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分赛区一等奖名单（本科赛道）共计 63项

所属赛区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院校名称 资料报送邮箱

中原赛区 1 1z01 承转科技：中国机器人高精智能薄壁轴承领航者 河南科技大学

zyb@cemd.org.cn

中原赛区 2 1z02 镀法传承青铜器之蕴 洛阳理工学院

中原赛区 3 1z03 蜂鸟一起学——教育电商推动青年成长赋能 山东建筑大学

中原赛区 4 1z04 高端精密铜板带引领者 河南科技大学

中原赛区 5 2z01 基于 5G互联技术的共享单车调度车 山东理工大学

中原赛区 6 2z02 气电魔术——新型光驱瓦斯变电装置 河南理工大学

中原赛区 7 2z03 数农通 河南财经政法大家

中原赛区 8 2z04 维堪 河南师范大学

华北赛区 9 1z05 “化”除百草—生态除草倡导者 内蒙古农业大学

hbb@cemd.org.cn

华北赛区 10 1z06 大然科技-世界首款变胞机器人 天津大学

华北赛区 11 1z07 代县面塑—非遗传承保护与开发创新的领军者 山西财经大学

华北赛区 12 1z08 交通重器 北京交通大学

华北赛区 13 2z05 诺亚方舱—国内首款全场景智能消毒机器人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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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赛区 14 2z06 新能源跟随多功能语音智能行李箱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华北赛区 15 2z07 新型医用 CT球管强化换热系统设计 华北理工大学

华北赛区 16 2z08 智轻科技—中国高端移动装备液压驱动开拓者 燕山大学

西南赛区 17 1z09 华淬——淬铸华剑热处理系统 成都工业学院

xnb@cemd.org.cn

西南赛区 18 1z10 鲸云科技——未来的流量智能云 CDN 成都大学

西南赛区 19 1z11 脑电信号控制的柔性可穿戴外骨骼康复手 西南科技大学

西南赛区 20 2z09 取餐号-国内首家全新场景的排队叫号 SaaS服务商 重庆理工大学

西南赛区 21 2z10 隧安盾—隧道智能环境控制系统 重庆工程学院

东北赛区 22 1z12 Eudemon——应用于智能家居的无源感知身份识别系统 大连理工大学

dbb@cemd.org.cn

东北赛区 23 1z13 基于人车行为分析的无人机酒驾监测系统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东北赛区 24 1z14 基于红外线定位的全自动激光焊接装置 营口理工学院

东北赛区 25 2z11 circ RNA新型肝癌早期分子诊断试剂盒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东北赛区 26 2z12 以废治污——油页岩渣综合利用治污材料 吉林建筑大学

东北赛区 27 2z13 万能“小扳手”——立式矿车轴轮组拆装机 黑龙江工业学院

西北赛区 28 1z15 高压输电线防覆冰涂层的研发与改进 青海大学
xbb@cemd.org.cn

西北赛区 29 1z16 基于 5G和北斗系统的便携式基站组网反馈系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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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赛区 30 1z17 基于固废的新型镁基材料 青海大学

西北赛区 31 1z18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决策系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赛区 32 2z14 基于无线传感网络的安全驾驶检测装置 青海民族大学

西北赛区 33 2z15 膜浮科技-全国高校工业油水分离膜技术领跑者 宁夏大学

西北赛区 34 2z16 柔印科技-5G•新型柔性透明电极开拓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北赛区 35 2z17 竹语-将非遗竹文化说给你听 兰州理工大学

华东华中 36 1z19 “金领梦工厂”新文科双元训练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hdzb@cemd.org.cn

华东华中 37 1z20
24K社群：让知识更有价值，连接一百万知识付费从业

者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华东华中 38 1z21 Hawk Eye——基于深度学习的便携智能运动分析系统 浙江财经大学

华东华中 39 1z22 HULU睡眠 东华理工大学

华东华中 40 1z23 安全驾驶守护者 南京工程学院

华东华中 41 2z18 基于深度学习与物联网的道路安全预警系统 湖南科技大学

华东华中 42 2z19 基于视频数据的路侧不规范停车识别系统 盐城工学院

华东华中 43 2z20 锦象智能- RFID智慧联通亿万级服装产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华东华中 44 2z21 氢宝智能——新一代呼吸机定义者 东华理工大学

华东华中 45 2z22 一种电动车防过放电检测控制仪 徐州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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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赛区 46 1z24 Neckup健康伴侣——亲情呵护新管家 厦门理工学院

hnb@cemd.org.cn

华南赛区 47 1z25 创芯智造——领航智慧育苗“芯”时代 福建农林大学

华南赛区 48 1z26 福州云智创飞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师范大学

华南赛区 49 1z27 基于 A-IoT技术的区域大气环境检测系统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华南赛区 50 2z23 基于眼球特征的个人行为模式识别系统 广州航海学院

