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 

一、特等奖 

奖项 分赛区 团队 ID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所在院校 名次 

特等奖 浙江赛区   子期文化 子期文化的直播带货之路 杭州师范大学 1 

特等奖 浙江赛区 248765 五亿工作室 顶尚风情，我们创领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 

特等奖 辽宁赛区 187476 Hi学习吗 hi学习吗知识类付费平台 大连民族大学 3 

特等奖 福建赛区 181698 专筑力 
聚波汇神——基于人工智能的儿童专注力

教育 
阳光学院 4 

特等奖 辽宁赛区 224488 晨星 神奇 AR 大连交通大学 5 

特等奖 安徽赛区 188269 绿林豪杰 
绿林豪杰——生物菌剂克抗性，粮安天下

举义旗 
安徽农业大学 6 

特等奖 北京赛区 169499 果然田 
果然田——尖端生物炭技术支持下的助农

水果电商平台 
北京工商大学 7 

特等奖 陕西赛区 247591 
合力兴农团

队 

合力兴农—以区块链技术赋能农产品物流

安全发展 
西安邮电大学 8 

特等奖 浙江赛区 248767 贝坊科技 
贝坊悦读——聚焦于亲子共读新模式的交

互绘本阅读平台 
浙江工商大学 9 

特等奖 贵州赛区 239739 
黔货出山乘

风破浪 
黔货出山乘风破浪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10 

特等奖 湖北赛区 165224 英雄码头 信天翁跨境电商人才服务平台 武汉大学 11 

特等奖 云南赛区 175985 兼信团队 翠羽银丝——非遗平民化的体验时代 云南工商学院 12 

特等奖 江苏赛区 175393 蚝有钱 
基于蚝文化 IP 的农旅产品品牌推广平台策

划设计 
江南大学 13 

特等奖 云南赛区 166548 彝饮天下 “彝源秋实”生态圈 云南工商学院 14 



特等奖 四川赛区 181908 可研可甜 AI助研智慧服务引路人 电子科技大学 15 

 

二、一等奖 

奖项 分赛区 团队 ID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所在院校 

一等奖 北京赛区 152330 瓜娃子们 智住精 北京邮电大学 

一等奖 上海赛区 176046 Nekosensei 
鱼拟 Virtuactive—互动视频制作和

虚拟艺人企划新型媒体生产者 
东华大学 

一等奖 北京赛区 244650 重圭叠组 
最非遗面由心生花馍小程序设计及

推广 
北京联合大学 

一等奖 内蒙古赛区 178461 农心科技 农田卫士-智能驱兽农业监测系统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一等奖 海南赛区 193306 碧蓝生机 碧蓝生机 海南大学 

一等奖 重庆赛区 248749 玉麒麟战队 驾考宝-新时代驾考的引领者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一等奖 北京赛区 246371 想搞科研，更想搞三创 
禾硕嘉中央农场—5G 背景下农副产

品“云种养”模式生态社群解决方案 
北京物资学院 

一等奖 重庆赛区 154909 
踏风行耘——国内少数民族体

育研学旅行的开拓者 

踏风行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快

乐体育研学的开拓者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一等奖 福建赛区 167814 真不错小组 宠爱康 阳光学院 

一等奖 重庆赛区 195423 龙凤呈香工作室 
芳馥中华：中国传统香道的文化创

新与跨境交流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一等奖 湖北赛区 205137 归楚 
归楚+实景沉浸式剧本杀—基于荆楚

文化与新型社交融合的创业项目 
湖北经济学院 



一等奖 河南赛区 195392 五星联盟 “夕阳不落”在线教育平台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一等奖 湖北赛区 231753 他 
他——男性大学生垂直领域的形象

管理智能方案 
武汉大学 

一等奖 辽宁赛区 189683 
岚辉体育——全英文沉浸式武

术教学 

岚辉体育——全英文沉浸式武术教

学 
沈阳体育学院 

一等奖 贵州赛区 161028 油然而生 油然而生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

技学院 

一等奖 黑龙江赛区 165568 数友团队 易数通——个性化数学提升方案 东北林业大学 

一等奖 广东赛区 220407 犀悦科技 Smart Sense 儿童健身系统 华南理工大学 

一等奖 辽宁赛区 164047 confident talking 
confident-talking——基于表达练习

用户体验的养成+服务型 APP 
东北财经大学 

一等奖 福建赛区 198600 闽香茶旅创业团队 
闽香茶旅——基于茶文化的主题旅

游服务 
福建江夏学院 

一等奖 陕西赛区 244349 云上微书 
绘声绘色—中小学红色教育课外拓

展 O2O 平台 
陕西科技大学 

一等奖 云南赛区 224779 云 V 笑 风渡嘉荷 云南工商学院 

一等奖 浙江赛区 248762 壹品青禾 壹品青禾唇齿流芳五常香 宁波大学 

一等奖 安徽赛区 170416 爱博士药箱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AI 博士—基于健康中国战略的一体

