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北京赛区总决赛入围项目名单的公示 

根据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相关

通知要求,各高校共推荐了 892 个项目参加北京赛区的网审初赛，经

专家委员会的认真评选,初步评选出 143 个主赛道项目和 25 个“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项目入围北京赛区总决赛现场比赛。现将

168 个入围北京赛区总决赛现场复赛的项目名单进行公示(见附件)。 

公示期：2019 年 7月 1 日—7 月 3日 

公示期间，请入围各校进一步审核项目资质，核查、完善项目

信息，务必确保项目符合教育部大赛文件要求。如对入围名单有任

何问题请与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为方便核实，请书面反映情况

并署真实姓名。 

公示期结束后，将正式公布入围北京赛区总决赛名单。如果届

时还存在问题的项目将取消决赛资格。同时，各入围高校请做好参

加北京赛区总决赛的准备。 

联系人：韩康榕 

联系电话：62281946   

联系邮箱：hlwj_bj@163.com 

附件：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总

决赛入围项目名单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高教处 

2019年 6 月 30日 

mailto:hlwj_bj@163.com


附件： 

关于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北京赛区总决赛入围项目的公示 

1、 创意组入围项目名单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1 北方工业大学 简焊智造——云智能焊接工艺解决方案 

2 北京城市学院 创业服务器上的销售平台 

3 北京大学 耕耘未来 

4 北京大学 柔性智能液晶调光膜的高通量制备技术 

5 北京电影学院 北电甚蕃：影视角色云画像选角平台 

6 北京工业大学 REPANZY 创意潮牌 

7 北京工业大学 机器人关节谐波减速器产业化 

8 北京工业大学 淼微科技 

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arvis —— 智能肌电交互助手 

1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小软教育机器人 

1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深光 aLight_新一代 AR桌面计算机 

1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iBrain 脑控轮椅 

1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汽车事故自动求救系统 

1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灵翼科技-全球行业级无人机长航时解决方案最佳提供者 

1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极视科技有限公司创业策划书 

1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无人机集群作业系统 

17 北京化工大学 Via 浏览器 

18 北京化工大学 自热黑科技 

19 北京建筑大学 守艺营：青少年儿童传统手工艺文化体验基地 

20 北京建筑大学 让城市畅快呼吸－绿色聚氨酯透水路面材料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21 北京建筑大学 路创科技-新一代绿色道路建设的领航者 

22 北京建筑大学 基于高光谱的彩绘文物“体检”服务 

23 北京交通大学 “眼之伴”智能导盲手杖 

24 北京交通大学 百变几何 

25 北京交通大学 iWhere 无人驾驶汽车惯性导航自修正系统 

26 北京科技大学 AirSun Shelter安全智能发电帐篷 

27 北京科技大学 睿羹——面向帕金森患者辅助防抖餐具 

28 北京科技大学 Parking-man 智能停车系统 

29 北京科技大学 贝创意念 

30 北京科技大学 KT 智能运动 

31 北京科技大学 新型智能仿生扑翼无人机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32 北京科技大学 Light Box—面向工业 4.0的室内位置信息采集终端 

33 北京科技大学 TrafficX 

34 北京科技大学 基于三维视线追踪技术的可穿戴人机交互设备 

35 北京科技大学 海森 health 空气净化器 

36 北京科技大学 景承医疗：微创医疗器械头端工具制造商 

37 北京理工大学 智融超声精准穿刺手术导航领航者 

38 北京理工大学 牵星骨科手术导航系统 

39 北京理工大学 玩声智能音箱 

40 北京理工大学 智微科技——仿生灵巧鼠 

41 北京理工大学 知更旅行-创新全方位旅行辅助平台 

42 北京理工大学 智 E通：中国铁塔智慧用能先行者 

43 北京理工大学 锋眼去雾 

44 北京理工大学 DXD 科技——未来家用教育机器人引领者 

45 北京理工大学 精微光学：高端玻璃光学镜片制造技术领跑者 

46 北京理工大学 锋行钠电：新型低成本钠电正极材料产业化开拓先锋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47 北京理工大学 云智创新-复杂装备结构外形设计领军者 

