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

网评成绩公示

各有关单位：

现将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网评成绩

公示如下（见附件），公示期为 9 月 27 日至 9 月 29 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与大赛组委会联系。联系人：张乐琼，

18374809347；刘姣瑶：15111266045。

附件：

1.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网评成

绩（高职组）

2.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网评成

绩（中职组）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创业规划大赛组委会

2020 年 9 月 27 日



附件 1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网评成绩（高职组）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院校 领衔人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总分

1 GZ2020181 安全出行，用“芯”保护——电动车卫士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李进 谢冬和 王莉 李进 谌子为 曹浩 罗扬 刘银莹 456.9

2 GZ2020222 “一书一课一空间”的新形态教材开发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李思晨 周定武 何辉 李思晨 肖玉超 甘乐琴 邓涛 欧思琴 452.05

3 GZ2020191
盲人出行，全家无忧-- 友爱导盲眼镜一

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视障辅助眼镜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陈湘 袁哲 叶春林 陈湘 欧阳辰涛 高雅雯 李用 449.4

4 GZ2020270 国内首创-机车变压器智能监测系统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欧阳华 褚衍廷 李佳 欧阳华 黄炜烨 欧阳兵 翁尘香 凌慧萱 448.8

5 GZ2020118 鹰视——电磁线表面缺陷智能诊断系统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贺训 杨彩霞 肖瑶 贺训 刘帅 陈君宝 唐勇军 黄燕 446.41

6 GZ2020178
1+X 职通未来--家政职业技能线上考培服

务平台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李文丽 黄华东 李浩平 李文丽 索超 黄乐 郭湘玉 王亚男 441.7

7 GZ2020003 “菌”临天下——科技助农的砥砺践行者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胡松 丁晓丽 石兆 胡 松 彭杰雄 刘文静 杨磊 沈正佳 441.19

8 GZ2020254 基于光伏研发的智能产品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伍建君 张要锋 伍建君 郭辅金 邓敏 张敏 姚新垲 440.6

9 GZ2020172
慧眼判相，降损先锋——低压三相相位自

动识别装置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于美琳 王哲伟 杨海倩 于美琳 毛翔宇 肖俊 刘婷 骆娴睿 438.7

10 GZ2020282 快速救援精准推送无人机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唐千年 王海明 魏丽君 唐千年 李岩松 宋劲良 张杨莹 贺灿 438.5

11 GZ2020289 精密零件增材微纳设备及智能材料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刘军虎 杨智 单武斌 刘军虎 陈艳萍 叶子卉 肖前明 曾涛 437.9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院校 领衔人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总分

12 GZ2020039
食品安全保护神——农药残留快速检测

笔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周敏 阳小宇 唐丽 周敏 喻佳佳 王瑶 蔺钟扬 李佳鑫 436.35

13 GZ2020019
军品智造工匠——科学下料排样设计导

弹鱼雷楔环带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邹泽栋 梁月 曾麟寒 邹泽栋 池静茹 姚金毅 唐佳龙 432.9

14 GZ2020096
武林砼-工程机械耐磨件智能钎焊的引领

者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侯逸凡 卢尚文 程细平 侯逸凡 姚启惠 刘旭菲 周晓云 霍佳颖 432.35

15 GZ2020130
相“浮”相“承”——高速浮动轴承技术

开拓者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必成 申俊 刘彤 刘必成 方文彬 余涘康 赵琦琦 邓欣涛 432.3

16 GZ2020272 高铁电网电能质量治理领跑者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李瑛 褚衍廷 李佳 李瑛 袁智敏 黄炜煜 张范 431.5

17 GZ2020141 安全卫士——散装炸药输送减阻器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舒常平 陶东波 刘彤 舒常平 赵延芳 陈龙 谢源 陈隆果 430.9

18 GZ2020063 互联网 +羊舞岭窑文化创意体验馆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周颖璇 祝李杨 刘亮 周颖璇 李思全 王丽丽 刘佳 曾滨 429.05

19 GZ2020207 磁场相机—电机磁场分布测量系统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魏利 宁金叶 罗小丽 魏利 于亮 吴佳龙 朱莹 刘明 428.7

20 GZ2020218 同步碎石封层实验装置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蒋湘杰 胡立卫 彭丹 蒋湘杰 曹龙缘 夏湘豫 427.32

21 GZ2020244 湖南华钟信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钟 易 孙洪淋 张 翼 钟 易 尹丽红 罗凯文 罗敏琪 成希文 426.7

22 GZ2020295 功夫小子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谢向东 谭焱良 马锐 谢向东 邹倩 李哲 谭广 胡思博 426.1

23 GZ2020221 “智慧云”远程火灾报警装置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杨永强 钟永 周唯 杨永强 张一凡 郭俊 秦思思 李佳涛 425.21

24 GZ2020089
新技术生态养鱼打通大和圩扶贫产业链

——耒阳地理标志农产品项目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刘赣彩 黄新德 刘会平 刘小迷 刘赣彩 陈虹宇 梁建华 叶敏 424.1

25 GZ2020301 分体式智控光伏路灯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朱咸振 钱娜 周湘杰 朱咸振 张揭承 何薇 谭璐 龙其君 423.8

26 GZ2020251 工业无人机设计与应用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廖鸿 李安 刘锰 廖鸿 龚朵兵 宁望文 雷志东 文凯伦 423.7

27 GZ2020194
康复无忧—多功能脑卒中康复装置领航

者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刘宇菲 张婵 廖艳芳 刘宇菲 黄康华 李傲洋 钟思琦 423.4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院校 领衔人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总分

28 GZ2020288 安全用电智能云网系统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曾文 钱娜 沈帆 曾文 杨柳 王彦琴 李楚龙 张中豪 422.5

29 GZ2020156 声声不息-一款专注配音的互联网应用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胡涵 魏焕新 宋洋 胡涵 陈亮 黄磊 贺慧娟 谭湘玢 422.49

30 GZ2020189
桥梁智能管家——基于 AI 的桥梁安全评

估、预警、监测、加固整体解决方案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琰 刘昀 匡玉清 李琰 蒋凯 谭圣嗣 杨卓怡 李柏林 422.3

31 GZ2020293
“笔韵茶香，黑茶魔方” 一键式智能饮

茶领跑者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婷 陈宗顺 李颜冰 李婷 陈思敏 黄亮 赵方 欧阳威 421.8

32 GZ2020157 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产品开发项目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刘凯 李晨旭 刘翀翔 刘凯 唐飞翔 周哲羽 朱文超 陈志兵 421.46

33 GZ2020192
智慧大脑·节能降耗——办公楼宇用电智

能化控制系统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高豪 魏梅芳 吴长莉 高豪 吴小东 陈康 姚昀含 张江 420.88

34 GZ2020140 “E 保云防”医保智能监管系统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澜 罗羿轩 粟荔 杨澜 鲁桂 邬宇佳 吴培盛 420.7

35 GZ2020210 扶安—助老爬楼拐杖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伍诗意 刘中华 成玉梅 伍诗意 杨志杰 蒋紫桃 梁芝 肖美园 420.28

36 GZ2020169 汽车智能充电口盖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鲁朝延 陈义 周旭婷 鲁朝延 李明杰 谷林涛 李雯 曾双娇 420.2

37 GZ2020273 好烦设计——开创国潮新里程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明皓凡 易柳 段兰兰 徐春薇 徐春蓉 米志鸿 谌姜文 明皓凡 420.17

38 GZ2020187 智能喷射无人机的研发与商用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刘宇鑫 刘让贤 余洪伟 刘宇鑫 施硕 李巧虹 高博 赵岩 419.88

39 GZ2020059 航空装备维修螺钉无冲击拆卸利器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邱绍威 许文斌 陈波 邱绍威 朱程夫 王文涛 李园园 梁宵聪 419.39

40 GZ2020088
“智云优厕”---监厕灵智慧厕所管理系

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唐奕琨 全健 杨西炜 唐奕琨 邰虎 罗帅 陈玉 419.24