化智能药箱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一等奖 黑龙江赛区 160559 
newuper 纽昂普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善思吧”一体化在线教育平台：双

向循环引流机制 
东北林业大学 

一等奖 甘肃赛区 204161 西小狮汉字王国 西小狮汉字王国系列平台 西北师范大学 

一等奖 上海赛区 189060 空巢青年 
独乐乐—针对独居青年的饮食个性

化服务践行者 
华东理工大学 



一等奖 安徽赛区 203272 伍人脱单队 
智慧 4s 店：人工智能助力汽车新零

售 
合肥工业大学 

一等奖 江西赛区 175671 Flying dream 筑梦蓝天 南昌理工学院 

一等奖 陕西赛区 188565 琉璃少年团 博物馆小小说 西安科技大学 

一等奖 四川赛区 200342 艾够校园 艾够校园 西南交通大学 

 

三、二等奖 

奖项 分赛区 团队 ID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所在院校 

二等奖 湖北赛区 196840 安居逸致团队 
光影童年-“互联网+”皮影轻教

育服务 
湖北经济学院 

二等奖 湖北赛区 168372 Astrophile 微特文创 武汉工程大学 

二等奖 湖南赛区 158632 麓山三创小分队 
填空——让大学生成为中小学教

育的贡献者 
湖南大学 

二等奖 浙江赛区 248761 星火传媒 
星火传媒-非遗文创数字化营销的

领航者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广东赛区 175410 
"邑"分享——智能教育

平台创研团 
"邑"分享——智能教育平台 五邑大学 

二等奖 江苏赛区 197115 边城浪子 秀山毛尖-一品天下 徐州工程学院 

二等奖 山东赛区 178126 守艺新 守艺鼎新 山东交通学院 

二等奖 四川赛区 213755 优盒团队 优盒校园零食盒子创业计划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二等奖 安徽赛区 170296 WE创蓝图 
整点文化——基于全媒体时代的

新文创发展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陕西赛区 174724 虚拟养老院创业团队 
“老年派”一站式智慧居家养老

服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二等奖 四川赛区 246116 财经妙妙屋 家盒互联网立体家庭教育项目 西南财经大学 

二等奖 新疆赛区 203565 司南先生 
“布麋鹿”——高效生成大学规

划 
新疆大学 

二等奖 安徽赛区 186333 五只奶杨 杨柳岸解酒益生菌 安徽农业大学 

二等奖 广东赛区 218647 广州大气传媒有限公司 篝火计划—照亮深山里的希望 广东白云学院 

二等奖 山西赛区 198380 一生所依团队 
一生所依大学生科技文化口红创

意项目 
太原理工大学 

二等奖 陕西赛区 198296 E-F-C小分队 找呀找工作校园招聘平台 西安工程大学 

二等奖 浙江赛区 248766 律动广场 
随律而动——面向中老年人提供

编舞与教舞服务的广场舞平台 
浙江工商大学 

二等奖 河北赛区 165283 天天向上 super 云智能用电管理平台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二等奖 四川赛区 216940 喝我们宜宾早茶噻 “宜”碗茶 西华大学 

二等奖 新疆赛区 169189 疆味十二品 疆味十二品 新疆大学 

二等奖 重庆赛区 248759 碧海青天随意飞 生态酉阳，茶油兴乡 重庆师范大学 

二等奖 安徽赛区 207374 
ALL Star 啦啦操俱乐

部 

All Star 啦啦操俱乐部—秉艺

体结合 赋青春活力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二等奖 江西赛区 176817 啊噗校园 啊噗校园 江西师范大学 

二等奖 山西赛区 182589 盔艺坊小队 

晋艺华盔——非物质文化遗产

“平定戏剧盔帽技艺”的传承与

创新 

山西财经大学 

二等奖 甘肃赛区 220610 披星斩棘 沙地生棘则为油 甘肃农业大学 



二等奖 河北赛区 164963 狼牙五壮士 “懂你”课堂 APP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二等奖 吉林赛区 160215 猎户座的星辉 跨境电商灯具销售 长春理工大学 

