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类别 参赛院校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1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A+团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张帅 - 陈谦 竺堃 陈洁 施嘉璇 徐潇寰

2 A类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风信子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楼俊钢 陶杰 朱丹丹 黄园 涂慧洁 - -

3 A类 北京交通大学 Codeman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袁岗 - 高峰 包峰 洪伟辉 畅振华 -

4 A类 湖州师范学院 orz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沈张果 朱绍军 陈颖 唐飞婷 华双双 - -

5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DarkCom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李坚 江颉 黄嘉晖 郭仁剑 陈伟进 李梓榕 周鑫

6 A类 湖南中医药大学 齿轮战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刘伟 黄辛迪 黄敏茹 廖竹君 - - -

7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初月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金洁洁 徐争前 黄凌毓 张宇航 陈振中 樊晓鹏 肖玲通

8 A类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风语者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陈晨 - 韩昀良 张思静 马相帅 丁能静 苏雪林

9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远航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杨柳 冷伟 孙虹霞 刘东林 杨睿 刘天宇 张少攀

10 A类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King Back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赵培培 - 董星 沈乐媛 阚童一 王涛 马小娃

11 A类 河海大学 tan90°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王龙宝 - 张雨杉 程杨堃 宋馨雅 吴明达 王文

12 A类 北京邮电大学 晨阁三老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李晶 - 刘博通 兰诗莹 高启飞 陈昱晓 廖海峰

13 A类 浙江传媒学院 与会者们团队
A02：企业管理者管理工具调研
与推广方案

许蔚蔚 - 沈雨航 孙雯婷 郭琦 欧阳倩雯 王馨墨

14 A类 山东英才学院 知行团队
A02：企业管理者管理工具调研
与推广方案

董萍 闫娜 郭家良 张真 刘雨 郑鑫 周丽萍

15 A类 湖州师范学院 123，GO！
A03：今目标平台校园管理应用
挖掘

马小龙 - 郑雯清 沈寒琦 程蕾 王淑金 -

16 A类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梦想ing
A03：今目标平台校园管理应用
挖掘

侯丽 陈鹏 翁竞雄 刘少平 汪家豪 黄观花 -

17 A类 井冈山大学 织梦之星
A03：今目标平台校园管理应用
挖掘

刘欢 龙满生 马宏博 黄广辉 张也 肖云 -

18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聚梦
A03：今目标平台校园管理应用
挖掘

李凯 兰冰芯 黄建程 熊麟嘉 王玉红 胡薪璐 吴焰

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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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类 中南大学 Muskmelon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费洪晓 师雷宏 熊晨欣 肖子晋 李斌 潘仲傅 周淑婷

20 A类 安庆师范学院 超越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江伟 金中朝 梁峰 柴恬怡 谢延鹏 张玲 李银燕

21 A类 浙江理工大学 overload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庄巧莉 - 孙佳敏 加曼语 马超 陈伟标 郑佳欣

22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狼图腾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张帅 张文宇 尚晓鸽 孙雨晨 赵珊 邹雨林 张帅

23 A类 上海交通大学 队不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蔡鸿明 - 金初阳 罗海东 汪蕾 徐瑾卿 张贝格

24 A类 常州工学院 常工二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蒋巍 胡智喜 林润泽 仇伟 张青青 高逸飞 -

25 A类 宁波大学 YOOO项目组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陈叶芳 王晓丽 沈厉玮 何宇涵 郑佳卉 - -

26 A类 湖南中医药大学 茶七分团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刘伟 梁杨 谢正宇 陈亚斌 王大俊 周卓 黄阳

27 A类 中南大学 牛仔很忙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谭长庚 - 陈东昆 王鹏传 张越 谢子豪 -

28 A类 安徽财经大学 四只菜鸟队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
统

张林 罗恒洋 李宇旋 林心茹 陈浩 刘欣 褚文静

29 A类 宿州学院 以梦为马队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
统

张万礼 - 吴厚月 张茜茜 杨凯 李娜 沈瑞

30 A类 安庆师范学院 五人行队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
统

金中朝 江伟 高乐 陈杰 余盼盼 陈玉婷 刘佳慧

31 A类 三江学院 Tsy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
统

杨少雄 - 唐立 吴涛 冯妍 沈霞 白岩开

32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givemefive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
统

龚晓君 涂利明 俞寅 颜贤锋 陈泽 姚祎璨 季奇得

33 A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blackpearl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
统

刘朝阳 - 崔昕宇 牛学飞 邹子怡 金铭 -

34 A类 安徽财经大学 穿越亚马逊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
统

张林 陈涛 王林 王彬 陈华生 汪昕 张瑰琦

35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云 A06：云呼叫中心平台软件 胡威 - 周沁怡 王子心 王悦 廖庆涵 -