41 GZ2020023 时光花样毕业季——校园创意定制摄影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张洪福 熊雯 肖婷婷 张洪福 刘子怡 刘梦 刘成思 李婷 418.8

42 GZ2020252 “白”年丝瓜梦，脱贫攻坚人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于蕾 汤梦姣 王海明 于蕾 白凤良 谢思嘉 徐婉蝉 尹康 418.8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院校 领衔人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总分

43 GZ2020264 室内超高压消毒喷雾器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罗湘 张路 墨亚兰 罗湘 廖欣 申秋明 祝黎明 418.66

44 GZ2020225 衡阳书山下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侯红亮 黎舜 王抒婷 侯红亮 展诗杰 何畔 施宇哲 李涛 418.2

45 GZ2020148 智慧教具-多功能一体化汽车实训台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欢 曹晓娟 丁泽峰 刘欢 刘海涛 夏骏 杨浩 417.4

46 GZ2020111 红旗漫卷思政微视频工作室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

学院
蒋沐晨 单陆冬栋 蒋沐晨 夏冰冰 黄心妍 陈东庆 417.3

47 GZ2020160 一种新型钢渣微粉稳定碎石基层材料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俊 李振 易金华 张俊 蔡宇 邓殷子 唐梦雨 邓睿 417.2

48 GZ2020093
识微知著 ——航空发动机微振动检测专

家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赵程坤 都昌兵 张锐 赵程坤 杨昌龙 张恩瑞 毛灿 罗亚民 417.12

49 GZ2020247 亿超-基于模式识别的自助计价秤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柏琼淞 张炎 谢楚雄 柏琼淞 王昊武 罗忠和 周佳辉 艾程 417

50 GZ2020072 变形金刚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谭凯艳 刘娟 刘军志 谭凯艳 文茂清 文昱敏 文静 俞小雨 416.28

51 GZ2020284
足行天下——一款中药理疗运动专业鞋

垫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孙洁嵘 孙瑜 李俊 孙洁嵘 蒲仕勇 张明新 张婷 黄正一 416.1

52 GZ2020202 “一锤定音”隧道检测装置系统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周云昌 王学彦 刘芳 周云昌 凌文文 王泽颖 甘清华 陈 倩 415.4

53 GZ2020237
大国重器之智能工装-工程机械装配用支

撑设备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汪臻澜 单武斌 王雅婷 汪臻澜 吴昱颖 周亮 颜谦 蒋国云 415.3

54 GZ2020201

“平衡针灸”应用与推广 ——“健康中

国，乡村振兴”下的中国针灸创新推广项

目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曹晔 谢煜 徐琪 曹晔 卢仟仟 杨栋 宁潇 周文翰 415.28

55 GZ2020108 智能电机运行监测仪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谭吉权 刘万太 覃事刚 谭吉权 李子勤 罗子怡 邓宇龙 陈培源 415.2

56 GZ2020184
六区承托智能康复床——仿行走治疗开

拓者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钟伯谦 蒋求生 周姣 钟伯谦 饶阳 彭慧婷 欧阳小眉 贺锡瑜 415.1

57 GZ2020163
“菓然兴农”—科技助力，打造“一地一

品”果酒生态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
杨显越 张帆 张磊 杨显越 粟静 曾宇鸿 王振达 徐思宇 415

58 GZ2020138 幻“彩”车漆，“绘”你想要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谭斌峰 李霞辉 吴燕 谭斌峰 张全 杨春凤 陈异霜 415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院校 领衔人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总分

59 GZ2020267 出口跨境电商“COKESIR”网店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黄璇 戴伟 何亿 黄璇 谢坤 范文思 江搏跃 潘曾婷 413.8

60 GZ2020092
“诛菌战役” ——医疗生化水处理领航

者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唐啸 黄冬来 陈礼仁 唐啸 郑宇皇 欧阳正豪 周钊 徐乐健 413.49

61 GZ2020248 “凤茗”紧压黄金茶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黎铮 段晓芬 雷红松 黎铮 石钰雯 麻芳 秦泽清 向涵怡 413.3

62 GZ2020165 可生化废水深度处理装置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
袁姣 王海萍 王真真 袁姣 李经夫 刘一霓 石双 413.2

63 GZ2020171
智能卫士-压力容器与管道缺陷安全评定

系统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尹显龙 黎佳 颜超英 尹显龙 黄日宏 杨雨晴 李嘉程 412.95

64 GZ2020113
“绿色畅行”——交通信号特勤绿波控制

装置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张雪康 程泊静 胥刚 张雪康 陈芷淇 彭磊 张梦凡 彭文辉 412.55

65 GZ2020223
兴农电商——宝庆农特产品销售及技术

服务项目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谢芳凤 汤艳慧 王芳 谢芳凤 杨琪君 梁婧洁 隆舒群 周 婷 412

66 GZ2020190
无抗养殖-发酵型纳米中药生态养殖新技

术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

学院
刘祖球 胡永灵 陈碧丽 刘祖球 胡曦 朱嘉华 刘小兰 付雪 411.8

67 GZ2020300 “市政守护神”LoRa 智慧井盖监测系统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刘强 沈建 蓝敏 刘强 唐彪 郑声宏 何杉杉 411.7

68 GZ2020120 果园管家：浅根系果园割草机器人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刘明 陈业东 李浩 刘明 李渺 李思思 阮迁迁 罗广 411.6

69 GZ2020145 “智眼”智能垃圾识别枪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曹勇瑞 曹安民 刘瑛 曹勇瑞 过志峰 周跃辉 冯宇佳 雷翔 411.07

70 GZ2020238 “藏湘臻牛”——高原珍品·美味牛肉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朱立滨 向晓寒 王霞
朱立滨 白玛桑珠 荣雯君 索朗央吉 嘎

玛央宗
411

71 GZ2020051 智能断电系统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陈浪浪 陈辉 周玲 陈浪浪 马加文 周恩瑞 伍先超 王倩 410.7

72 GZ2020119
启乐时简－说好中国故事，助力亲子教

育！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莲莲 陈红梅 黄鹤

江莲莲 欧阳思琪 陈清香 于仁光 曹晶

晶
409.6

73 GZ2020241
“嗨购三湘“ 一个专注扶贫助农的新媒

体营销平台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唐海林 徐震宇 刘迪 唐海林 周乐 阳小康 雷佳兴 409.6

74 GZ2020049 多功能护理床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舒晓玲 高斌 贺德辉 舒晓玲 彭世贸 罗丹淋 钟佳旺 贺志豪 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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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GZ2020257 点缀生命终点-残损遗体修复假体工作室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李卓衡 刘荣军 陈涛 李卓衡 周光章 刘宇帆 何敏 陈雅君 409.2