二等奖 上海赛区 156891 上鲤&交龙战队 
奶妈宝---孕妇健康一体化监管

APP 
上海理工大学 

二等奖 福建赛区 167358 e帮团 e邻帮互助社交平台 阳光学院 

二等奖 河北赛区 181788 XA声学 
声临全景--唱作音乐人静电式耳

机系统方案 
燕山大学 

二等奖 河南赛区 244022 拾光文创 拾光文创 河南工业大学 

二等奖 山东赛区 195190 余阳暖心团队 余阳暖心团队 山东财经大学 

二等奖 安徽赛区 180981 吃甜不月半 
健康减脂“简直”了—“简直”

品牌引领新风尚 
安徽大学 

二等奖 福建赛区 154839 巧绣天下创意文化公司 巧绣天下 阳光学院 

二等奖 甘肃赛区 230913 厨创队 青厨创—你的营养你做主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黑龙江赛区 181945 Run Team 
"Run"——基于 AR技术的青少年

编程教育领航者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二等奖 广西赛区 216591 AI佳人 AI 亚健康诊断和治理平台 广西财经学院 

二等奖 江苏赛区 172914 觅禾 
“觅禾”——“一站式”旅游文

创盲盒项目 
苏州大学 

二等奖 辽宁赛区 157870 “参”入人心 
”参“入人心——海参网络创新

营销 
大连海事大学 

二等奖 上海赛区 199281 上大养老队 
基于老人陪护缺失问题的陪诊平

台 
上海大学 

二等奖 福建赛区 197810 茹熤 茹熤 闽江学院 

二等奖 福建赛区 192261 中安之“QIAO” 
中安之 QIAO——跨境线上电商培

训与代运营计划 
华侨大学 



二等奖 山西赛区 169302 
舟桥之家—中国设计行

业领航者 
舟桥之家—中国设计行业领航者 太原理工大学 

二等奖 云南赛区 180031 

云工匠芯—云贵高原畜

牧业智慧养殖管理第一

品牌 

云工匠芯—云贵高原畜牧业智慧

养殖管理第一品牌 
云南工商学院 

二等奖 湖北赛区 155583 嘻哈五人组 衣物帮：数字社区 O2O配置平台 武汉纺织大学 

二等奖 湖北赛区 193988 吃什么都队 享吃 武汉晴川学院 

二等奖 山东赛区 236453 山威必胜队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信用公信力

中介机构 
山东大学（威海） 

二等奖 重庆赛区 248750 及时雨队 
路路通-一带一路国际运输服务领

航者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二等奖 北京赛区 245933 耳目团队 以目为耳-听障人的直播间 北京联合大学 

二等奖 贵州赛区 157872 半醺 
半醺---------酒饮其半醺花赏其

半开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 

二等奖 江苏赛区 173143 IT智慧小分队 医疗废弃物追溯管理平台 江苏师范大学 

二等奖 四川赛区 246379 美物君 美物君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二等奖 广东赛区 198153 华师小艾编程团队 小艾编程启蒙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 

二等奖 吉林赛区 222232 DM团队 
圣元传媒——文化自信代运营的

传承发声者 
延边大学 

二等奖 四川赛区 185215 救援先锋 救援先锋 电子科技大学 

二等奖 四川赛区 226468 开拓者 E亩方田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二等奖 安徽赛区 225352 云巡未来 
基于 SLAM技术的智能医疗 AGV 系

统引导者 
合肥工业大学 

二等奖 湖北赛区 159714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队 
小微企业互联网私域流量服务项

目 
武汉东湖学院 



二等奖 云南赛区 244852 核家兴 核家兴 西南林业大学 

二等奖 浙江赛区 248763 一个闰土两个猹 逸眠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四、三等奖 

奖项 分赛区 团队 ID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所在院校 

三等奖 甘肃赛区 214436 冻龄参茶坊 
基于食品高新技术的高值化党参资源开

发及产品研究 
甘肃农业大学 

三等奖 广西赛区 170638 创薪陶艺 创薪陶艺 南宁学院 

三等奖 贵州赛区 174706 数可信 数可信——个人信用评价领航者 贵州财经大学 

三等奖 河北赛区 198419 森民小马冲冲冲 
第八空间——基于 5G+VR+AI 的英语教

育培训项目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三等奖 山东赛区 170936 农社危废小分队 “废同凡响”农社危废在线追踪服务方案 山东建筑大学 