36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小甲鱼队 A06：云呼叫中心平台软件 冷伟 杨柳 陈进 范曾 张家余 阳欢 黄茜

37 A类 山东科技大学 YOUTH A06：云呼叫中心平台软件 徐建国 - 王子明 于宁 王志向 高立京 王福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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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类 浙江工商大学 Iron Team
A07：基于SaaS的在线企业服务
交易平台

谢波 潘伟丰 刘阳 蒋杭森 虞海琪 张越皖 -

39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快生活小队 A08：虹软图像风格转换应用 徐舒畅 陈翔 姚梦莲 何欣阳 高烨 朱佳男 钱中平

40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执行至上 A08：虹软图像风格转换应用 龙胜春 廖锋峰 胡康鹏 周明明 路彭悦 王江涛 -

41 A类 苏州科技大学 男子天团 A08：虹软图像风格转换应用 陆卫忠 唐佳佳 金志凌 王风 乐士朝 戚春阳 汤烨

42 A类 天津工业大学 Ztone团队 A08：虹软图像风格转换应用 任淑霞 张莘苑 孙光浩 万千钧 李云 张成子 王帆

43 A类 湖州师范学院 纠错队
A09：基于极课教育大数据的智
能错题本开发

沈张果 申情 孙族云 刘慧敏 洪星星 - -

44 A类 南通理工学院 SuperBrain队
A09：基于极课教育大数据的智
能错题本开发

宋伟 王添 许莹 王超 杨耀辉 万谦 周煦

45 A类 浙江理工大学 学习学习队
A09：基于极课教育大数据的智
能错题本开发

陈巧红 - 张聪聪 吴浪 李娜 王颖 李响

46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诚致队
A09：基于极课教育大数据的智
能错题本开发

尹邦旭 杨柳 刘又艇 程贤兵 何秀秀 李斌 史昊

47 A类 中南大学 Very6队
A10：基于婚姻法司法裁判文书
大数据的智能法律咨询辅助系
统

任胜兵 - 王彦波 徐士杰 何雅茜 张正昊 曾奕峰

48 A类 南通大学 Witty Team
A10：基于婚姻法司法裁判文书
大数据的智能法律咨询辅助系
统

丁浩 陈苏蓉 茅家伟 程湉湉 顾群 张宏林 殷玉洁

49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AX006队
A11：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语义
分析工具

单振宇 - 刘菊 林一凡 戚梦瑶 傅杭波 魏礼鑫

50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队长说的队
A11：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语义
分析工具

徐争前 - 尹正 闫海琪 赵颖慧 王凤吟 -

51 A类 苏州科技大学 苏科云计算队
A11：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语义
分析工具

奚雪峰 邹恩岑 王磊 皮洲 卓文婕 陈帅天 -

52 A类 福州大学 Creator
A11：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语义
分析工具

吴英杰 孙岚 林将航 赖沛超 - - -

53 A类 重庆理工大学 男默女泪队
A11：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语义
分析工具

胡顺仁 包明 马宇航 肖本海 陈博 葛美 吴家韦

54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有思队 A12：高校论文治理工具 严帮旭 刘凤 景一真 刘江 李鹏 路媛媛 鲁晨

55 A类 浙江理工大学 别浪队 A13：全渠道整合智能在线客服 宋瑾钰 - 苏继臻 周宇浩 吴鹏怀 丁卓群 段雨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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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024队 A13：全渠道整合智能在线客服 金洁洁 龚晓君 詹娇淑 董莎莎 吕昊临 李秀峰 李思琦

57 A类 浙江科技学院 黑曜石科技队 A13：全渠道整合智能在线客服 马伟锋 程志刚 陈伟 蔡靖楠 李埼耀 林创伟 孙奇

58 A类 洛阳理工学院 河洛狼队
A15：基于武汉城市文化背景的
动漫形象设计

卢燕 杨建宏 袁梦梅 张天照 朱晨阳 - -

59 A类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涛影视战队
A16：电影级数字特效全流程解
决方案

王涛 潘婷婷 杨新宇 徐欢 孙翔 杨浩 房德泉

60 A类 河海大学 好钙要毒奶队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
(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
务构建方案

叶枫 - 刘克 杨振宇 王月 庄百川 刘旭东

61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法大itech队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
(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
务构建方案

郭梅 韩司 钱晨 田正蕾 蔡文婷 宋之远 -

62 A类 山东中医药大学 拓荒者队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
(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
务构建方案