76 GZ2020299 高纯度无患子皂苷的制备及应用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

学院
吴霜 茹意 张霞 吴霜 谢苗 陈功伟 陈庆龙 黎嘉敏 409.1

77 GZ2020287 栖梦—移动造梦护眼专家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胡馨月 陈秘密 刘鑫烨 胡馨月 刘亿 刘思 廖孟 408.4

78 GZ2020209
屋面防水卫士— 一种新型的建筑屋面

防水技术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彭秋雨 黄韬 戴科 彭秋雨 陈广 王佳杰 孙钰 408

79 GZ2020281 一村.一品.一网红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邓永栋 刘举 熊哲欣 邓永栋 史峰 向卓 兰光松 唐依琳 407.85

80 GZ2020112 智能中药饮片储存柜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彭斌韬 魏来 张韵 彭斌韬 陈唐慧美 黄斌 舒宇 吴永琪 406.5

81 GZ2020292 新农旅——苗族特色共享农庄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秧云双 江敏 岳希洁 秧云双 龙娟 付艳 姚春娥 黄嘉俊 405.7

82 GZ2020045 美人窝·羞女清溪民宿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

院
蔡思雨 施丹 陈希 蔡思雨 沈俊成 曹驰宇 405.6

83 GZ2020091 “助力同行”视障人士护航者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杨昱 龙琳 李培 杨昱 徐琛 谢雅琪 张沛晟 杨传秋 405.5

84 GZ2020182
OXY 高校电竞联赛——有年轻人的地方就

有电竞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

学院
陈若愚 陈湘淮 黄锌 陈若愚 杨佳豪 余丹 娄胜 范婧婷 405.4

85 GZ2020123 新城疫快速检测试纸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张雨萱 杨孝辉 郭君 张雨萱 陈畅 卓婧 405.34

86 GZ2020025
基于高校汽车专业课堂教学用 3D 打印教

具的创新设计与产业化应用之路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唐奇奇 邹伟 陆元三 唐奇奇 彭宣玮 肖敏 唐鸿韬 刘雅妮 405.24

87 GZ2020135 “助力行” 智能手杖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陈兴兵 曹安民 杨莉 陈兴兵 万 静 钟淑慧 徐依环 罗攀 404.5

88 GZ2020052 泷羽智航--基于 FPV 技术的飞行器应用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夏勇龙 黄茂飞 刘先智 夏勇龙 朱曹杰 唐家乐 李娜媛 肖艳芬 404

89 GZ2020277 半界黄桃综合产业的研究与开发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唐春梅 徐岚 许艳 唐春梅 张婷 熊浩 宋书东 向往 403.9

90 GZ2020070 纳米硅基双磨料高效抛光液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

学院
尹龙 谢圣中 邓向荣 尹龙 杨家兴 杨阳 谢文甫 沈谷晴 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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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GZ2020159 校一修 -校园维修 O2O 综合服务平台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李帅 胡卉 苏神保 李帅 万沛剑 蒋才东 肖永康 谢冰 403.3

92 GZ2020053
卓匠智培，一款基于 5G 技术的轨道交通

培训指导软件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郭峰 余雨婷 黄杰 郭峰 于凌峰 袁志超 裴金生 姜正午 403.27

93 GZ2020114 稻渔佳：稻田综合种养技术推广者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张伟 葛玲瑞 张朝辉 张伟 张斯斯 王毅 刘帅 李好 402.7

94 GZ2020132
OMO“ 淘‘精’ 帮‘活’ ”个性定制服

务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蔡胜 杨艳梅 文琬淇 蔡胜 吴诗珊 刘新香 罗美慧 许锦凯 402.6

95 GZ2020219
刚柔耦合轴承——动车组智能减振支撑

装置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贺灿 杨文 邝允新 贺灿 郭佳文 史衍頔 张文博 夏天龙 402.2

96 GZ2020012
银酷饰界——基于文化传承下的跨界融

合银饰新零售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梁新瑞 雷宏泽 吴娜 梁新瑞 曾燕平 孙映 张欢 蒋红英 402.2

97 GZ2020109
“竹心”—乡村振兴下的新型竹艺品的创

新与发展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贾镇珲 谢蓝 郭思云 贾镇珲 曾柏祥 覃瑶 张勇强 赵福波 401.46

98 GZ2020008 《汽车智能高位刹车灯控制器》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黄旭 彭新 侯迪 黄旭 蒋国军 谢新永 欧阳庆 400.82

99 GZ2020185 天下无尘—智能电气除尘器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

学院
贺子樱 艾茂华 胡蝶 贺子樱 杨文昊 罗禹 卢思静 房佰顺 400.6

100 GZ2020262
杀虫清道夫，果蔬更健康——新型杀虫神

器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魏来 李启秀 谷婕 魏来 付心怡 贺衎 田甜 周杰 400.5

101 GZ2020297 纯中草药杀菌消毒剂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

学院
谭康 李常 盛利 谭康 黄思祺 张淑婷 郑慧雯 龙秋君 400.2

102 GZ2020143
俾“污”作“源”：一种无动力污水氮磷

回收设备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
欧阳洁 李欢 黎虹 欧阳洁 杨闻焘 谭馨怡 唐毓 曾华冬 400.16

103 GZ2020274 青穗社工·社区儿童保护“成长堡”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黎汉章 吴丽月 赵绚丽 黎汉章 于岩 谢晓雯 徐静仪 莫文佩 400.1

104 GZ2020258 “长科智控”无人机编队表演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刘学琦 刘锰 李安 刘学琦 宁望文 谢杰斌 雷志东 刘园琪 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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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GZ2020151 光伏“利”农一体化多功能生态系统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蒋宇博 李佳 陈真 蒋宇博 易慧敏 谭小龙 陈荣 谢雅 399.76

106 GZ2020243 玄妙“魔”心创意文化工作室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黄 超 宾敏 刘建高 黄超 曹琴 肖蔷 侯思维 刘俊杰 399.3

107 GZ2020031
侗心圆梦——侗艺文创助飞苗乡侗寨换

新颜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彭羽静 李晚晴 王坤奇 彭羽静 罗雯 桂诗轩 陈奕羽 周杨杰 399.23

108 GZ2020069
逆行小绿----一款防潮抑菌的多功能保

护箱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王郑伟 李楠 黄泽群 王郑伟 贺双欢 唐权秀 郭嘉伟 399.2

109 GZ2020203 守卫安全、健康你我—创优智能消毒灯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文强 匡伟祥 曹晶 张文强 廖勇 李洁 尹汪琪 399.17

110 GZ2020040 长征研学旅行文化谷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曾慧玲 孙六荣 李辉 曾慧玲 喻兆祯 邱海虹 彭碧珠 付佳琪 399.1

111 GZ2020015 崇真司法鉴定服务平台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王海玮 何海洋 杨晖 王海玮 贾晨 曾雅洁 黄柏濠 398.86

112 GZ2020249 虚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胡旭骞 向欣 刘明 胡旭骞 龙佳琛 杨劲 黄磊 刘琴晶 398.7

113 GZ2020230 奇思药想发带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黄茜鑫 赵可心 黄茜鑫 胡文轩 徐蓓蓓 侯龙 雷栩 398.3

114 GZ2020065 筑梦微课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李旋 伍一夫 柴彬彬 李旋 李志婷 黄龙圆 谢菲 彭子宜 398.3

115 GZ2020167
“印象湘西”基于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创产

品设计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范淇 陈奥林 陈心远 范淇 陈世意 何俊 彭捷涛 397.9

