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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水 学 院
院政发通知〔2020〕28 号

衡水学院

关于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获奖情况的通报

各单位：

我校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主赛道参赛项

目 837 项，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参赛项目 115 项。经过学院初赛、

学校复赛、决赛及河北省复赛，我校 9 个项目获得省铜奖，6 个

项目获得校赛一等奖，24 个项目获得校赛二等奖，39 个项目获

得校赛三等奖。同时我校荣获河北省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如下（详见附件）。

各学院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大赛引领推动作用，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切实提升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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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

衡水学院

202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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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

序号获奖等级 所在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成员 指导教师

1 省铜奖 电信学院 施播云耕机 张芮荧 张芮荧、郭阳、刘畅 侯晓云

2 省铜奖 化工学院 “果”然很新鲜 李仁彤 李仁彤、杨浩珑、沈李帆、邵斐
樊 静

王 超

3 省铜奖 马克思学院 快速降解、可食用性塑料袋 刘婉佳 刘婉佳、丁梦贤、杨静、白宏
范 培

李丽霞

4 省铜奖 体育学院 新型水中康复训练哑铃 刘雪宁 刘雪宁、贾佳霓、韩丹、王美英、赵建伟 扈 婧

5 省铜奖 电信学院 畅行走—多功能拐棍 纪海阔 纪海阔、郭乙飞、季飞宇、郭铁亮 赵艳珍

6 省铜奖 生科学院 掌上实验室 孙静怡 孙静怡、常雪、李贺强、孙晓悦 吕 龙

7 省铜奖 化工学院 全淀粉可循环餐盘 栗净净 栗净净、张万顺、郑佳、陈继承、曹智颖 王 超

8 省铜奖 化工学院 荷叶黄酮面膜 张晴晴 张晴晴、李学妍、范鹏雨、王媛媛、杨桂岩 曹利慧

9 省铜奖 化工学院 碳基氢氧化镁对烯烃电缆料的阻燃研究 乔威龙 乔威龙、魏嘉豪、邱亚卿、石洋洋、宋晓康 陈灵智

10 校一等奖 电信学院 电商怪“兽” 申宇涵 申宇涵、高红亚、雷子娜、张一欣、吴雨婷 许 坦

11 校一等奖 生科学院 可降解鱼鳞虾皮塑料袋 王 蕊 王蕊、白倩、许雅萍、张小寒、郑萍萍 周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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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校一等奖 经管学院 1＋3康健智能养老公寓 唐 佳 唐佳、卢佳宁、刘宁、周彤 郑艳艳

