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组别 项目类别 负责人 学校

1
“芯”系未来——自主研发SIT器件的工业

化应用开发
初创组 “互联网+”制造业 尹晋超 兰州大学

2 “开拓者”同位素电池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费富宇 兰州大学

3
智能生物反馈疗法及“小酣”智能睡眠诊

疗仪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卢纪元 兰州大学

4 “水蜂一号”分布式水利水电项目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韩煜娜 兰州大学

5 “兰云”精准农业智能管理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任佳乐 兰州大学

6
三维超疏水金属网对含油废水的高效选择

性分离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姚琳琳 兰州理工大学

7
“结构听诊器”——基于AETA的震后结构

健康实时反馈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雷振博 兰州理工大学

8 新型电子商务拣货机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吴浩伟 兰州理工大学

9 可循环使用一次性封装结构快递箱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温贵乾 兰州工业学院

10 贻美葭文创 成长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王梅花 兰州财经大学

11 MYO手语翻译器——看得见的声音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陈康宇 兰州交通大学

12 即食彩色薯泥(一种健康的速食食品) 初创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李茂宏 甘肃农业大学

13
中国传统建筑测绘与模型数据信息平台建

设
初创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苏醒 兰州理工大学

14 S–RE“零耗能“高速公路全自动除雪机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汪阳阳 兰州理工大学

15 互联网NB-IOT智能水表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郭柏 兰州理工大学

16 新型环保语音趣味鱼缸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沙毓 兰州理工大学

17 环保型道路融雪剂的推广与应用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王继林 兰州交通大学

18
基于自动追踪技术的老人看护兼陪伴聊天

功能的智能机器宠物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何正坤 兰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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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
（主赛道）



19 互联网+智能语音导盲杖 初创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王玺 兰州理工大学

20 "管宝"多功能管道检测机器人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方国源 兰州交通大学

21
基于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敦煌

印象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黄小慧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22 众享Campus 初创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王玉龙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3 递尔农庄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谈静 兰州文理学院

1 药苗筛选种植一体机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刘海亮 兰州理工大学

2 新型高效生物固沙剂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王子宁 兰州大学

3
让幸福的玫瑰花开遍祖国大地-----甘肃永
登苦水玫瑰科技精准扶贫新模式推广示范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黄欣 兰州大学

4 犏雌牛繁育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何翃闳 甘肃农业大学

5 通渭苦荞茶项目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殷亚妮 兰州财经大学

6 杏鲍菇工厂化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贺鹏双 武威职业学院

7 绿色农房产业开发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韦积鋆 兰州交通大学

8 梦之翼— 均衡东西部外语基础教育资源
就业型创业

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徐艳 兰州大学

9 蒙俊杰三农科技服务团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蒙俊杰 甘肃农业大学

10 唐僧别烦我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魏翔宇 甘肃农业大学

11 “爱在远山”留守儿童艺术教育精准扶贫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孙雪楠 西北师范大学

12 木偶戏机器人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周榆淮 甘肃农业大学

13 耕心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徐小龙 陇东学院

1 荒漠化盐碱地胡杨种植技术应用与推广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张鹏鑫 兰州大学

2 复合无土基质移动式生态草毯 初创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邹馥阳 兰州大学

第一组
（主赛道）

第一组
（红旅赛道）

第二组
（主赛道）



3 云端控制人脸识别系统自助化妆研发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陈琪 兰州理工大学

4
基于液压减速带发电的车辆信息数据采集

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蒋文珂 兰州理工大学

5 全自动智能家庭种菜机 初创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陈海龙 甘肃农业大学

6
“证事儿”一款基于大数据挖掘的一站式

考证平台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冯沛 西北师范大学

7 CMOOC—面向东南亚的智能汉语学习平台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江帆 兰州大学

8 植被修复与重建新技术项目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马英 兰州大学

9 楼层安保巡逻机器人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宋志翔 兰州交通大学

10 兰州绿水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王广娥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11 丝路文化符号在陶瓷艺术中的再现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任自林 兰州理工大学

12 DTD共享智能打印系统 初创组 “互联网+”制造业 王亚西 兰州理工大学

13 一款可以悬浮的智能主机——智精灵mini 初创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马蛟龙 西北师范大学

14
基于藏系绵羊胎盘的系列养颜护肤产品的

开发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王雨阳 兰州理工大学

15 一种模块化智能充气回收式快递包裹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朱栋栋 兰州理工大学

16 基于脑电波操控的智能轮椅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段运鑫 兰州交通大学

17
RobinVis基于webGL技术的网络监控数据实

时可视分析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管祥甫 兰州理工大学

18
桥梁结构实体模型制作及其计算机仿真优

化分析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林章亮 甘肃农业大学

19 可遥控式水面清理装置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焦鹏 兰州交通大学

20 陇东红色旅游文化产品开发项目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贺紫薇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21 “甄品农庄”助推精准扶贫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霍军麒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22 电器医生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肖延军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组
（主赛道）