三等奖 河南赛区 171355 SocialPower 队 
SocialPower 东南亚跨境电商私域流量运

营系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三等奖 河南赛区 228519 雷达 钢小秘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三等奖 吉林赛区 173918 启杰古建 启杰古建 长春财经学院 

三等奖 吉林赛区 175778 智慧金农 “智慧农业”农业农村金融服务平台 吉林财经大学 

三等奖 重庆赛区 175482 缘创工作室 
缘创—个性化文创设计与联名推广的 mcs

工作室 
重庆交通大学 

三等奖 广东赛区 176401 进击的创新队 廣府 D 嘢 广州大学 

三等奖 湖北赛区 159840 遇见杜康 道康 汉口学院 

三等奖 宁夏赛区 204339 一苯科技 
一苯科技——“桌面工厂”设计与开发领航

者 
宁夏大学 



三等奖 山东赛区 217702 乐童机甲师 乐童机甲师-少儿益智竞技玩具 山东大学（威海） 

三等奖 四川赛区 200574 知行一 百晓生研学 西华师范大学 

三等奖 甘肃赛区 200723 核你一起 乡恋——“那个核桃”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三等奖 河南赛区 169157 有梦想的娃儿们队 “家门口”智慧医养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三等奖 湖南赛区 183240 拾星 浏光“遗”彩——非遗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湖南信息学院 

三等奖 内蒙古赛区 178154 疯狂造型团队 “疯狂造型”家庭智能理发装置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三等奖 四川赛区 248734 非遗+ “非遗+”点亮乡村振兴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北京赛区 234491 三创五脚猫 “寻乡”——异乡大学生交互平台 北京物资学院 

三等奖 甘肃赛区 247650 非遗娃娃 非遗娃娃走天下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河北赛区 182917 锂想创业团队 锂想-面向智能设备的高能柔性锂硫电池 河北工业大学 

三等奖 陕西赛区 210844 还看今朝 
给点阳光就灿烂——全方位自动追光小

精灵的能量转化之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三等奖 西藏赛区 220613 藏西蜜境 藏西蜜境 西藏民族大学 

三等奖 海南赛区 206384 Alaska 团队 Safety Helper（帮你拎） 海南大学 

三等奖 湖南赛区 194733 中南众诚队 
面馆 APP——大学生模拟面试及就业能

力提高平台 
中南大学 

三等奖 辽宁赛区 216794 
辽宁省乾风瑞华数字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数字孪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案—

—以中小电力设备制造业企业复工复产

为例 

中国医科大学 

三等奖 云南赛区 168978 
云南亿扬文化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 
亿扬传媒—大学生直播领跑者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重庆赛区 230195 一方工作室 
宜森——基于农旅双链模式的田园综合

体 
重庆交通大学 



三等奖 河北赛区 153110 NCC V+原创潮流平台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三等奖 湖北赛区 211072 乡聚荆楚 
乡聚荆楚——多元赋能、跨界融合打造

“非遗+扶贫”新模式 
华中师范大学 

三等奖 辽宁赛区 236968 AirAuthors 
AirAuth 轻验基于生物特征和快应用的第

三方授权服务 
大连理工大学 

三等奖 云南赛区 188773 历酒弥新 棘美佳酿-火棘酒 曲靖师范学院 

三等奖 安徽赛区 216545 赖氏兄弟帮 “洒家”智能花洒 合肥工业大学 

三等奖 北京赛区 190883 五仁团队 医林 北京林业大学 

三等奖 湖北赛区 215751 回声呦呦 人生答疑室——每一份心情都有回声 武汉科技大学 

三等奖 江苏赛区 179389 无问南北 养益圈——中医体质修炼手册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三等奖 宁夏赛区 219586 清洁小分队 新型护栏清洗机 北方民族大学 

三等奖 四川赛区 201500 桑之源农业科技 桑之源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云南赛区 229559 简壹文化 简壹文化 云南工商学院 