马金刚 魏德建 王圆 王程海 马丽 钱勇 张祥磊

63 A类 浙江师范大学 我们都很队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
(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
务构建方案

吴建斌 许德武 张帅枫 王佳欣 盛珉 林滢 许晓婷

64 A类 沈阳农业大学 EA先锋团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
(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
务构建方案

高爽 - 张思威 郭翔宇 迟鑫甜 夏茂航 徐梦憬

65 A类 南华大学 蝴蝶自来队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
(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
务构建方案

徐卓然 - 史曼源 黄能玉 - - -

66 A类 重庆工商大学 读不独队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
(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
务构建方案

孟伟 张永智 李耀祖 戴睿宸 吴宇 严韵涛 袁辅君

67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

工程学院
寻艺

A19：基于未来互联网学习场景
的产品设计

孙志海 - 吴华 车冠杰 吴鑫达 王芃 易奇珍

68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逐学队
A19：基于未来互联网学习场景
的产品设计

王凌武 陈明晶 陈玉琢 程姗 徐汪辉 张倩 严尚聪

69 A类 合肥师范学院 七月队
A19：基于未来互联网学习场景
的产品设计

高亚超 - 李丹丹 赵翠翠 王敏 周志慧 陆从慧

70 A类 宁波大红鹰学院 EasyCom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
自驾团队应用开发

李晓蕾 - 叶枫 章威男 宣尹千 胡奇跃 杨圣华

71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top coder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
自驾团队应用开发

徐翀 徐建 邵峙豪 傅芹薇 顾寅佳 易广政 洪陈杰

72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Hot Pot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
自驾团队应用开发

尹帮旭 陈帆 李鑫鹏 牛帅程 李海维 高宇 邱书伟

73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ActiveX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
自驾团队应用开发

尹帮旭 陈帆 张严 何华均 朱浩楠 邹诗琪 程梓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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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CLIP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
自驾团队应用开发

徐舒畅 陈翔 胡嘉诚 董惠 夏心雨 汪磊蕾 杨坤丽

75 A类 湖州师范学院 中国智造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
自驾团队应用开发

朱绍军 叶星火 俞鑫鑫 钟源 俞敏莉 - -

76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道听途说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
自驾团队应用开发

龚晓君 - 袁雪莲 张昊宇 温昊然 赵阳 郝晨阳

77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鹰隼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
自驾团队应用开发

尹帮旭 杨柳 乔建军 王永良 蔡思佳 邓莉 祁健

78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THurSDaYer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
自驾团队应用开发

张智 - 袁鑫 黄佩莹 杜树林 田雨薇 宋灿

79 A类 中南大学 Suk-a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
自驾团队应用开发

费洪晓 秦启飞 董紫薇 马小龙 李世杰 吴晓茎 孙萌

80 A类 盐城师范学院 winy队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
广播应用开发

荀启峰 曹莹莹 李春 顾叶青 刘超 仇鹏飞 李佳蓉

81 A类 北京交通大学 钢铁加鲁鲁队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
广播应用开发

袁岗 - 高源 刘华秋 石江城 窦帅 杨天健

82 A类 广西师范大学 The Matrix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
广播应用开发

黄玲 - 沙正兴 刘宁 赖金言 肖迪 -

83 A类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silly boys队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
广播应用开发

陈慧萍 牟艳 马哲燚 屈肖柯 尚振鸿 耿元哲 丁翰雯

84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ComVision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王炳忠 王卫红 诸玲玲 俞科杰 蒋凯 张琛 朱鑫荣

85 A类 南通大学 我心飞扬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陈翔 何金凤 吉人 窦祖俊 展晴晴 常晓琴 王冬冬

86 A类 南通大学 狼山皮皮虾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陈森博 何海棠 何桐 刘晓磊 邬鑫珂 刘佳宁 朱星杰

87 A类 湖州师范学院 带带乐团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沈张果 马小龙 沈于蓝 靳新新 陈晓慧 - -

88 A类 浙江理工大学 97新秀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孙麒 - 王晓圣 张宇锋 沈华 王柳 金戈然

89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GSQ团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陈翔 徐舒畅 陈双喜 石樱 黄巧莹 柴玉华 俞梦泽

90 A类 宁波大红鹰学院 GeekStudio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周春良 陆正球 王哲飞 应政桓 王晶旭 叶敏杰 董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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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A类 广州商学院 皮皮虾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吴广裕 - 张秀梅 李梓维 范楚广 吴文成 蔡晓儿