116 GZ2020121
空防电子管家——航修工具追踪安防系

统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阮航 黄方 吴德华 阮航 程高建 袁宏疆 杨紫云 杨淼淇 397.9

117 GZ2020101
喜上“梅”梢—— 一个帮助靖州走上致

富道路的项目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杨昭珞 刘峰源 谢淑芳 杨昭珞 邓礼 吴胡聪 李春莲 屈亮亮 397.8

118 GZ2020195
道路桥梁自走式勘测装置——抚平的是

司机的心情,守护的是百年的路桥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乐 谭新宇 洪阳 张家乐 张洋鑫 朱亮 叶燕吉 曾武林 397.6

119 GZ2020193
天使之翼-助残脱贫服务电商平台创新项

目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刘珍明 周迈 叶春霞 刘珍明 纪珊珊 毕帅杨 郭佳庆 廖思杰 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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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GZ2020233
病来姜挡-湘西小黄姜姜黄素的研发与推

广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龙海霞 王霞 周毅 龙海霞 符敏慧 张晋玮 罗泽祥 符良杰 397

121 GZ2020250 智能识别运料小车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黄浩 张兴龙 谢楚雄 黄浩 岳诒鑫 陈鹏超 江湘红 唐宁英 396.9

122 GZ2020024 装配式模块化应用软件系统开发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邓玲桃 吴小平 刘佳 邓玲桃 梁政 王婧 石陆 王斌 396.5

123 GZ2020155 机电设备百变新装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肖凯文 杨桂婷 耿运涛 肖凯文 游斌 龙怀金 朱莹 396.37

124 GZ2020041 道路新型排水构造井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赵宇龙 彭丹 胡立卫 赵宇龙 曾丝钰 郭倩军 秦帆远 396.29

125 GZ2020046
“我是你的眼”——Eye’s world 智能盲

人手环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樊思敏 匡晶 肖坚 樊思敏 李芳 刘怡春 396.13

126 GZ2020011
新型全自动智能传感物联网实时监测多

功能宠物贴心洗护烘干一体机“乖乖宠”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李偲琳 梁月 罗鹏 李偲琳 李浩然 陈显文 396.12

127 GZ2020086 就业帮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胡斌 刘琛 李勇 胡斌 吴小东 王超群 陈亭烨 严苹 396.1

128 GZ2020122 VR 全景智慧化电商综合体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石子阳 汪珍 秦润华 石子阳 孙婷 易尔天 文丽君 戴志飞 395.8

129 GZ2020102 衣”智独秀—3D 智能服装量贩一体机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胡潇雪 唐志伟 管昕 胡潇雪 汪雪婷 罗征宇 李美玲 郑颖 395.55

130 GZ2020071
目若朗星——一种新型缓解视疲劳的洗

眼液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罗欣 王海营 罗元元 罗欣 汪天兵 赵迅 罗妍 龚靓 394.9

131 GZ2020166 梦逍遥——助眠型植物益生菌功能饮品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郭康 闾松林 凌建中 郭康 曾瑾兮 李正聪 崔汝茜 刘弘轩 394.9

132 GZ2020005 “清啦”AI 智能垃圾亭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肖正元 易延成 戴朝晖 肖正元 尹志辉 周慕瑾 刘欣 唐云军 394.67

133 GZ2020036
"互联网+ "视阈下物业服务系统设计与应

用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

学院
周浩文 殷乐 何蕾 周浩文 何毅鹏 郭浩 何星宇 394.49

134 GZ2020058
生财有“稻”年年有“鱼” “鲜佳”稻

花鱼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韩玮玮 黎谦 毛俊 韩玮玮 陈丽 吴霞 廖敏 董新 394.47

135 GZ2020278 一种防潮密封保险元件放置柜 保险职业学院 刘汶梅 黄新爱 顾红 刘汶梅 任丹 叶逸舟 马晨月 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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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GZ2020104
无忧防丢--具备厘米级精确定位的防丢

神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邓超 王思义 李阳 邓超 刘科国 闫光曦 易自富 393.93

137 GZ2020043
滴水肥农——智慧山地水肥一体化灌溉

整体解决方案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石丰铭 唐晨光 钟卫鹏 石丰铭 李江涵 袁紫燕 俞江铭 罗翊钧 393.92

138 GZ2020161 无人机智能航测高效解决方案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
李利婷 张文博 张肖峰 李利婷 王杰豪 谭建 马文杰 张威 393.8

139 GZ2020035 “互联网+”云间中药房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姚潆 陈靖 谭敏 姚潆 李泓瑶 孙乐 胡亮 曹倩 393.63

140 GZ2020098 湘风伞韵工艺馆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张敏倩 鲁宁 崔伟鹏 张敏倩 刘龙平 周洪飞 周荃 吴莉情 393.6

141 GZ2020057 便捷管理--基与北斗定位的智能安全帽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吴立海 刘汉章 冯燕 吴立海 李欣怡 欧阳莎 393.56

142 GZ2020128 新型全粒性充填材料，开启矿山无废开采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懿杰 孙颖 赵宗康 周懿杰 肖明卿 车冰蕾 左林威 李振江 392.9

143 GZ2020094
基于三维空间识别引擎的医学影像数字

博物馆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罗秀雯 唐晓凤 王海营 罗秀雯 吕伟伟 李炆莹 杨芬 章湘儒 392.8

144 GZ2020227
新型数控机床窄槽加工构件—助力加工

能力提升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李霖 刘振 何文学 李霖 刘涵 肖熠 白尤棋 392.2

145 GZ2020242
隆平文创——弘扬隆平精神，助推精准扶

贫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朱韦湘 杨晓珍 梁迎春 朱韦湘 麦少芳 刘耀威 胡永涛 秦臻荣 392

146 GZ2020285 益百岁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周玮 李扬 李鑫 周玮 王子怡 宇嘉欣 唐雨婷 周俊杰 391.8

147 GZ2020198
“湖南非遗旅行指南”湖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文创产品研发及推广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石睿廷 聂敦格 梁春姣 石睿廷 蔡国新 黄兰妮 任博文 黄钟宇 391.7

148 GZ2020150 创易视频工作室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何恒锴 曾炜光 陈则睿 何恒锴 彭佳慧 李赛 陈方旭 李发成 391.6

149 GZ2020090 “保驾护航”防酒驾装置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廖贵香 刘萍 钟家军 廖贵香 宋涛 李陈琪 391.55

150 GZ2020067 百科特——开创新潮流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贺淑贤 蔡离离 陈思伊 贺淑贤 朱志杰 冯旺 邓倚翔 卢智廷 391.54

151 GZ2020032
基于 SLAM 定位技术的新型防疫机器人研

发与推广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龙鑫辉 张俊丽 瞿敏 龙鑫辉 向庭海 石斌 张沅 彭健 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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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GZ2020033 威艾（VR）优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肖志雄 于鉴桐 陈亮 阳夏晴 刘军文 易晓波 肖志雄 391.28