三等奖 广西赛区 184117 健康搬运工 健康宝盒 广西财经学院 

三等奖 宁夏赛区 212974 爱德创新创业团队 绿色疗法--中药熏蒸特色治疗骨关节病 宁夏医科大学 

三等奖 陕西赛区 184927 可乐不加糖 云游购——沉浸式农产品购物平台 西安工程大学 

三等奖 四川赛区 187617 玖创学堂 玖创学堂 成都理工大学 

三等奖 广东赛区 235897 重金出击 以废治污，化“重”为宝 惠州学院 

三等奖 河南赛区 156193 总冠军 
Cluster-基于地图 POI 感知知识图谱的双

向新型互联网+电商平台 
郑州轻工业大学 

三等奖 吉林赛区 199030 云悦 
云悦—“互联网＋产品服务”一体式 MCN

电商 
吉林财经大学 

三等奖 辽宁赛区 228212 一心问津 明优平台 东北财经大学 

三等奖 新疆赛区 199781 中智捷达 小白羊环境科技 新疆大学 



三等奖 甘肃赛区 218556 护“花”使者 基于开发者平台和土壤墒情的智能系统 甘肃农业大学 

三等奖 贵州赛区 213266 阡陌稻网 稻田综合种养，筑梦贵州山区乡村振兴 贵州大学 

三等奖 河北赛区 170042 2021 新佳程 2021 新佳程 —K12 计算机科学教育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三等奖 吉林赛区 221015 滴水穿石 滴水穿石, “饮” 我而精彩 延边大学 

三等奖 江西赛区 222285 南大电商工作室 
新媒体运营及推广-以南大电商工作室为

例 
南昌大学 

三等奖 安徽赛区 170193 念念向扇 明德折扇网上营销策划 安徽工业大学 

三等奖 甘肃赛区 202133 纸眼金睛 “纸眼金睛”---重金属离子快速检测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广西赛区 188716 英才队 东南亚跨境直播服务创业计划书 广西财经学院 

三等奖 湖北赛区 216596 玫瑰花小班 
“你侬我农”个性化农业一站式平台设计方

案 
武汉理工大学 

三等奖 天津赛区 227485 辰南文化 
流传千年的指上非遗——棕编艺术的活

化与传承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三等奖 甘肃赛区 238902 以爱绘性 “以爱绘性”幼儿全面性教育引导平台 兰州城市学院 

三等奖 河南赛区 174069 苏武王德颖 考研巴士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三等奖 江苏赛区 179670 憨啤堂 “酒见”精酿啤酒的 江南大学 

三等奖 宁夏赛区 211969 越战小分队 小蚯蚓-大循环-助力中国农业健康发展 宁夏大学 

三等奖 青海赛区 153482 
鱼忆七秒 

（线上参赛） 
余声留音 青海大学 

三等奖 浙江赛区 248764 依古比古与玛卡巴卡 
极客苏打即刻速搭化繁为简的全渠道媒

体云平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三等奖 澳门赛区 245721 澳门风向标 智慧旅遊體驗與商戶智慧管理系統 澳门科技大学 



三等奖 湖北赛区 200918 桂英挂帅 “自然联鸣”链接式疫情服务与销售平台 湖北文理学院 

三等奖 吉林赛区 160321 
Top Girls 

（线上参赛） 
新游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三等奖 青海赛区 195061 
俊翁丽娘民族文化创

业团队（线上参赛） 

青海土族盘绣文创产品的品类研发与品

牌推广 
青海民族大学 

三等奖 山东赛区 158601 动力之源 
“聚”能喷--大流量燃气发动机电磁喷射装

置 
山东交通学院 

三等奖 上海赛区 202427 
“乡村振兴，青春逐

梦”小队 
乡村振兴背景下内容电商扶贫 上海商学院 

三等奖 四川赛区 234615 素衣锦绣队 山海经与一抹靛蓝奇遇记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海南赛区 210843 询琼计 询琼计旅游方案智能定制项目 海南大学 

三等奖 黑龙江赛区 157798 加加小分队 “旅小喵”当地人向导服务预定平台 东北林业大学 

三等奖 吉林赛区 178504 
安心陪 

（线上参赛） 
无接触式共享陪护床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三等奖 江西赛区 243857 “榕洞” “榕洞”APP 江西财经大学 

三等奖 青海赛区 180515 
小食代茶艺队（线上

参赛） 
“舌尖缘——柳茶记”线上柳茶平台 青海大学 

三等奖 山东赛区 200155 清道夫团队 清道夫-水体抗生素降解材料研发专家 青岛科技大学 

三等奖 江西赛区 179582 

硅光智创——开创无

蓝光硅基 LED 护眼

新纪元 

硅光智创——开创无蓝光硅基 LED 护眼

新纪元 
南昌大学 

  