华南赛区 51 2z24 乐乐帮智能垃圾桶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华南赛区 52 2z25 砂手锏—无人值守砂轮片智能更换机器人 三明学院

华南赛区 53 2z26 无人机智慧助航系统 福建师范大学

华南赛区 54 2z27 新柳—柔性化仓储解决方案 华南理工大学

广西赛区 55 1z28
“气”贯长虹—能源科技强国战略背景下天然气输送护

航者
北部湾大学

广西赛区 56 1z29 “蔗里”有好水--中国植物水提取先行者 广西大学

广西赛区 57 1z30 材华超众-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产业化 广西财经学院

广西赛区 58 1z31 金浮锑露－锑金高效综合回收工艺及废水回用技术 广西大学

广西赛区 59 1z32 码头守护神－危险品码头智能安全防护系统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赛区 60 2z28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地中海贫血心、肝脏铁过载软件的研

发
广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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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赛区 61 2z29 瞬目千维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赛区 62 2z30 渔鹰——中国海洋渔业提效增产的赋能者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赛区 63 2z31 臻净新材料：动态空气净化核心滤网领航者 南宁师范大学

分赛区一等奖名单（职教赛道）共计 40项

所属赛区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院校名称 资料报送邮箱

中原赛区 1 3z01 创"芯"科技----新一代灵动智能锁体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zyg@cemd.org.cn

中原赛区 2 3z02 电力卫士——输电线路智能在线监测系统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中原赛区 3 3z03 阀密科技-高温高压阀门密封面技术革新引领者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中原赛区 4 3z04 废柴科技——互联网+资源回收整合服务领航者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中原赛区 5 3z05 更轻、更强、更便捷-新型纤维材料的创新应用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中原赛区 6 4z01 裹达达—实时定位跨境物流服务先行者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中原赛区 7 4z02 青山绿水保卫"站"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中原赛区 8 4z03 三维工厂规划平台 烟台职业学院

中原赛区 9 4z04 危险品运输车辆监控预警系统 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中原赛区 10 4z05 禧爱壹家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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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赛区 11 3z06 AI-Link匠心缔造城市地下空间预警防灾一体化平台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hbg@cemd.org.cn

华北赛区 12 3z07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抓投无人机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华北赛区 13 3z08 精艺电子 国内首款精密电子检测故障检测仪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华北赛区 14 4z06 蓝匣智能监控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华北赛区 15 4z07 沃想科技—大型光伏电站智慧运维领航者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西南赛区 16 3z09 吸王科技——非规则零部件精密装夹系统开创者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xng@cemd.org.cn

西南赛区 17 3z10 陶瓷数据采集及管理系统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西南赛区 18 4z08 工地智能成本管控系统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西南赛区 19 4z09 “宠爱”有加——全国首创智能互联便携输液泵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西南赛区 20 4z10 智能·膝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东北赛区 21 3z11 多水域监测机器人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dbg@cemd.org.cn

东北赛区 22 3z12 吉农联盟——有机农产品行业品质标杆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东北赛区 23 3z13 智能分布式光纤光栅传感网络控制系统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东北赛区 24 4z11 自跟随垃圾清洁车 黑龙江职业学院

东北赛区 25 4z12 散热利器-高分子石墨烯散热导片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西北赛区 26 3z14 安.行（AX）——一种分布式采集智能头盔设计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xbg@cemd.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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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赛区 27 3z15 厕指——一款基于非接触式指纹识别的厕纸机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西北赛区 28 4z13
绿水青山育好羊——宁夏滩羊绿色智慧生态养殖模式

领跑者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西北赛区 29 4z14 汽车钣金修复电磁拉拔器 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

华东华中 30 3z16 TUCOL:球鞋定制第一品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hdzg@cemd.org.cn

华东华中 31 4z15 药染科技—喹啉清洁卤代工艺的革新者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赛区 32 3z17 “绿净”振动机构——让除尘器一尘不染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hng@cemd.org.cn

华南赛区 33 3z18 “名旅”策划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赛区 34 3z19 “睿尔”MR全息实训系统——科普教育产品的革命者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赛区 35 3z20 青禾擂茶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赛区 36 4z16 润泽号水下无人机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赛区 37 4z17 智绘予侬——全国领先的农业数据服务提供商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赛区 38 4z18 智能节流卫士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赛区 39 4z19 智能垃圾分类处理器--环保理念的助推者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赛区 40 4z20 智烘科技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