153 GZ2020107 高仿真电子鞭炮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刘贝文 蒋海波 刘佐鑫 刘贝文 朱神儒 彭轩 康浪 郭慧 391.24

154 GZ2020134 智洗空间——机器人智能洗车开拓者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石紫洋 姚钢 李君 石紫洋 刘开旺 曾梦华 何旭 391

155 GZ2020064 速报道-媒体内容移动生产与发布平台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

学院
谢家平 王鄂 万新 谢家平 刘策 袁立诚 文钰 张依帆 390.1

156 GZ2020206 “医路箱随”创新型多功能医疗箱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王毅 敖彩民 颜涛 王毅 段宜志 肖枚香 马佳敏 郭涵仪 389.2

157 GZ2020028 天使爱美丽医疗美容营销企划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张雅琳 王莹 杜启平 张雅琳 沈心怡 高家铭 何旭昊 389

158 GZ2020290 便携式多功能智能盲杖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曾绮暄 胡艳玲 娄星明 曾绮暄 罗嘉仪 刘鑫雨 谭诗蕾 李卓琳 388.9

159 GZ2020259 药食同源小零食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罗倩 杨先国 洪俐 罗倩 陈园 孟坤林 江垒 陈鑫 388.6

160 GZ2020286 发展茶油之都，带动农民脱贫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

学院
邓陆洁 罗丹 王宝龙 邓陆洁 郑自英 杨娣 程怡嘉 曾红春 388.6

161 GZ2020149 沉浸式线上线下语言学习服务综合平台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周自强 周新云 谢莉 周自强 向敏宁 邓小兵 蔡怡 王宏 387.92

162 GZ2020213 南有乔木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张 英 曾绮云 夏瑾仟 张 英 尹雨晴 周晓鹏 康莉琼 尹泳东 387.8

163 GZ2020205 ”湘“伴有”礼“电商工作室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

院
李小红 熊双 施丹 谢苗 李小红 李婷 387.6

164 GZ2020082
益生菌专用新型花生植物蛋白胨的制备

与应用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王红霞 肖怀秋 李玉珍 王红霞 张艳敏 刘攀 林云康 段纪华 387.4

165 GZ2020127 “美美与共”——趣小灯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夏傲宇 易礼智 尹梅 夏傲宇 谢倩 肖婕 朱楚晗 张浩 387.4

166 GZ2020153
有派优选 ——基于HTML交互融媒体技术

的优选农产品品牌缔造者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彭英姿 胡卉 李娜 龙胜武 彭英姿 易慧 赵雅婷 何辉 386.68

167 GZ2020097
校园圈——为您打造一站式校园生活服

务成长平台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

学院
左璇 王鄂 刘彦姝 左璇 江慧琳 曾纤云 陈卓航 3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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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GZ2020229 艾诺箱包智能定位锁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肖立志 李烁 刘富建 肖立志 钱程 邓航 张盛兴 刘香 386.36

169 GZ2020180 “农骑士”绿色助农项目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谷朝峰 邓群飞 严若红 谷朝峰 李恪妍 彭仪 邹思思 李佳军 386.3

170 GZ2020240 智能移动数显轨距尺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刘玥 金能龙 徐佳欣 刘玥 谢以 曾胤锋 龙阳 彭锐升 385.8

171 GZ2020261 百变像素块 ——让你的个性化生活更潮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罗智颖 万锐 罗莹 罗智颖 袁海波 武晨曦 李强 孟朋明 384.9

172 GZ2020266
守正创新 弄潮文化产业——城步苗族文

创产品研发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汪澜 吴玉红 蒋涛 汪澜 蒋云 陈浩源 黄子铭 段贻娟 384.67

173 GZ2020078 助农巧手—农业物料清选烘干专家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胡思虹 沈宇峰 邓中华 胡思虹 袁丽 谢伦龙 马殊敏 韦鑫博 384.55

174 GZ2020268 PDS 高铁场景智能物联防盗环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李江远 李岚 何剑 李江远 倪盛龙 汤新生 夏宇明 张博文 383.78

175 GZ2020164
让建筑产品更安全—— 一种兼具耐火防

水特性的混凝土添加剂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张贵 姬栋宇 孙亮 张贵 何让鹏 段煜 黄鑫 383.7

176 GZ2020291 常乐坊老年康乐园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曹薇 佘金文 鲁健 曹薇 谭梦婷 陈莹 李邹亚 383.2

177 GZ2020047 眼绎睛彩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潘甜恬 张浩 刘行 潘甜恬 章宇 余晶 简成鸿 张丹 383.06

178 GZ2020129 “随声搬”智能行走底盘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黄礼贤 曹安民 刘海妹 黄礼贤 徐昆贸 吴欣 袁佳仪 郭珺 382.7

179 GZ2020199 多功能新型安全帽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袁昊天 谢静仪 黄凯 袁昊天 王颂伟 姚建良 孙泽隆 钟建国 382.7

180 GZ2020038
健康养老领域--高职高专大学生在线就

业 app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李仙 邹富鸿 朱乐英 李仙 周洋 周敏 张欣 罗梦蝶 382.34

181 GZ2020196 一眼视界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刘胜 陈延 曾玮娓 刘胜 王一为 李燕香 顾屹峰 梁聚智 382.24

182 GZ2020200 会“说话”的书报架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李康 李冠敏 石颖 李康 李源豪 肖雅雯 熊雨婷 何思祺 382.1

183 GZ2020110
优密——一种利用新型优盘进行数据加

密的产品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周佳男 蒋笑天 周佳男 欧玉婷 李燕汝 刘沙 周静 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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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GZ2020255
云义工·立德树人新生态—大学生志愿者

服务平台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廖雅东 吴庆松 尹健 廖雅东 陈明 唐子晴 岳昕玮 雷俊辉 381.95

185 GZ2020260 共享音韵琴舍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廖洁 杨晖 贺林华 廖洁 黄韧 王喻 彭春强 381.9

186 GZ2020253 时光锁—孝文化老年服务站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王紫妍 邓雪冰 曹美琴 王紫妍 罗云杏 向 琪 徐梦莹 尹 霞 381.9

187 GZ2020074
面向流行音乐市场的“SOP”公益音乐工

作室计划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皮新科 刘明杨 陈梅 皮新科 张玉河 苏佳雄 381.82

188 GZ2020044 海绵城市建设雨水微循环系统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熊嘉涵 彭子茂 蒋茂森 熊嘉涵 黄悦 廖依萍 郑宇飞 381.3

189 GZ2020079 智能 AI 电能安全管控系统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汪泓翰 刘德玉 张宇驰 汪泓翰 邓雷 陈超 刘子妍 陈文清 380.9

190 GZ2020186 非接触式智能自控饮水机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邓婕 高其胜 杨雪菲 邓婕 赵莉莉 卿清 王腾 罗世睿 380.5

191 GZ2020080 拼拼快送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陈怡霖 程旭曼 李珊 陈怡霖 谢倩 蒋芳 谢芷如 380.49

192 GZ2020154 灵狗洗衣管家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屈鹏 石通和 童清华 屈鹏 付丹 李贵玲 李嘉媚 黄雨欣 379.8

193 GZ2020275 一种便携可调节式保险宣传展示架 保险职业学院 陈施雨 包敏 肖育 陈施雨 李江妮 师家林 379.37

194 GZ2020010 AI 小天使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

学院
廖袆彦 吴飞 熊伟 廖袆彦 李婷芳 荆壹阳 378.97

195 GZ2020236 E-enst partner 空巢伴侣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罗基栋 刘湘冬 吴丹 罗基栋 黎海峰 林容容 何香荣 王佳美 378.7