五、单项奖 

奖项 分赛区 团队 ID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所在院校 

最佳创新奖 贵州赛区 239739 黔货出山乘风破浪 黔货出山乘风破浪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最佳创新奖 浙江赛区 248765 五亿工作室 顶尚风情，我们创领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最佳创新奖 陕西赛区 247591 合力兴农团队 
合力兴农—以区块链技术赋能农产品物

流安全发展 
西安邮电大学 

最佳创新奖 辽宁赛区 187476 Hi 学习吗 hi 学习吗知识类付费平台 大连民族大学 

最佳创新奖 浙江赛区 248767 贝坊科技 
贝坊悦读——聚焦于亲子共读新模式的

交互绘本阅读平台 
浙江工商大学 

最佳创新奖 辽宁赛区 224488 晨星 神奇 AR 大连交通大学 

最佳创新奖 安徽赛区 188269 绿林豪杰 
绿林豪杰——生物菌剂克抗性，粮安天

下举义旗 
安徽农业大学 

最佳创新奖 福建赛区 181698 专筑力 
聚波汇神——基于人工智能的儿童专注

力教育 
阳光学院 

最佳创新奖 湖北赛区 165224 英雄码头 信天翁跨境电商人才服务平台 武汉大学 

最佳创新奖 内蒙古赛区 178461 农心科技 农田卫士-智能驱兽农业监测系统 内蒙古科技大学 

最佳创新奖 重庆赛区 154909 
踏风行耘——国内少数民

族体育研学旅行的开拓者 

踏风行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快乐体

育研学的开拓者 
四川外国语大学 

最佳创新奖 甘肃赛区 204161 西小狮汉字王国 西小狮汉字王国系列平台 西北师范大学 

最佳创新奖 陕西赛区 188565 琉璃少年团 博物馆小小说 西安科技大学 

最佳创新奖 河南赛区 244022 拾光文创 拾光文创 河南工业大学 

最佳创新奖 北京赛区 169499 果然田 
果然田——尖端生物炭技术支持下的助

农水果电商平台 
北京工商大学 



奖项 分赛区 团队 ID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所在院校 

最佳创意奖 贵州赛区 239739 黔货出山乘风破浪 黔货出山乘风破浪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最佳创意奖 江苏赛区 175393 蚝有钱 
基于蚝文化 IP 的农旅产品品牌推广平台

策划设计 
江南大学 

最佳创意奖 浙江赛区 248765 五亿工作室 顶尚风情，我们创领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最佳创意奖 陕西赛区 247591 合力兴农团队 
合力兴农—以区块链技术赋能农产品物

流安全发展 
西安邮电大学 

最佳创意奖 辽宁赛区 187476 Hi 学习吗 hi 学习吗知识类付费平台 大连民族大学 

最佳创意奖 浙江赛区 248767 贝坊科技 
贝坊悦读——聚焦于亲子共读新模式的

交互绘本阅读平台 
浙江工商大学 

最佳创意奖 辽宁赛区 224488 晨星 神奇 AR 大连交通大学 

最佳创意奖 福建赛区 181698 专筑力 
聚波汇神——基于人工智能的儿童专注

力教育 
阳光学院 

最佳创意奖 湖北赛区 165224 英雄码头 信天翁跨境电商人才服务平台 武汉大学 

最佳创意奖 广东赛区 220407 犀悦科技 Smart Sense 儿童健身系统 华南理工大学 

最佳创意奖 上海赛区 189060 空巢青年 
独乐乐—针对独居青年的饮食个性化服

务践行者 
华东理工大学 

最佳创意奖 陕西赛区 188565 琉璃少年团 博物馆小小说 西安科技大学 

最佳创意奖 山西赛区 198380 一生所依团队 一生所依大学生科技文化口红创意项目 太原理工大学 

最佳创意奖 河南赛区 244022 拾光文创 拾光文创 河南工业大学 

最佳创意奖 云南赛区 180031 
云工匠芯—云贵高原畜牧

业智慧养殖管理第一品牌 

云工匠芯—云贵高原畜牧业智慧养殖管

理第一品牌 
云南工商学院 

最佳创意奖 北京赛区 169499 果然田 
果然田——尖端生物炭技术支持下的助

农水果电商平台 
北京工商大学 

奖项 分赛区 团队 ID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所在院校 



最佳创业奖 贵州赛区 239739 黔货出山乘风破浪 黔货出山乘风破浪 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最佳创业奖 浙江赛区 248765 五亿工作室 顶尚风情，我们创领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最佳创业奖 云南赛区 175985 兼信团队 翠羽银丝——非遗平民化的体验时代 云南工商学院 

