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四届“互联网+”大赛获奖项目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组别 类别 负责人 学历 学院 奖项

1 天然有机彩粒小麦 创意组 现代农业 黎景来 本科 农学院 金奖

2 精准扶贫有机荞麦全产业链网络化发展 创意组 现代农业 岳慧芬 硕士 农学院 金奖

3 农业深松作业监管信息化系统 创意组 现代农业 常月 本科 农学院 金奖

4 基于生物技术的种苗“纯净”计划 创意组 现代农业 郝心意 博士 园艺学院 金奖

5 青青牧源——基于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新型TMR模式 创意组 现代农业 钟昊明 本科 林学院 金奖

6 基于物联网的生猪健康检测系统 创意组 现代农业 赵创德 本科 水建学院 金奖

7 唤醒中国葡萄酒之魂 创意组 制造业 鲍琪 本科 葡酒学院 金奖

8 SlimGrape 共轭亚油酸胶囊 创意组 制造业 罗睿 本科 葡酒学院 金奖

9 Focu肆——告别低头族文创项目 创意组 文化创意 柴嘉轩 本科 林学院 金奖

10 “G公社”微信平台 创意组 信息技术 郭晨浩 本科 经管学院 金奖

11 沼见未来——助力沼气系统全方位利用 创意组 公益创业 佘子寒 本科 人文学院 金奖

12 智羊—智能羊场管理系统 初创组 现代农业 白前前 本科 动科学院 金奖

13 即牛牛肉 初创组 现代农业 杨运幸 本科 动科学院 金奖

14 土壤改良与修复技术应用服务 初创组 现代农业 姜义亮 博士 资环学院 金奖

15 屹林葡萄酒文化与技术推广 初创组 现代农业 张广林 本科 葡酒学院 金奖

16 一棵树-基于生产与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供应优化 初创组 现代农业 田义 本科 经管学院 金奖