196 GZ2020081 “听心小筑”APP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周慧超 邓文琳 周慧超 伍增欢 黄熹娟 黄慧芳 378.66

197 GZ2020016 “乐遇”教旅：寓教于乐，寓教于旅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谢盈盈 李海灵 史妮妮 谢盈盈 郭天娇 张叶平 378.64

198 GZ2020152 湖诚设计：城市生态景观专项的领跑者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
凌睿婕 张玲 黄茜 凌睿婕 陈雨曦 唐湘云 袁钦 林奥 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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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GZ2020228 农事管家——您的农业生产好帮手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杨青云 王长安 孙琴 杨青云 赵万心 胡金枝 彭静 钟毅 378.2

200 GZ2020280 睿农科技农机维修平台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邓玉峰 朱晓波 黎周勇 邓玉峰 黄璐 刘付力 李浩洋 378.2

201 GZ2020216 莓厢民宿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

院
舒宇 杨燕青 熊双 舒宇 曾柳 邓静湘 378.09

202 GZ2020231 宅家探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唐铭成 唐一鸣 章广志 唐铭成 陈 焱 向思睿 378

203 GZ2020021 国防训练宝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彭本李 谢凯 王晓钰 彭本李 夏天宇 谭骏 377.77

204 GZ2020162 士官生军事体能训练专家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陈昊 张希跃 莫铭 陈 昊 杨 薇 周宇果 张浩源 张天骄 377.4

205 GZ2020239
智在宿舍，惠及校园——“智慧宿舍”APP

软件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熊浩 许艳 徐岚 熊浩 夏艳 廖欢 费丽云 徐鸣 377.17

206 GZ2020055 NEXT 旅趣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宁福旺 邢志鹏 张海雁 宁福旺 黄景涛 王乐萍 廖瞻 谷凤天 376.9

207 GZ2020256 可视化机械手臂垃圾分类设备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周珑 张乐 龚朝银 周珑 陶一帆 唐婧 袁思彤 376.6

208 GZ2020105
止咳又止渴，润肺又养生 ——雁城“金

果子”野枇杷养生茶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邱贤德 姬栋宇 龚雪 邱贤德 罗淇 舒秀威 潘旭东 376.16

209 GZ2020042 “大鱼”治水——水质监测预防系统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雷文雄 唐小桃 邹伟 雷文雄 邓凯元 陈胜利 颜向林 马识途 375.9

210 GZ2020073 创新辅翼-逆向工程与增材制造技术服务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文斌 唐锋 许璐 吴文斌 范念 文倩倩 林武博 吴潘 375.67

211 GZ2020197
明日花坊--扶贫助农为爱坚守 创新思路

感恩前行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周森祥 梁伟 周甜 周森祥 向玉娟 颜雪峰 黄 微 杨 芊 375.5

212 GZ2020106 绿一佳生态农业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龙鹏 曾玉华 李明 龙鹏 曾潘婷 田黎明 刘明慧 375.1

213 GZ2020212
“赋能百县，直播助农”一站式扶贫公益

项目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赖睿智 龙雯 廖罗尔 赖睿智 张林梅 周忠威 杨珍婷 欧阳超 375

214 GZ2020076 苗乡橙---电商助农计划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张旗惠 何跃飞 余贵贤 张旗惠 向灵 蒋文韬 肖叶美 刘鸿伶 3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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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GZ2020018 大厨驾到厨师上门服务平台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邓旭 阳思佳 谭智能 邓旭 盛元靖 施嵘 张汀 374.8

216 GZ2020022 ZERO 科技自媒体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熊联玉 盛静 胡红宇 熊联玉 唐启航 敬友鹏 杨毅 郝晖 374.73

217 GZ2020211
茶之初—地区性原创共享茶室＆艺宿空

间工作室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张胜华 蔡敏思 杨剑 张胜华 周雨琪 曾博华 文艺星 葛姝馨 374.52

218 GZ2020017 共享宠物家园-宠物蜗居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雷千军 叶玲 潘晨芬 雷千军 罗恒 肖扬 周舟 黄山风 374.34

219 GZ2020083 特安先锋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林瑞锴 周丽妤 朱彦 林瑞锴 李咏琦 颜保平 龙奥利 曹伟 374.3

220 GZ2020298 零醛世界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

学院
陈梦豪 陈科 资文 陈梦豪 黄艳 郑慧雯 林丽 374.2

221 GZ2020183 指尖缠绕出的幸福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赵雅琴 高其胜 谭冰 赵雅琴 甘微 李永青 374.1

222 GZ2020013 馨视界眼镜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

学院
费佳佳 吴飞 熊伟 费佳佳 叶桥源 屈佳盈 373.7

223 GZ2020066 与乐童行活动营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谷妮娜 陈晓 陶丽 谷妮娜 刘佳丽 岑太吉 习羽西 徐彤 373.57

224 GZ2020009 趣味弹簧椅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万家鑫 彭慕锋 李建明 万家鑫 李香玉 刘忆晴 邓雅琪 胡鸿涛 373.45

225 GZ2020208
鲲鹏户外打破传统回归自然一天打造狼

性团队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唐先鹏 陈炜良 马莉晴 唐先鹏 彭乐 谢汝彬 谢顺利 赵明宇 373.27

226 GZ2020048 青老乐智慧养老公益服务中心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张青蓝 岳亮 刘媛 曾极 刘婷 张宁 杨楠 张婉婷 373

227 GZ2020188 “光合作用”美食驿站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曾思雨 李雨霖 侯凌云 曾思雨 张芝冬 李湘湘 罗颖妤 372.6

228 GZ2020075 团团生态旅游村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邹杨 张伟 邹 杨 谷忠民 刘欣雨 董 扬 邓 亮 372.34

229 GZ2020142 戈洛丽服饰——高端私人定制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黄福强 周芳玉 黄福强 陈青霞 艾琳 刘莱 372.17

230 GZ2020220 荒野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舒珍 陈凯 姚丹 舒珍 王楚珺 王瑞新 372

231 GZ2020030 “御膳堂”食疗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杨依 梁真飞 易健博 杨依 李云 谢鹏 范成忠 371.9

232 GZ2020179 和美家庭教育咨询培训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吴勇艳 邓欣 吴海峰 吴勇艳 关彩玲 张艳梅 371.4

233 GZ2020168 德艺双馨大学生手工工作室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刘超豹 姬海华 姜鑫 刘超豹 陈军辉 陈铖 张美琳 刘思涵 371.12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院校 领衔人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总分