13 校一等奖 文传学院 盲人之音 陈念念 陈念念、左诗莹、张绕、李雪 姚建惠

14 校一等奖 外语学院 吸霾净气再生水电能源环保型路灯 边彤彤 边彤彤、高新、陈佳美 刘 鑫

15 校一等奖 公管学院 循环农业和兽医联盟 唐辅廷 唐辅廷、郑淑悦、罗亚彬 张艳青

16 校二等奖 经管学院 退役军人服务站 梁士钊 梁士钊、贾琦琦、胡梦新、张高然、周晓华 邢 娇

17 校二等奖 马克思学院 非遗天地 魏诗琪 魏诗琪、孙潇、王璐、兰晓龙、刘永强 张 爽

18 校二等奖 体育学院 踝关节辅助康复器械 张胤祁 张胤祁、闫天祎、桓凯、李森 张 颖

19 校二等奖 美术学院 “寻宝”-寻回走失儿童的隐藏定位系统 张凯旋 张凯旋、唐雨虹、吴桐、田兆泽 王国顺

20 校二等奖 化工学院 膨胀型阻燃三元乙丙橡胶 张竞涛 张竞涛、董晓琪、张晶晶、万静红、牛月跃 刘彦彬

21 校二等奖 化工学院 耐盐性高吸水性树脂 张文龙 张文龙、魏云彤、常雅蕊、王宇、薛伟坚 孔欣欣

22 校二等奖 公管学院 吃“土”吗 叶 冰 叶冰、杜佳乐、徐田田、陈晓彤 单长城

23 校二等奖 经管学院 国医小当家 曹锦双 曹锦双、赵琳、王小宇、王若男 孟 丽

24 校二等奖 公管学院 智能语音药盒 孙文欣 孙文欣、曹欣悦、王奥然、王馨爽、石洋 单长城

25 校二等奖 美术学院 急救云梯——云中逃生计划 郑淇元 郑淇元、杨洋、于慧敏、何盼 张愿愿

26 校二等奖 美术学院 奇思妙想——个性定制新时代绘画 康晓蕊 何之琳、李娜、张凤明、康晓蕊 王晓辉

27 校二等奖 经管学院 智行校园 徐 诺 徐诺、李岚、王沛轲、陈柏文、宋美茹 郑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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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校二等奖 生科学院 水果电池产品一体化 高 芳 高芳、宋玉洁、王程怡、胡晓雨、兰茹月 王 敏

29 校二等奖 数计学院 智能护理机器人 孙鹏浩 孙鹏浩、刘玉莹、韩旭敏
李 晶

杨 丹

30 校二等奖 数计学院 社区发电地板 韩 硕 韩硕、李堃、李明军、唐鹏、吴世龙 鲍世杰

31 校二等奖 音乐学院
音乐情感“家”我和你说话——与人工

智能助手巧妙结合
刘 贺 刘贺、于浩楠、何少瑞、张庆 马晓男

32 校二等奖 音乐学院
律动“魔”椅——使聋哑人感受音乐魅

力的按摩椅
曾龙英 曾龙英、杨卿轩、范艳灵 马晓男

33 校二等奖 音乐学院
“音阙”视听（interesting）——创作

新型的音乐舞台表演类型
廖贤鑫 廖贤鑫、薛万洲、刘冰、凌渊 马晓男

34 校二等奖 数计学院 cure-不期而遇的温暖 李雪霏 李雪霏、田佳祺、李月、张爽 李 晶

35 校二等奖 马克思学院 高考改革之志愿服务 高 菲 刘璨、赵秀青、张林泉、高菲、侯俊蕊 张 超

36 校二等奖 公管学院 革命红色文化旅游平台 刘甲鹏 刘甲鹏、田嘉浩、李洋、付胜超 魏 巍

37 校二等奖 教育学院 我们家乡风景的剪辑 袁绪睿 袁绪睿、周冉冉、管弦、陈雯 周 轩

38 校二等奖 公管学院 “互联网+农产品直销” 袁佳明 袁佳明、郑淑悦、邵松
秦亚芹 靳

晓娜

39 校二等奖 经管学院 互联网+抵制校园暴力 张 佳 张佳、刘俊、郭嘉旭 高艳丽

40 校三等奖 美术学院 聚赛 APP--竞赛征集一站式信息平台 张佳宁
刘璨、赵秀青、张林泉、高菲、侯俊蕊、毕

月晴
韩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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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校三等奖 文传学院 遨游 王曼曼 王曼曼、陈浩阳、吴慧洁、王镜 樊东宁