17 四稷魔方智慧农业 初创组 现代农业 马崇文 硕士 经管学院 金奖

18 新国翼，新健康 初创组 制造业 杨龙 硕士 动医学院 金奖

19 万能校园——高校思享家 初创组 信息技术 潘月涵 本科 林学院 金奖

20 稷下创咖 初创组 公益创业 罗根庆 本科 经管学院 金奖

21 PLAG1基因快速检测生长性状专用试剂盒的研发及产业 创意组 现代农业 钟佳琳 本科 动科学院 银奖



序号 项目名称 组别 类别 负责人 学历 学院 奖项

22 蜜意 创意组 现代农业 李佶喆 本科 水建学院 银奖

23 便携式水果糖度无损检测仪 创意组 现代农业 杨彪 博士 机电学院 银奖

24 基于双目视觉的果蔬采摘机器人 创意组 现代农业 张鑫宇 本科 机电学院 银奖

25 基于机器视觉的草莓自动采摘机 创意组 现代农业 张继耀 本科 机电学院 银奖

26 智慧农业—果树健康管家 创意组 现代农业 王泓森 本科 信工学院 银奖

27 亚麻籽油温和精炼技术的研究及其微胶囊的制备 创意组 现代农业 张美娜 本科 食品学院 银奖

28 互联网+基于天然植物资源的DIY唇釉色盘项目 创意组 制造业 韩艺蒙 本科 植保学院 银奖

29 高效率两轴飞行器 创意组 制造业 房文泰 本科 机电学院 银奖

30 金花茶系列美白护肤产品的研发与推广 创意组 制造业 郑紫阳 本科 生命学院 银奖

31 济乾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创意组 信息技术 钟睿 本科 经管学院 银奖

32 “听说者也”大学生声音社交软件 创意组 信息技术 苏直 本科 经管学院 银奖

33 “小镇故事”设计工作室 创意组 文化创意 黄秋扬 本科 风景园林 银奖

34 小设计——平面设计类020平台 创意组 文化创意 林澍青 本科 经管学院 银奖

35 匠心 创意组 文化创意 赵玉婷 本科 创新学院 银奖

36 硕博研究生交友平台设计 创意组 社会服务 王文婧 硕士 植保学院 银奖

37 介质阻挡放电技术除去水中有机污染的应用及商业化 创意组 社会服务 许志强 本科 资环学院 银奖

38 “滴滴厕纸”创意项目 创意组 社会服务 龚坤 本科 机电学院 银奖

39 夜间居民区车位拓展项目 创意组 社会服务 王琛 本科 机电学院 银奖

40 乐农之家（陕西）农民创业众筹咨询有限公司 创意组 社会服务 徐铭 本科 经管学院 银奖

41 餐循宝：安全可循环餐具 创意组 社会服务 郭依锋 本科 经管学院 银奖

42 “宠旅”APP 创意组 社会服务 徐明庆 本科 经管学院 银奖

43 互联网+“智慧养老”——颐椿养老责任有限公司 创意组 社会服务 王高欣 本科 经管学院 银奖

44 糖尿病服务项目 创意组 公益创业 杨华 硕士 动科学院 银奖



序号 项目名称 组别 类别 负责人 学历 学院 奖项

45 秦巴山区农产品产业扶贫 创意组 公益创业 侯新宇 本科 林学院 银奖

46 “趣行丝路”游戏化O2O丝路文化宣传项目 创意组 公益创业 刘旭飞 本科 水建学院 银奖

47 小小斗鱼 初创组 现代农业 冯鹏 硕士 动科学院 银奖

48 “常尝酒久”系列葡萄酒研发推广 初创组 制造业 沙青 硕士 葡酒学院 银奖

49 纳米水凝膠面膜皂的研制与和推广 初创组 社会服务 张江 本科 机电学院 银奖

50 微农场 创意组 现代农业 杨胜飞 本科 农学院 铜奖

51 虫虫特工队 创意组 现代农业 米伟丽 硕士 植保学院 铜奖

52 观赏植物空间立体装饰 创意组 现代农业 李攀龙 硕士 园艺学院 铜奖

53 大米草开发利用探索 创意组 现代农业 徐华 硕士 园艺学院 铜奖

54 银川生态农庄 创意组 现代农业 卢锦斌 硕士 动科学院 铜奖

55 透明化网络水果销售平台 创意组 现代农业 许晔晗 本科 水建学院 铜奖

56 陕西菇品源有限责任公司 创意组 现代农业 韩怡菲 本科 食品学院 铜奖

57 黑水虻繁育与应用 创意组 现代农业 刘树安 本科 生命学院 铜奖

58 “粒粒直播”大型农户直播平台 创意组 现代农业 陈丽虹 本科 经管学院 铜奖

59 基于西农科研成果的养生食品专营社区电商推广平台 创意组 现代农业 李娜 本科 外语系 铜奖

60 全自动雨水回用系统项目 创意组 制造业 许强强 本科 水建学院 铜奖

61 紫苏中药口红 创意组 制造业 刘潘莲 本科 生命学院 铜奖

62 M·T托雷特有限责任公司 创意组 制造业 王翔宇 本科 经管学院 铜奖

63 联网+”新媒体下城市轨道交通导示系统设计模式实证 创意组 信息技术 孙文君 本科 风景园林 铜奖

64 “探位观址”智能选址系统 创意组 信息技术 李欣蔚 本科 信工学院 铜奖

65 三维模型制作与共享平台 创意组 信息技术 王增莹 本科 信工学院 铜奖

66 消毒吧，垃圾菌 创意组 信息技术 刘珂欣 本科 信工学院 铜奖

67 共享书店 创意组 文化创意 张声琳 本科 园艺学院 铜奖



序号 项目名称 组别 类别 负责人 学历 学院 奖项

68 “木益”古树名木创意交流平台 创意组 文化创意 邹婷 本科 风景园林 铜奖

69 好爸妈计划 创意组 文化创意 米卉子 本科 资环学院 铜奖

70 新型人工琥珀开发 创意组 文化创意 彭亚茹 本科 资环学院 铜奖

71 鸿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创意组 文化创意 桂子钦 本科 水建学院 铜奖

72 Virtual Reality旅行项目 创意组 文化创意 卢识宇 本科 水建学院 铜奖

73 上承天意航拍工作室 创意组 文化创意 万鹏宇 本科 食品学院 铜奖

74 灵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计划书 创意组 文化创意 王以晴 本科 化药学院 铜奖

75 气味博物馆 创意组 文化创意 余天一 本科 经管学院 铜奖

76 活性炭壁纸——改变你的生活 创意组 文化创意 陈珂 本科 经管学院 铜奖

77 伊卡洛斯 创意组 社会服务 刘颖异 本科 农学院 铜奖

78 智能输液警报系统 创意组 社会服务 蒋雨纯 本科 园艺学院 铜奖

79 e药百草--秦岭药用植物资源创意交流平台 创意组 社会服务 李子仪 本科 风景园林 铜奖

80 聚享创客 创意组 社会服务 郭洪岩 本科 水建学院 铜奖

81 奇异仿生植物 创意组 社会服务 魏凯迪 本科 水建学院 铜奖

82 西农V传媒工作室 创意组 社会服务 任璠 本科 水建学院 铜奖

83 共享车位 创意组 社会服务 杨杭 本科 机电学院 铜奖

84 为“EYE”而战，绽放“睛”彩 创意组 社会服务 田壮 本科 机电学院 铜奖

85 “快食分”食堂预约点餐平台 创意组 社会服务 黄志一 本科 信工学院 铜奖

86 共享云图书项目 创意组 社会服务 张子馨 本科 经管学院 铜奖

87 小易闲置品处理 创意组 社会服务 房阁 本科 经管学院 铜奖

88 互联网+“宅享鲜果” 创意组 社会服务 张诗静 本科 经管学院 铜奖

89 酱油没了APP 创意组 社会服务 黄尧 本科 经管学院 铜奖

90 互联网+特殊人群 创意组 公益创业 魏昌盛 本科 动科学院 铜奖



序号 项目名称 组别 类别 负责人 学历 学院 奖项

91 MORGEN(魔戈）健身 创意组 公益创业 莫定勇 本科 水建学院 铜奖

92 “发现”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创意组 公益创业 陈静萱 本科 经管学院 铜奖

93 “三秦法通”项目 创意组 公益创业 徐娴 本科 人文学院 铜奖

94 “毓丰”猪精液常温保存稀释粉的研究及产业化 初创组 现代农业 张利坤 硕士 动科学院 铜奖

95 “美一人”山羊奶冷制手工皂产品研发与示范推广 初创组 现代农业 李宇 硕士 动科学院 铜奖

96 大枣的深加工系列产品的产业化开发 初创组 现代农业 陈思思 本科 林学院 铜奖

97 自然科普课程开发 初创组 文化创意 李宗瑾 本科 植保学院 铜奖

98 杨凌弘农工艺品设计创意工作室 初创组 文化创意 王峰亮 本科 园艺学院 铜奖

99 杨凌蜂巢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初创组 社会服务 刘晨 本科 园艺学院 铜奖

100 秦巴老农 初创组 社会服务 袁静怡 本科 林学院 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