术学院

234 GZ2020137 “智游畅享”无人驾驶观光车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曾美和 舒望 沈杰 曾美和 徐泓渤 刘成龙 杨林芳 刘双凤 371.1

235 GZ2020232 智能充换电一体柜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盛月梦 艾琼龙 许彪 盛月梦 王健霖 谢志伟 汤正雨 陈俊硕 371

236 GZ2020139 “朝夕相伴”老年人心理保健工作室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卢彦臻 唐岳彬 黄耀元 卢彦臻 殷程祥 向煜 林慧意 370.9

237 GZ2020147 云端“家”客服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上官陈屿 岳思霖 何理均 上官陈屿 张茜 殷夏莲 商霖 370.9

238 GZ2020217 湘粉哥哥——高端包装米粉电商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李肯辉 曾鸣 陈天宇 李肯辉 李小娟 吴小慧 周五八 张欣 370.4

239 GZ2020158 “24360 健康到家”小程序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邬兆龙 张文婷 曹源 邬兆龙 章宇航 吉家莉 369.8

240 GZ2020103 马 利 达 校 园 服 务 平 台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张潇 向林峰 皮菊云 张潇 徐悦康 周心如 雷华军 369.7

241 GZ2020144 团队通讯办公软件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朱超 丁萃婷 张桂莲 朱超 卢升智 帅先哲 王晗 徐艳婷 369.2

242 GZ2020026 章鱼仿生办公椅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向阳洋 彭慕锋 龙思宇 向阳洋 方慧 张密 张福臣 368.9

243 GZ2020126 地摊经济暖人心 规范管理更美丽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邹昆志 郭红芳 张慧子 邹昆志 郑智欣 龙莹 朱贤东 368.8

244 GZ2020294 “新羽”剪纸工艺品工作室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曾林霞 聂允 李钰宇 刘思孟 曾林霞 郭佳敏 李兰 368.8

245 GZ2020269 和谐家园健康服务站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黄翼 黄顺 黄翼 曹苏兰 肖文丽 梁银 贺冰洋 368.7

246 GZ2020246 三只小猪食品店创业方案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邓纯 周星岚 肖权芳 邓纯 曹威 王凡 龚胜兰 368.6

247 GZ2020146 “青鸟”婴幼儿照护中心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

学院
李乐西 刘淑春 谭小雄 李乐西 曾禹婷 胡晓琴 夏广芳 孟琳 368.54

248 GZ2020263 壮彩手工民族饰品品牌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邝小军 周星岚 肖权芳 邝小军 曾培培 田泞瑞 何林蕤 368.5

249 GZ2020034 艺术画像打造专业定制平台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

学院
刘肖 罗博 黄婷婷 刘肖 李经纬 蔡邱龙 周小明 367.65

250 GZ2020002 饮水惜源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史真德 胡蔓梓 尹萍 史真德 何静 潘维 苏宝照 曹禛 367.58

251 GZ2020204 “互联网+”苗族服饰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刘娉婷 杨韶琦 刘娉婷 黄艺 张洁 邓飘 367.1

252 GZ2020125 美甲的前世今生--古风美甲的传承与创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陈世奇 何蓉 周金彩 陈世奇 黄姣 胡婷 谢小梅 柯紫雯 366.85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院校 领衔人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总分

新

253 GZ2020029 “泉溪阁”中药养生体验馆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周喆 夏珺 周喆 余思仪 叶万举 李双双 冯晓阳 366.85

254 GZ2020245 果然开心农场 潇湘职业学院 宁颖 肖志亮 李瑞丽 宁颖 陈欣怡 何立胜 胡昌波 366.69

255 GZ2020276 智慧老年代步车 保险职业学院 田督德 张益林 陈晓娇 田督德 刘新 刘素 龙园缘 翁佳怡 366.37

256 GZ2020124 “谓我”文创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茂菁 陈红丹 王晶 张茂菁 向玉 林大岚 李永丽 周志瀚 365.2

257 GZ2020265 嘀嗒洗衣机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

学院
林淑莺 熊伟 徐方 林淑莺 雷凡 腾阳 364.5

258 GZ2020084 爱糖的小仙女们 潇湘职业学院 刘丽娟 吴乐 高雅 刘丽娟 舒秋瑶 周青 阮雨婕 雷媛 364.12

259 GZ2020235 我在湖南唱花鼓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张邵龙 田卫鹏 刘正伟 张邵龙 孙炫威 熊维 刘瑞哲 廖海宇 364

260 GZ2020224 计算机散热装置 潇湘职业学院 郭侨 左刘 周新丰 郭侨 曹文雅 李贤 许峰杰 何倩 363.5

261 GZ2020133 舒智旅游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罗微微 邓文琳 罗微微 彭玉洁 张玉宏 李倩倩 邝熙 363.12

262 GZ2020279 “新秀”专升本网络教育平台 保险职业学院 李姝霖 王君 段练 李姝霖 陈昱菡 李英 王森 363.1

263 GZ2020215 高球少年，畅游暑假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

院
汪鹏 朱炜淼 唐风云 汪鹏 袁旺 何思琦 蒋依娜 362.5

264 GZ2020020 “i 分类”智能垃圾分类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孙晓斌 王刚 周瑶 孙晓斌 李晓禹 张鑫 362.5

265 GZ2020068 多维度生态农业系统 （养猪+种植）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尹邦央 张云 丰爱辉 尹邦央 谢军 吴小婉 362.5

266 GZ2020054 "食代生酮"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段茂林 李扬 姚珑 段茂林 黄可欣 陈梦斯 黄倩 362.4

267 GZ2020283
打造最美乡村名片—建设青少年红色研

学基地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

学院
王城 禹红 赵楠 王城 肖志东 黄龙 吴永谦 巫琼 361.9

268 GZ2020100 AI 智能简历筛选与面试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富金 孔凡凤 姜林波 杨富金 印毫 张瀚权 张鹏 361.5

269 GZ2020027 章华振兴之路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

学院
王春洪 宋志云 李丽 王春洪 刘瑶 张浩致 侯婉婷 360.96

270 GZ2020077 保贝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方世 龚鹏 方世 黄子汇 罗兆峰 360.9

271 GZ2020085 湘诺有限公司 潇湘职业学院 彭康 邓小林 彭嘉琪 彭康 毛广军 汪艺 王小刚 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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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GZ2020234 雀为你而来—孔雀文化研学项目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单琳慧 阙庆华 罗霞 单琳慧 欧阳滋 罗宗旺 肖美娇 李蓉 360.8

273 GZ2020050 勤工俭学--百业灵服务平台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全科 赵荣荣 张春华 全科 向蓉 周海杰 贺旭文 谭鹏宇 360.6

274 GZ2020007 青春梦（高校）文旅工作室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邓沛 蔡海乔 鲁健 邓沛 李思敏 张娜 潘子璇 易宇莎 360.55

275 GZ2020296 DIY 手工设计工作室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吴文增 李智军 刘曾礼 吴文增 曹佳佳 黄晓波 孙雯 闵常琴 359.9

276 GZ2020214 新领域耳机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陈立 阳琼敏 卓慧丽 陈立 张慧 李家颖 吴彬郁 陶嘉炜 358.9

277 GZ2020136 “智周万物”VR 线上教育革新科技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朱熔 李宏祥 朱熔 徐佳妮 张泽寒 356

278 GZ2020226 简衣服饰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张少峰 钱朝军 李明 张少峰 王康 肖健帆 胡琦龙 罗帅 354.3

279 GZ2020131 NEW 平台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杨婷 邓文琳 雷云轩 杨婷 曾开鑫 何雅琳 陈宏斌 谭福战 353.3



附件 2

2020 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网评成绩（中职组）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院校 领衔人 指导老师 团队成员 总分

1 ZZ2020064
匠心制“皂”——茶籽

粕的科技深加工

湖南省常宁市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汪亦羽 谭华荭 朱立丹 汪亦羽 朱生基 詹玉欢 胡芊 王纤华 429.5

2 ZZ2020101
可用于多种气体的泄露

报警及自救系统

江华瑶族自治县职业中专学

校
唐明文 彭召翔 熊 理 唐明文 王粤 廖书田 廖静怡 424.9

3 ZZ2020059

八月流金瓜正香——野

生狗腰子改良栽培与技

术推广

衡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付 正 曾曦 王秀 付正 伍星月 邹烨 邓华娜 聂梦 422.7