48 北京理工大学 微纳量印：钙钛矿量子点图案化光学膜 

49 北京理工大学 电动并联式轮足机器人 

50 北京理工大学 中制电动——中国制造新动力 

51 北京理工大学 离散制造 AGV 智能仓储一体化系统 

52 北京联合大学 生命之伞 — 稻瘟病防控专家 

53 北京联合大学 图易-BIM创新建模技术 

54 北京联合大学 
有机生态融雪化冰新材料——基于网状大分子结构创新技

术 

55 北京林业大学 苗立方——国内首创便携苗木胸径测量系统 

56 北京师范大学 SASA 盒——SASA儿童综合能力训练套盒 

57 北京师范大学 一颗糖文旅创意语文教育 

58 北京师范大学 “检•捷”新型高效固相萃取 

59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充氮气的晶圆自动装载设备（loadport） 

60 北京物资学院 AR 沙盘——开创交互科普教育新模式 

61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启智天空无人机职业教育 

6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基于人工智能无损血糖云检测系统 

63 北京邮电大学 病理速诊——肿瘤病理全切片辅助诊断一站式平台 

64 北京邮电大学 基于 CT影像的脑卒中快速辅助诊断系统 

65 北京邮电大学 “小蜂”自主导航机器人 

66 北京邮电大学 夸克微实验 

67 北京邮电大学 “互联网+文创”模式下的漫画约稿服务平台 

68 北京邮电大学 粮盾——储粮害虫智能监测一体化解决方案 

69 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控制一体化无人机基站 

70 北京邮电大学 互联网+自动化云测试平台 

71 北京邮电大学 vGesture 

72 北京邮电大学 “猎鹰”遥感侦察系统 

https://cy.ncss.cn/adminprojects/8a8080876b2c87ec016b2d0c9e604afa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73 北京邮电大学 国产操作系统的安全基线检查工具 

74 北京邮电大学 MindCamera：所思即所得的图像视频生成工具 

75 北京邮电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 Deepfake 视频中人脸替换检测平台 

76 华北电力大学 B-Cycle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7 清华大学 智能水力分布式能源 

78 清华大学 TaggerX 

79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Listener聆听者——人工智能钢琴学习系统 

8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去化购 

81 首都师范大学 “梦想课堂”K12 教育的 VR应用 

82 中国传媒大学 诺瓦科技团队-诺瓦 Vils-虚拟偶像 

83 中国传媒大学 “互联网+影视”融合互动平台-影次方 

84 中国传媒大学 猫伯爵工程积木 

85 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地图？5G 环境下地域文化公益短视频创新 

86 中国传媒大学 “华韵流声”有声语言工作室 

8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地电解---用电化学开启垃圾渗滤液净化新时代 

88 中国科学院大学 消费级机械臂 

89 中国科学院大学 “立方气象卫星” 

90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新智安”智慧消防多元防控体系 

9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参北斗”采煤沉陷监测系统 

92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优选科技——细粒物料干法分离技术引领者 

93 中国农业大学 农大慧农宝--土壤墒情物联网传感器国际领跑者 

94 中国农业大学 
膜法堆肥--中国有机固废好氧发酵综合解决方案开拓者和

领航者 

95 中国农业大学 中疫科技--中国免疫植保引领者 

96 中国人民大学 小物·超写实青铜植物雕塑艺术 

97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太赫兹技术探索储层热解之谜 

9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微格石油—新型油田井网的定义者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99 中央民族大学 凯瑞运动科技—运动干预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100 中央民族大学 地球村—让世界说汉语 

101 中央民族大学 《额日乐勤》蒙古文化新媒体平台 

102 中央民族大学 巨神科技——工业级人工智能先行者 

103 中央民族大学 纳光：打造面向高色域显示的量子点新材料 

 

  



2、 初创组入围项目名单 

序号 高校 项目名称 

1 北京大学 多数据类型 AI 全流程工具系统 

2 北京服装学院 趙贝勒-新中式原创面料创新服饰品牌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controller 跨维度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诺百爱（杭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 北京交通大学 联智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6 北京科技大学 便橙 