42 校三等奖 电信学院 Make 系统 闫凯龙 闫凯龙、张乾、田继超、刘慧敏、武智伟 王子凤

43 校三等奖 化工学院 食品安全守护神--甲醛快速检测仪 张千赐 张千赐、陈佳瑞、王思楠、李柔 张中强

44 校三等奖 公管学院 大学生易物小程序 刘昊琪 刘昊琪、郭子琳、冯玉瑶 白 洁

45 校三等奖 文传学院 梁大人手绘店 梁治昱 梁治昱、刘明明、吴梦凡、张艳丽、金莉雅 胡金霞

46 校三等奖 生科学院 天然居绿色农庄 张亚凡 张亚凡、白家宁、马梦雪、唐雪丽、张纭悦 赵娟娟

47 校三等奖 生科学院 “灭火”大帮手 贾乐晗 贾乐晗、李晨瑜、杨双溧、郝梦鸽、郑菲菲 高小宽

48 校三等奖 经管学院 慧游 ST 任朋和 任朋和、高子萌、朱星源、汪益彪、王强 郑 然

49 校三等奖 生科学院 “零”浪费 APP 刘晓曼 刘晓曼、周明皓、黄茜茜、武辰彬 李思思

50 校三等奖 马克思学院 VR 技术历史教育系统 黄静茵 黄静茵、单淑婷、梁仙花 张绍松

51 校三等奖 公管学院 豹裹快送 李 旭 侯茜茜、李旭、邢磊 魏 巍

52 校三等奖 化工学院 "扫描眼"行李箱 蒋蓓蓓 蒋蓓蓓、徐梦、席嘉仪、梁紫微 赵 薇

53 校三等奖 马克思学院 掌上名宠 李雅萱 李雅萱、王赛钰、顾佳欢、杨慧杰 孙瑞华

54 校三等奖 生科学院 智能分类植物箱 文慧玲 文慧玲、苏歆、于芳笛、仲晓 张 润

55 校三等奖 外语学院
DayDay Saying-和多国语伴练习口语

App 优化创意方案
缪梦寒 缪梦寒、齐子羽、史鑫、谭国薪 赵木子

56 校三等奖 电信学院 投影开关 李嘉莉 李嘉莉、姚谦、员佳楠 张郡亮

57 校三等奖 教育学院 “爱生活”灾难体验馆 郭禹孜 郭禹孜、牛晓琳、王艳莹、李靓、何美萱 陶 丛

58 校三等奖 教育学院 稚茁教育 王娴婷 王娴婷、钱语、倪颖、周晓烔 陶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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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校三等奖 生科学院 智慧生态庄园 苏芳芳 苏芳芳、彭猛威、刘银凤、任美君 李 峰

60 校三等奖 公管学院 VR 智能桌 徐昕宇 徐昕宇、赵卫斌、梁思雨 单长城

61 校三等奖 美术学院 “SE 看看”——青少年成长科普类 APP 郭佳潇 郭佳潇、贾亚超、李欣怡 韩翠霞

62 校三等奖 生科学院 智能养枝仪 魏子颖 魏子颖、丁雅欣、张瑞欣、钟琳珊 石宗琳

63 校三等奖 化工学院 中药材三七粉中多糖提取的研究 程艳华 程艳华、史文佳、李若同 范 培

64 校三等奖 化工学院
红法夫酵母中虾青素的提取及在化妆品

中的应用研究
刘家琪 刘家琪、马茗荟、孟希坤 刘 娜

65 校三等奖 经管学院 一花一叶一世界 魏博琳 魏博琳、耿子宇、朱志颖、安佳 曹淑琴

66 校三等奖 体育学院 physical disability-体育梦 于 婷 于婷、周嘉仪、何婧菲、尹研、聂玉平 边景珍

67 校三等奖 生科学院 蛋白核小球藻的扩培及产品开发 吕子怡 吕子怡、袁文婷、杨霞、赵银川 芦站根

68 校三等奖 教育学院 心理主题公园 徐修齐 徐修齐、王少齐、牛硕、杜敬昆、王许朋 平 萍

69 校三等奖 经管学院 云康 保健服务平台 刘秉阳 刘秉阳、王酉年、代博文、王双庆、杨志高 莫展宏

70 校三等奖 生科学院 家庭食品安全速测盒 李云静 李云静、闫翠玲、史红征、柯晓燕、吴彦彦 朱会霞

71 校三等奖 音乐学院 “与你同乐”音乐公益网络平台 方斌桥 方斌桥、李伟健、裴莹棋 宁丽瑾

72 校三等奖 美术学院 “兴趣帮”学习平台 汲永豪 汲永豪、潘宁、王海浩 申献双

73 校三等奖 经管学院 绝版唯衣 江仕歌 江仕歌、党梦凡、裴世华 张洪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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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校三等奖 音乐学院 爱岚乐器租赁 赵俊达 赵俊达、狄晨灿、李宁、张岚 苏 华

75 校三等奖 美术学院 自动大嘴垃圾管理桶 刘荣发 刘荣发、余振威、王溶凯、崔子旭 申献双

76 校三等奖 体育学院 “玩转”app 邹光照 邹光照、彭楷、周嘉仪、马德政、于婷 任 斌

77 校三等奖 经管学院 老年机的垃圾信息处理方式研究 刘乐轩 刘乐轩、唐新林、张迎雪 王 薇

78 校三等奖 外语学院 少儿英语教师“特训营” 刘 博 刘博、马余达、闫依宁 王翠翠





衡水学院办公室 2020年 12月 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