92 A类 北京交通大学 Zeus晓组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袁岗 - 胡天毅 徐炜杰 程前 魏志豪 祁家祯

93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baba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王凌武 - 吴泽珍 董家伟 吴建婷 韩义 -

94 A类 中南大学 WingsGlory团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
统

任胜兵 - 王治豪 黄露 何柱君 顾利特 -

95 A类 北京大学 北大软微wx
A23：基于西门子工业物联网智
能网关IoT2000的智能创新应用
开发

段莉华 - 彭凯 刘年晏 简冠宇 黄戎歆 刘家瑞

96 A类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开创先锋队
A23：基于西门子工业物联网智
能网关IoT2000的智能创新应用
开发

赵晓峰 付琛 张旖红 李荣辉 时泉强 彭波 张阳

97 A类 西安工业大学 explorer
A23：基于西门子工业物联网智
能网关IoT2000的智能创新应用
开发

王沁 杨正强 田嘉瑶 赵鹏飞 蒋志毅 王天乐 康霄沛

98 A类 大庆师范学院 Sun Red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孙涛 - 唐珑铭 张鹏 李萌 - -

99 A类 天津工业大学 ZERONE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宋庆增 刘伟信 秦钰茗 高斯瑶 郑海生 庄子豪 张钟旺

100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AirFox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王凌武 徐吉峰 杜玥 韩正 李永波 高瑞霞 黄婉莹

101 A类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Meige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谢玲 檀鸿浩 朱锟 刘宏扬 戴燕 宋天骄 -

102 A类 浙江农林大学 1607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曾松伟 - 支伟钊 佘垚英 李晓 马飞鸿 -

103 A类 浙江科技学院 Innovate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程志刚 陈才 胡晓峰 金沈婷 张平钻 林伟杰 -

104 A类 重庆工商大学 无敌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李明 - 杨银 廖景好 杨春 熊廷宇 赵灿

105 A类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地表最强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袁仕海 - 黄麒谕 邓金梅 凌嘉明 柯罗尹榕 李晓冰

106 A类 西藏大学 天域战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严李强 田荣燕 唐靖武 杨玉 张晓迪 王袁 -

107 A类 山东科技大学 二货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王鑫鑫 王春宇 潘安琪 单中恺 陈境 孔庆源 唐静

108 A类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uknow
A25：基于韩都衣舍服装风格和
客户细分的饰品设计

杨井兰 朱欢 蔡可愿 关凤信 蔡鑫 黄仁蕾 林荣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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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A类 安徽财经大学 惊鸿队
A25：基于韩都衣舍服装风格和
客户细分的饰品设计