最佳创业奖 陕西赛区 247591 合力兴农团队 
合力兴农—以区块链技术赋能农产品物

流安全发展 
西安邮电大学 

最佳创业奖 辽宁赛区 187476 Hi 学习吗 hi 学习吗知识类付费平台 大连民族大学 

最佳创业奖 辽宁赛区 224488 晨星 神奇 AR 大连交通大学 

最佳创业奖 福建赛区 181698 专筑力 
聚波汇神——基于人工智能的儿童专注

力教育 
阳光学院 

最佳创业奖 云南赛区 166548 彝饮天下 “彝源秋实”生态圈 云南工商学院 

最佳创业奖 浙江赛区   子期文化 子期文化的直播带货之路 杭州师范大学 

最佳创业奖 云南赛区 224779 云 V 笑 风渡嘉荷 云南工商学院 

最佳创业奖 安徽赛区 203272 伍人脱单队 智慧 4s 店：人工智能助力汽车新零售 合肥工业大学 

最佳创业奖 江苏赛区 197115 边城浪子 秀山毛尖-一品天下 徐州工程学院 

最佳创业奖 吉林赛区 160215 猎户座的星辉 跨境电商灯具销售 长春理工大学 

最佳创业奖 河南赛区 244022 拾光文创 拾光文创 河南工业大学 

最佳创业奖 北京赛区 169499 果然田 
果然田——尖端生物炭技术支持下的助

农水果电商平台 
北京工商大学 

 

