互联网读书会 徐尚伟 高中理 二等奖

52 一种用于疫情后期的小区门禁 丁宇豪 吴玉平 二等奖

53 快跑—基于游戏策略的跑步规划激励APP 何纪栋 朱丽娟 二等奖

54 创藤 张元元 刘立华  高中理 二等奖

55 趣智教——为打造成长教育平衡的教育APP 田乐鑫 展召敏 二等奖

56 星火战线——做元宇宙的魂 任珠灵 王鹏  沈通 二等奖

57 麻醉药物颗粒化智能管家 潘萧磊 黄海英 二等奖

58 “职选择你”——首个大学生职业体验平台 韩楠楠 王甜甜  高中理 二等奖

59 桑霓 臧志豪 王鹏 三等奖

60 物联惠农——智慧农业物联网系统建设方案 吴俊杰 董嘉伟 三等奖

61 “小队长”抗原自测回收机 张婧文 唐巳豪 三等奖

62 乐至校园综合服务平台 李欣泽 陆军 三等奖

63 	MY互联网家装购物平台 盛思敏 顾善文 三等奖

64 let's sport 共享运动器材 张国帅 王鹏 三等奖

65
互联网+“潮玩”二手潮信息发布以及交易平台

“玩趣”的运营
徐向阳 李晶晶 三等奖

66 基于MR技术《雷锋精神》虚拟展示系统 郭宇轩 张贝贝 三等奖

67 “零食盒子”无人售卖机 施文倩 潘苏水 三等奖

68 老有所“医”（老年智能陪诊服务） 段思颖 刘立华  戈智永 三等奖

69 F.A.S.T云享社会 蔡明萱 石启辉 三等奖

70 “通渠同协”机械多功能取卸应用 沈雯熹 贾存忠 三等奖

71 递次元 吴尔标 王峙清 三等奖

72 “有铭” 童忆 孟庆涛 三等奖

73 临港新片区特色新文创设计与开发 沈欣怡 黄昊源 三等奖

74 云视1430—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引领者 王鸿章 哈龙  费志杰  张庆立 三等奖



75
“智能新三农”—建设家庭式云种植及粮食分配

安全平台
陈悦 牛向南 三等奖

76 传统文化传播交互程序《循兽簿》的设计与实现 闫奕琼 祁曦 三等奖

77 “手之言”手语翻译器 吴越 沈通 三等奖

78 Finding自在找寻找器 骆肖肖 余卓立 三等奖

79 宠物乐园旅店 计佳悦 张良军 三等奖

80 “互联网+”现代创新农业 于华健 张家宁 三等奖

81 非“遗”不可——非遗文化的传播者 杨文倩 吴美 三等奖

82 “沪遗录”非遗类APP——打造上海数字非遗库 车铁宇 徐光硕  王鹏 三等奖

83 家线上服务APP 张优悠 张迎春 三等奖

84 首保 俞燕丽 陆军 三等奖

85 张果老生老病死区块链 夏雨晴 高中理  刘美霞 三等奖

86 上海崇明土布纹样的数字化留存与设计推广 奚金阳 罗咪 三等奖

87 大学生二手交易市场 悦静艺 赖碧云 三等奖

88 云上软装网络有限公司 钱嘉雯 顾善文 三等奖

89
从企业视角分析非通用语种专业教学改革的可能

性——以中德企业为例
韩伟 徐爽 三等奖

90 “Art painter”APP 张珮洋 黄璐 三等奖

91
【恋梦家具】—基于一种新型空间概念的智能家

居系统
汪杰云 张慧慧 三等奖

92 智能消杀货柜 徐帅瑞 万永权 三等奖

93 中戏西唱--用英语唱好京剧 陈冉旭 袁益红 三等奖

94 关于物联网的服务应用和行业应用 王雨诺 袁益红 三等奖

95
基于ARDUINO平台实现的简易物联网智能灌溉

系统
蔡宗毅 王磊 三等奖

96 当代首饰数字化定制与销售形式创新 舒一凡 王琼 三等奖

97 物联网水产养殖监控系统 朱懿姿 张三月 三等奖

98 “方舟.筑梦小镇”临港自贸区青年社区 向睿权 张迎春 三等奖

99 基于节能减排理念下的多元变化智能空间 盛依阑 张慧慧 三等奖

100 “HTES心快递” 高嘉怡 刘美霞 三等奖

101 “小狗兮兮”原创IP系列设计 奚雨虹 郭薇 三等奖



102 办驼啦 苏蔚霖 张学超 三等奖

103 咖菲喵-直播电商 成泽亿 王鹏 三等奖

104 未雨绸缪—让保险真正成为人们身边的减震器 孙纪元 朱丽娟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