7 北京理工大学 太虹魔幻科学 

8 北京理工大学 
速域星空-全球首个赛事级品牌电动车研发、生产、测试、运营

者 

9 北京理工大学 升发智联：重大装备及零部件运维服务平台 

10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世界上最“笨”的文本全自动数字化机器人 艾思机器人 

11 北京邮电大学 大气污染治理智能化服务平台 

12 清华大学 3D微组织工程技术助力干细胞产业及新药研发 

13 清华大学 智能血管支架 

14 清华大学 清芯未来——VOCs 气体传感器制造供应商 

15 清华大学 可理解的第三代人工智能平台  

16 中国人民大学 工业 AI 视觉 SaaS 云平台提供商 

17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水凝科技 

1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石光不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19 中央民族大学 目一二国际儿童艺术学校 

20 中央民族大学 左一新餐饮：打造以煎饼为核心的中式连锁品牌 

 

  



3、 成长组入围项目名单 

序号 高校 项目名称 

1 北京大学 人机不间断智能巡检系统 

2 北京大学 互联网+BT 学院 

3 北京工业大学 CRAZY YOUNG 原创潮牌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吸力奇迹科技有限公司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银杉无人机工作室 专业级无人机的高端设计与制造 

6 北京科技大学 智能全景记录仪 

7 北京理工大学 圣威特-全球领先 VR 解决方案开拓者 

8 北京理工大学 ACR下一代企业级移动应用安全系统 

9 北京邮电大学 NOLO VR——5G时代全球移动 VR 的领航者 

1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Ibanker  

11 清华大学 交叉双旋翼复合推力尾桨无人直升机 

12 清华大学 智能高空作业机器人 

13 清华大学 高性能贵金属电子化学材料及单原子催化材料项目 

1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众为创造——轻量型多自由度机械臂引领者 

1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涞澈水务—基于生物+的新型绿色节能污水处理厂解决方案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 
有戏空间 

17 中央民族大学 邦达科技：可吸收外科缝线技术创新领跑者 

4、 师生共创组入围项目名单 

序号 高校 项目名称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创新药“肝泰”—针对治疗肝纤维化的七肽闪释片 

2 北京理工大学 宝瑞激光-国内全元素快速检测领航者 

3 北京科技大学 盛世蔚蓝-国内领先污泥处理技术 

 



5、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入围项目名单 
序号 高校 项目名称 

1 北京工业大学 “多罗”农业全周期服务系统 

2 北京建筑大学 土生土长——乡土营建志愿服务项目 

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大苹果”——科技扶贫 

4 北京科技大学 猫芙创业扶贫项目 

5 北京科技大学 孟子居“一棵树”公益扶贫项目 

6 北京理工大学 展翼计划 

7 北京理工大学 国防科普公益行 

8 北京理工大学 藿然而愈 

9 北京林业大学 “彝居”彝族家居产品建造工坊 

10 北京师范大学 京师筑心——贫困山区儿童“扶贫扶心”计划 

11 北京邮电大学 云滴灌大数据信息平台——高效信息滴灌，助力乡村振兴 

12 北京邮电大学 夕阳再晨——全国最大的青年助老公益组织 

13 北京邮电大学 云旅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新业态 

14 北京中医药大学 金银花产品助力精准扶贫 

15 清华大学 光盘打卡 

16 中国传媒大学 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讲述和传播项目计划书 

17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乡桥 

18 中国农业大学 “SOS”魂酱计划--湘西少数民族特色酱料传承项目 

19 中国农业大学 无疆苗绣--非遗手工艺复兴平台 

20 中国农业大学 科技小院--绿色发展和科技扶贫的探索者 

21 中国农业大学 智能分布式流离法农村污水处理系统 

22 中国农业大学 中农动科--标准化养牛第三方技术服务平台领航者 

23 中国农业大学 科沃智控--中国智慧设施农业领导者 

24 中国人民大学 秦巴茶帮社会型企业创业计划 

25 中央民族大学 
大学生扶贫实践工作坊：搭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

CTM公益助农智慧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