1 千万亩苹果防冰雹套袋新产品推广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包金朋 陇东学院

2  Green Cloud 智慧农业平台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付恩丽 西北师范大学

3 基于3D打印的假肢手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李康辉 兰州大学

4
基于对流干燥水热回收利用智能花椒烘选

一体机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辛贵颜 兰州理工大学

5 少数民族风情文化产品推广平台建设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朱杰 兰州财经大学

6 基于气调保鲜加工技术的创新及推广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冯望来 西北师范大学

7 彤特农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蒲强胜 甘肃农业大学

8 渭香籽胡麻油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殷富岐 甘肃农业大学

9 生态宜居乡村风-磁涡流制热绿色供暖技术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高祯 兰州交通大学

10 智能消毒柜控制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马春贵 甘肃农业大学

11  “智慧元龙”农村电商新零售整合体系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年浩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2  互联网+利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杨志平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13 sporting果园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李艳丽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1 新型医用重组胶原蛋白 初创组 “互联网+”制造业 付彩虹 兰州大学

2 新型地矿钻头及配套软件开发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白宗玺 兰州城市学院

3 异形园艺的精准喷灌与智慧云管理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张祥国 兰州理工大学

4 无限充-公用安全充电设备 初创组 “互联网+”制造业 王全丽 兰州理工大学

5 基于物联网的全时空智能降尘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方晨宇 兰州交通大学

6 基于NB-IoT的老年可穿戴安全监护设备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许祖铭 兰州理工大学

7 HIGH 农场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张继莹 甘肃农业大学

第二组
（红旅赛道）

第三组
（主赛道)



8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对传统棋文化的研究与

推广
初创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耿国源 甘肃医学院

9 青蓝笔记APP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徐帆 兰州财经大学

10 石化行业智能安防机器人
就业型创业

组
“互联网+”制造业 苏校峥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11 “随心练”健身平台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周正博 兰州大学

12 新型引火材料—无烟煤的推广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于夕雯 兰州大学

13 高效节能型大功率振动时效装置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程思柳 兰州交通大学

14 大电网智能补偿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第柯笠 兰州交通大学

15 3D打印异形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惠小娟 西北师范大学

16 民间动物救助资源整合与众创平台建设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司雨 兰州理工大学

17
黄土地区果树灌区运行状况综合评价软件

开发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杨涛 陇东学院

18 一款保护工作者的呼吸机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朱寅杰 兰州大学

19 基于光伏供能的灭蚊及防污路灯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金泉有 兰州理工大学

20 基于光伏发电的智慧滴灌控制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李洁 兰州理工大学

21 菌行天下
就业型创业

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贾艳丽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22 “FVS”水面清洁及增氧循环机器人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王加浩 兰州理工大学

23
敦煌壁画绘制文创产品的开发和大众化推

广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汤峰 河西学院

24 黑木耳速溶固体饮料
就业型创业

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赵旺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25 报站鹰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张静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26
基于精准扶贫模式下的农村电子商务校政

企产学研平台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李亚军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学院

1 玉米种植机器人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姚志武 兰州理工大学

第三组
（主赛道)

第三组
（红旅赛道)



2 有点文茗:基于陇茶文创众筹的F2F生态体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李子璇 兰州大学

3 手工刺绣促扶贫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张辉 甘肃农业大学

4 北空惠农 初创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沙建英 甘肃农业大学

5 守护绿水青山---重金属污染根除剂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付秀峰 兰州大学

6 甘肃岷源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初创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余亚梅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7 一粒碳足迹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王多琪 甘肃农业大学

8 阳台蔬菜服务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夏伦港 甘肃农业大学

9
冬季的余味----低度甜型及起泡型冬果梨

酒的研制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南美文 甘肃农业大学

10
以高校宿舍为主的小型室内设计电子商务

平台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张凯凡 兰州大学

11
村镇热电沼气联供系统助力精准扶贫和乡

村振兴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杨捷媛 兰州理工大学

1
基于视觉识别和光学检测的高通量水果分

选机
初创组 “互联网+”制造业 路小亮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

2 安全环保型新型打印机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舒子江 兰州理工大学

3 时光主题蜂蜜酒的产业扶贫梦 初创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罗闫兵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4 基于混沌技术的铅酸蓄电池除硫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宋成轮 兰州大学

5
过跨车供电及安全防护系统产品化与应用

推广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李贵 兰州交通大学

6 便携式超早期脑卒中预警检测仪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杨硕 兰州理工大学

7 桥隧无损检测及桥梁静载模型研发与销售 初创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李泰乐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 “安出行”防疲劳内后视镜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袁静泊 兰州理工大学

9 智慧型生鲜电商服务平台 “陇原人家” 初创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赵述鑫 甘肃农业大学

10 遥控高压静电电源优化设计与营销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赵艳芳 陇东学院

第三组
（红旅赛道)

第四组
（主赛道）



11 陇原同行，城市流浪狗治理公益项目
就业型创业

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张顺德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12
“山海全图”——基于《山海经》的文创