徐磊 谭陶 杜楠楠 郭景浩 张梦旋 黄雪芳 王华

110 B类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超本学院
PP基于大数据智能算法的高职
高专学生专属的移动“学习+就
业” 平台

瞿立新 蔡玉婷 刘富鹏 马宇航 曾勇 - -

111 B类 淮阴工学院 晨风队
高校图书资源循环智能流转书
柜及互助平台

许军 周淮 郑新飞 李华烁 陈悦 袁李同 朱晏庆

112 B类 宁波大红鹰学院 明日之星队 DAMD游戏 周春良 王乐 章均杰 毛家顺 朱勤辉 董越锋 张硕谭

113 B类 南昌航空大学 度行队
“MS-3”虎鲸无人机大型商用
无人机

朱延平 冯良清 简玉兰 周昕 温媛 过淙鸣 -

114 B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 Matrix
基于SaaS的IT服务外包管理平
台

李中振 范轶 杜佳雨 骆飞 胡显志 姚璇 李凯

115 B类 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瑞淇科技 穹顶马赛克自动成型机 王璐 惠有利 阎美玉 瞿培根 黄文华 于建强 -

116 B类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sparks fly
幻客空间基于SOHO下的设计服
务圈

季祖强 祝捷 安栩洁 刘鑫 王欣毅 易文琴 李思杰

117 B类 武汉商学院 音速之风队 巡游项目 亓相涛 - 袁崇亮 刘威 陈鹏 彭钲皓 李黛月

118 B类 南京中医药大学 iHeart队 iHeart项目 周作建 胡云 严玲 赵世健 刘果 厉莉 王晓芳

119 B类 江西师范大学 NewHorizon
多功能软件生成平台及服务系
统

薛锦云 谢武平 刘震伟 夏鲸 饶博伟 李俊杰 汪雄

120 B类 江西工程学院 KEN 益佳智能药箱项目 刘洋 张常友 刘传义 黎宏锟 魏久壹 徐志鹏 周燕青

121 B类 河海大学 明创科技 语音导盲智能机器人项目 单鸣雷 王普查 刘伟超 周一铭 余正道 陆佳妮 徐峥嵘

122 B类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云端 智库项目 张利国 杨川 申明波 周从林 赵航 张小波 阚磊

123 B类 武汉理工大学 万卷书 万卷书项目 王红霞 - 梁雨 柳军领 张泽晗 吴成琦 卢奕萌

124 B类 四川大学 EPOCHAL 私人心医 王鹏 王苏宁 顾天鹏 杨玉雷 刘璐 王语嫣 邓丽萍

125 B类 重庆邮电大学 Data-ONE 精惠投 王进 - 彭亚昕 王春花 胡洲 刘亦欣 伍映吉

126 B类 山东师范大学 星星之火 交互式全息影像系统 吕蕾 黄建勋 陈建欣 燕小成 刘爽 刘斐 隋凯华

127 B类 浙江农林大学 TSC分享队 全方位循环共享电商项目 陈审声 周凯 张超 苑家宝 陆超 康佳宁 胡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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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B类 成都理工大学 成理一队 互联网+机器视觉的产品开发 刘明哲 李燮 赵成强 李静 刘昱伶 彭滟茹 柳炳琦

129 B类 泰州学院 泰码create 基于LBS的任务自动执行系统 帅小应 - 付毅杰 史宏鑫 陈露 张文政 张佳

130 B类 湖南农业大学 我心飞翔
基于决策树的县级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系统

刘波 - 刘家玮 龚梦星 - - -

131 B类 成都学院 安行队 智能联网行车记录仪 张修军 李立 肖宇 何亚非 曾帅 冯周 张海军

132 B类 浙江传媒学院 八部半队 八部半艺术电影信息集合APP 许蔚蔚 章霖轩 苏敏 韩思远 孟璐 张梓轩 彭梅

133 B类 宁波大学 日铸兰业队 日铸兰业项目 王鸿飞 屠春飞 王森 陶高诣 蔡文心 邵瑞林 宋佳敏

134 B类 洛阳理工学院 Skyneit队 UAV策反者 高翔 王新新 曹后勇 叶舒颖 彭耀华 李升保 宋清霞

135 B类 厦门大学 Forsource队 -Nccloud多云存储 毛波 - 孙志杰 - - - -

136 B类 浙江工业大学 美眷队 一体化彩妆服务平台 陆佳炜 李坚 项阳 朱梦妮 丁雪 胡海兵 刘时翔

137 B类 西南交通大学 Udianes队
基于人脸识别的智慧校园管理
系统

严帮旭 苗苗 袁韵 武晓潇 刘梦平 李必康 张伟

138 B类 北京联合大学 有书童享队
有书童享基于LBS和社交的童书
分享平台

李立威 - 彭啸之 马函晖 韩中媛 郭雪莉 苏烨

139 B类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Demon队 微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黄晓英 魏德云 林晓琴 金泽华 李梦静 陆馨丽 叶翔鹤

140 B类 北京大学 普诺未来队 寻师求学 刘京 段莉华 黄国智 孟瑶玥 李至哲 樊绪新 赖俊昇

141 B类 西藏大学 勇攀高峰队 日光城智慧伞亭 李勇峰 - 王凯 齐展平 闫星位 鲍越 卢秉靖

142 B类 复旦大学 电力满满 公共充电宝和充电器租赁项目 卜南阳 - 施文鑫 吴懿瑶 陈小亮 沈刘青 于丰源

143 B类 中南大学 奇思广议 爱笑招项⽬ 费洪晓 谭长庚 贺华杰 孙育儒 张倩青 张琦 钟志杰

144 B类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创新源动力 SMART云农场 康洪波 孙皓月 李恩龙 应梦辉 李星 龚旭 赵蕾

145 B类 中興大學 親民上河圖 親民上河圖 - - 張泰瑋 賈慶郁

146 B类 长庚大学 磁振影像云
磁振影像云:云端运算应用于大
脑网路建构与分析

- - 黄建华 陈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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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B类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拉曼大学）

Advolution
Location Based Augmented
Reality Advertising with
Interactive Design (LBARA)

CHENG WAI
KHUEN
曾伟权

-
WONG WIN

TATT
GAN SAN
YONG

148 B类
Universitas Surabaya

（泗水大学）
Beyond Journey Phootour - -

Desandito
Mulyo

Michael
Ongko
Wijaya

Carine
Steven
Nagara

Averina
Yuliana
Leejaya

149 B类
Life University
（立夫大学）

Cambodian Life
Team

Sihanoukville Travel
Zhang

MingXiang
张明祥

-
Tan

Kimsour
Mary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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