六、指导老师奖 

奖项 指导老师姓名 分赛区 所指导团队 ID 所指导团队名称 所指导团队项目名称 



最佳指导老师奖 
陈俏丽、黄金亮、陈闻

都、朱静文 
浙江赛区 248765 五亿工作室 顶尚风情，我们创领 

最佳指导老师奖 
李晨光、于意、赵冰、金

哲洙 
辽宁赛区 187476 Hi 学习吗 hi 学习吗知识类付费平台 

最佳指导老师奖 郁榕睿、王苹、曾宪威 福建赛区 181698 专筑力 
聚波汇神——基于人工智能的儿

童专注力教育 

最佳指导老师奖 李海峰、隋晓莹 辽宁赛区 224488 晨星 神奇 AR 

最佳指导老师奖 
张应烙、陆彦、官春强、

史玲玲 
安徽赛区 188269 绿林豪杰 

绿林豪杰——生物菌剂克抗性，

粮安天下举义旗 

最佳指导老师奖 
李刚、曹刚 

、张然、逯蒙 
北京赛区 169499 果然田 

果然田——尖端生物炭技术支持

下的助农水果电商平台 

最佳指导老师奖 苏锦旗、张增峰 陕西赛区 247591 合力兴农团队 
合力兴农—以区块链技术赋能农

产品物流安全发展 

最佳指导老师奖 谢毅、邵俊、杨梅 浙江赛区 248767 贝坊科技 
贝坊悦读——聚焦于亲子共读新

模式的交互绘本阅读平台 

最佳指导老师奖 丁文茜、杨蕊宁 贵州赛区 239739 黔货出山乘风破浪 黔货出山乘风破浪 

最佳指导老师奖 张李义 湖北赛区 165224 英雄码头 信天翁跨境电商人才服务平台 

最佳指导老师奖 
谢晶、张钰浛、赵云、孙

开峰 
云南赛区 175985 兼信团队 

翠羽银丝——非遗平民化的体验

时代 

最佳指导老师奖 宋晓利、陆菁 江苏赛区 175393 蚝有钱 
基于蚝文化 IP 的农旅产品品牌推

广平台策划设计 

最佳指导老师奖 汪金锋、郭双梅、李应清 云南赛区 166548 彝饮天下 “彝源秋实”生态圈 

最佳指导老师奖 王吉、黄善明 四川赛区 181908 可研可甜 AI 助研智慧服务引路人 

奖项 指导老师姓名 分赛区 所指导团队 ID 所指导团队名称 所指导团队项目名称 

优秀指导老师奖 殷猛 河南赛区 195392 五星联盟 “夕阳不落”在线教育平台 

优秀指导老师奖 胡桃 北京赛区 152330 瓜娃子们 智住精 



优秀指导老师奖 裴一蕾、李丹丹 北京赛区 244650 重圭叠组 
最非遗面由心生花馍小程序设计

及推广 

优秀指导老师奖 刘希裕、曹建忠 
内蒙古赛

区 
178461 农心科技 农田卫士-智能驱兽农业监测系统 

优秀指导老师奖 罗富晟 海南赛区 193306 碧蓝生机 碧蓝生机 

优秀指导老师奖 黄罡、曾蒸、张宣建 重庆赛区 248749 玉麒麟战队 驾考宝-新时代驾考的引领者 

优秀指导老师奖 芮嘉明、陶硕、徐爽 北京赛区 246371 
想搞科研，更想搞

三创 

禾硕嘉中央农场—5G 背景下农副

产品“云种养”模式生态社群解决

方案 

优秀指导老师奖 王琥 重庆赛区 154909 

踏风行耘——国内

少数民族体育研学

旅行的开拓者 

踏风行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

快乐体育研学的开拓者 

优秀指导老师奖 
潘津、范太胜、林珍坤、

王荣 
福建赛区 167814 真不错小组 宠爱康 

优秀指导老师奖 王琥 重庆赛区 195423 龙凤呈香工作室 
芳馥中华：中国传统香道的文化

创新与跨境交流 

优秀指导老师奖 毛志斌、马苗苗 湖北赛区 205137 归楚 

归楚+实景沉浸式剧本杀—基于荆

楚文化与新型社交融合的创业项

目 

优秀指导老师奖 严炜炜 湖北赛区 231753 他 
他——男性大学生垂直领域的形

象管理智能方案 

优秀指导老师奖 勾庆华、韩天圣 辽宁赛区 189683 
岚辉体育——全英

文沉浸式武术教学 

岚辉体育——全英文沉浸式武术

教学 

优秀指导老师奖 陈卫洪、李笑然 贵州赛区 161028 油然而生 油然而生 

优秀指导老师奖 纪明宇、李新颖、吴勇 
黑龙江赛

区 
165568 数友团队 易数通——个性化数学提升方案 



优秀指导老师奖 康文雄、梁道涵 广东赛区 220407 犀悦科技 Smart Sense 儿童健身系统 

优秀指导老师奖 杨兴凯 辽宁赛区 164047 confident talking 
confident-talking——基于表达练

习用户体验的养成+服务型 APP 

优秀指导老师奖 林立达、马莉婷、洪栋煌 福建赛区 198600 闽香茶旅创业团队 
闽香茶旅——基于茶文化的主题

旅游服务 

优秀指导老师奖 石乘齐 陕西赛区 244349 云上微书 
绘声绘色—中小学红色教育课外

拓展 O2O 平台 

优秀指导老师奖 闫秋双、杨恋 云南赛区 224779 云 V 笑 风渡嘉荷 

优秀指导老师奖 吕鲲、王艳 浙江赛区 248762 壹品青禾 壹品青禾唇齿流芳五常香 

优秀指导老师奖 张筱荣 安徽赛区 170416 
爱博士药箱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AI 博士—基于健康中国战略的一

体化智能药箱 

优秀指导老师奖 纪明宇、张音 
黑龙江赛

区 
160559 

newuper 纽昂普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善思吧”一体化在线教育平台：

双向循环引流机制 

优秀指导老师奖 李华 甘肃赛区 204161 西小狮汉字王国 西小狮汉字王国系列平台 

优秀指导老师奖 李英、强莉 上海赛区 189060 空巢青年 
独乐乐—针对独居青年的饮食个

性化服务践行者 

优秀指导老师奖 姜元春、杨继盛 安徽赛区 203272 伍人脱单队 
智慧 4s 店：人工智能助力汽车新

零售 

优秀指导老师奖 朱新英,张丽伟 江西赛区 175671 Flying dream 筑梦蓝天 

优秀指导老师奖 刘旸、李晖 陕西赛区 188565 琉璃少年团 博物馆小小说 

优秀指导老师奖 苗苗、蒋玉石、陈梓宇 四川赛区 200342 艾够校园 艾够校园 

  



七、组织奖 

奖项 分赛区 省级赛承办院校 

最佳组织奖 四川赛区 西华师范大学 

最佳组织奖 湖北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最佳组织奖 安徽赛区 合肥工业大学 

最佳组织奖 辽宁赛区 东北财经大学 

最佳组织奖 甘肃赛区 甘肃农业大学 

最佳组织奖 吉林赛区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最佳组织奖 云南赛区 云南工商学院 

最佳组织奖 山东赛区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最佳组织奖 重庆赛区 重庆师范大学 

最佳组织奖 河南赛区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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