设计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周静 兰州大学

13 天然中草药动物饲料添加剂应用及推广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宁晨鹤 兰州交通大学

14 新型无人机航测应用搭载平台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吴国民 兰州理工大学

15
基于共享经济和众包技术的盲文刻印服务

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吴文峰 兰州大学

16 智慧农业机器人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秦亮 兰州理工大学

17 E游记——科普教育体验式旅游平台开发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王娜 兰州理工大学

18 大地湾彩陶纹样艺术产品研发中心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贾鑫男 天水师范学院

19 智能形工坊——文创个性化设计定制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冯磊 兰州理工大学

20 兰州百合快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任慧 兰州理工大学

21 西北法律援助网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王鹏飞 甘肃政法学院

22 陇师帮——校园电商新媒体聚合平台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马银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3 新型智能红外理疗服装——专属健康专家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李好静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24 兰州百合旋转制干新工艺开发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李媛媛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

学院

25 笺短情长纪念品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王纯桦 兰州财经大学

1
野鱼工作室——新农品推广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单芃 甘肃农业大学

2 独运匠心 守艺西北 初创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杨文瑾 兰州理工大学

3 温暖水杯•学童饮水健康关怀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车兴龙 西北师范大学

4 知音APP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吴岩松 兰州大学

5 一种新型管道水流发电节能装置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朱文强 兰州理工大学

第四组
（主赛道）

第四组
（红旅赛道）



6 易点体训教育 初创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沈俊琴 甘肃农业大学

7
筑梦丝绸路，幸福中国行——一带一路文

化传播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刘樾均 西北师范大学

8 自由基创意工坊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朱云林 甘肃农业大学

9 甘田
就业型创业

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李非凡 兰州大学

10 两当兵变纪念馆数字化3D平台展示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赵玲 天水师范学院

1
一种新型金属点阵梯度功能材料的研发与

应用
初创组 “互联网+”制造业 王兵 兰州理工大学

2 便携式抗生素检测器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庞西鋆 兰州理工大学

3 甘肃省思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马占军 兰州大学

4 “一心一医”远程心音预测预防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董思凡 兰州理工大学

5 新能源新梦想-便携式柔性固态锌空电池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路旻 兰州大学

6 乳腺癌智能检测云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郭睿 兰州大学

7 城市智慧水务安全管理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段涵 兰州交通大学

8 提神伴侣   e起护眼 初创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马莉 甘肃农业大学

9 环保科技-废泡沫塑基涂料的产业化开发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周旭 陇东学院

10
基于物联网和机器人技术的智能家居安防

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吴海磊 兰州理工大学

11 EyeDrive智慧视觉系统 初创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郑浩 兰州财经大学

12
基于CIS（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的企业文化

“一站式”智慧云+服务
初创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贾智文 兰州城市学院

13 废旧阴极制备锂离子电池碳负极材料
就业型创业

组
“互联网+”制造业 王文婕 兰州理工大学

14 甘草有效成分的生物法提取新工艺研究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郭广君 兰州理工大学

15 智能自适应仿生农药精准喷洒机器人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魏帆 兰州理工大学

第四组
（红旅赛道）

第五组
（主赛道）



16 动画直播平台构建与网络营销应用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穆俊达 兰州交通大学

17 物流厢式货车便携装卸工具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赵扩 兰州工业学院

18
基于物联网的“交互成长计划”智能养殖

系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雷斌贵 兰州工业学院

19
无可遁形—用于追捕的智能AR眼镜解决方

案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谷青竹 兰州大学

20
基于体感控制的智能仿生多自由度 工业机

械臂的研发与产业化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闫广超 兰州交通大学

21 念敦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白旭东 西北师范大学

22 健康中国——高原夏菜出“淘”季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傅海雁 西北民族大学

23 基于GPS的智能老人拐杖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陈浩微 兰州工业学院

24 龙马驿站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刘旭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1 “冬风送暖”温室大棚用智能风力暖气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万喆 兰州理工大学

2 ”土苗风情“慢生活体验农庄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曾鹏 兰州大学

3 玫尽其用 瑰宝深藏
就业型创业

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阳陈锦剑 兰州大学

4
"岷蜂优蜜—川页信息”互联网+岷县品牌

蜂蜜微创店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赵永斌 甘肃农业大学

5 互联网助力农产品电商扶贫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杜占才 甘肃农业大学

6 特色陇药—党参熏蒸装置的开发和利用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刘志春 甘肃农业大学

7 维吾尔语手写输入翻译移动终端APP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高泽军 兰州理工大学

8 垚匠洞人——窑洞民居的修复与传承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 柯刚常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9 时光相册公益摄影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柳涛 西北师范大学

10
五岳电商——面向乡村振兴的农村电商第

三方托管运营服务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张裕丰 兰州财经大学

11 锦绣添香——中药养生香囊 创意组 “互联网+”社会服务 杨青伟 甘肃中医药大学

第五组
（红旅赛道）

第五组
（主赛道）



12 益惠农电子商务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马康宁 甘肃农业大学

13 绿之源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李洋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第五组
（红旅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