4 ZZ2020096 呜哇山歌工作室 隆回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玉桥 刘伟 肖洪贵
刘玉桥 奉甜香 奉湘英 李俊洲 欧阳臣

红
422.4

5 ZZ2020032 菲尼斯呼吸智能装备 长沙财经学校 郭杰恒 韩欣耘 陈全宝 郭杰恒 来东俊 陈妙妙 周熠钧 艾泽琪 422

6 ZZ2020105 新能源微型街道清扫车 桃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江枫 袁大洋 杜兰波 江枫 龙欢 刘鑫雨 张涵 414.1

7 ZZ2020141 青山新媒体中心
湖南省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蒋梦欣 秦伟 李瑛 蒋梦欣 周香暖 刘子安 陈宇涵 李晶 413

8 ZZ2020038
全维度“引擎卫士”养

护车
长沙汽车工业学校 李振家 汪东 张慧 李振家 王鋆 彭双朋 谷武 李慧敏 411.5

9 ZZ2020124
“华服之语”华服手工

材料包
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丁慧 张莎 梁玲梓 丁慧 袁姣飞 文治超 陈骏榕 409.3

10 ZZ2020061
由污水净化引发奇思妙

想

永州市综合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唐黎虹 邓惠君 杨曦 唐黎虹 管志宏 周润东 胡震廷 407.2

11 ZZ2020005 南华银色康复护理驿站 核工业卫生学校 邓如意 马嫦英 刘云东 邓如意 何湘莲 蒋静 朱婷婷 406.8

12 ZZ2020132 厨房陶瓷液体盒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

校
朱 茵 黄刚 邓龙 朱茵 何世昌 邹培骏 瞿婧娜 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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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ZZ2020131 温光水自动调控花盆 湖南省湘北职业中专学校 王雪怡 王宗志 覃佳佳 王雪怡 谢婧怡 王荧荧 赵金 刘顺 405.1

14 ZZ2020144
“院校一体”的颈椎医

养模式的应用与推广
核工业卫生学校 曾慧 刘莉华 刘盈盈 李菊香 刘婉佳 史熙旨 阳静 404.4

15 ZZ2020146 高效散热型计算机主箱 隆回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慧珊 刘伟 史春水 杨慧珊 欧阳倚洁 周香 曾益湘 曾啸 404

16 ZZ2020031
天使守护者—智能输液

系统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宇健 谢楚雄 张武金 周宇健 文子潇 艾城 李敏 苏宇杰 403.3

17 ZZ2020188
“刻木印记”版画文化

传承有限公司

湖南省常宁市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奉成意 邓鸿卿 白冰兰 奉成意 邓壹栏 黄旗康 廖湘资 吴国威 403.1

18 ZZ2020118
启梦教育品牌形象设计

工作室
娄底幼儿师范学校 罗琼宇 李振家 吴小燕 罗琼宇 戴晶晶 黄凯 胡进 夏雨 402.7

19 ZZ2020189
新型地笼王“龙骨”的

工业化生产
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佳帆 肖逸 周慧 杨佳帆 帅乃文 许侨 刘敏 欧阳雨婷 402.6

20 ZZ2020025
“童瞳”弱视训练服务

中心
湖南医药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心怡 王倩文 陈心怡 曾润宇 肖金博 唐鹏飞 402.4

21 ZZ2020045
云脸智能生活--智慧社

区
衡阳中创商贸职业学校 廖姣 凡铮义 廖姣 唐吉昌 唐崇增 401.1

22 ZZ2020119 智慧厨艺助手 常德中山外语职业学校 钟 睿 黄桂林 罗娅 钟 睿 谢泌岚 雷晶晶 尹梅 熊敏 400.5

23 ZZ2020149
“悦读猫”——儿童早

期阅读教育
益阳师范学校 张紫琴 雷雨 陈芳骑 张紫琴 曹涵 夏木璇莺 龚欣语 许展萌 400.5

24 ZZ2020078
引导新能源汽车新方法

----电池置换站

湖南省衡阳市蓝天工程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
陈威 李昕 李仿勇 陈威 刘涛 陈湘江 毛瑛 曾丹 399.6

25 ZZ2020102
“纸”为你设计—智能

手艺灯
衡阳农工贸职业学校 肖钰璨 陈磊 周瑛 肖钰璨 熊利媛 颜莹 陈锦驰 刘铭轩 398

26 ZZ2020117 多啦应急救援箱 湖南省湘北职业中专学校 柳卓 屈军军 白雯 柳卓 陈昌臻 姚熠晗 朱芊华 397.4

27 ZZ2020115
老年人健康监测可穿戴

设备
祁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双 章远 刘梦丹 李双 欧静柔 唐慧君 高丽芳 396.9

28 ZZ2020100
富硒五色米，彩绘新农

人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艳 黄绿荷 卿利军 张艳 刘薇 翟伦波 蒋婷 蒋美臣 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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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ZZ2020053 宠悦—宠物多功能服饰 衡东县职业中专学校 刘心怡 刘爱玲 邓飞扬 刘心怡 苏钰晗 赵薇 赵钰婷 396.2

30 ZZ2020066 航皓多功能移动电源 汉寿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邓玉 曾靖 徐锦乾 邓玉 彭开琪 马涛 胡升战 曹雨田 396

31 ZZ2020001

疫净——超声雾化消毒

原理的室内空气净化系

统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唐程锋 廖晔 金言成 唐程锋 陈瑜晖 杨睿 395.6

32 ZZ2020035 实用新型艾灸箱 长沙康明中等职业学校 柳鑫 罗佩佩 黄礼洪 柳鑫 龙冬梅 罗奕鲜 胡明霞 395.4

33 ZZ2020055

“少年管家”云平台 —

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云端解忧大师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中职

部
曾靓 刘淑贞 陈红英 曾靓 刘宇翔 陈锦宇 罗方全 谭利娟 395.4

34 ZZ2020133
压力感应式电烤炉安全

伴侣
平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毛继海 林亮 苏瞧忠 毛继海 江森 宦哲慧 张文宇 李丽平 395.3

35 ZZ2020094 “正面管教”训练营. 湖南省耒阳师范学校 黄星 屈清华 王钰洁 黄星 谢淑慧 谭山云 廖城 龙志俊 394

36 ZZ2020081
绿植管家—自动浇灌系

统 V2.0
衡阳农工贸职业学校 龙青婷 唐璐 曾智 龙青婷 唐旺 唐乐 许德志 393.9

37 ZZ2020030 Heath 烟灰缸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周情 江雄 胡军林 方维 赵子煜 蒋雅琪 余振 393.8

38 ZZ2020033 超能小七 长沙航天学校 邹林 龚莎莎 周海锋 邹林 肖腾钰 谭帅 周求来 宁彪 392.9

39 ZZ2020007 无人驾驶运输体系
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

校
李雨瞳 陈知音 王剑 李雨瞳 曾芷晴 谢范欣 胡容溥 夏皞 392.9

40 ZZ2020017
暗夜精灵—人体感应包

包灯
长沙航天学校 郑娟 丁小然 梁佳宁 郑娟 刘嘉鑫 王美娟 吴凯 392.9

41 ZZ2020187
AI 智能机器人解忧小

馆子（Bar）

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魏雨芊 李佳敏 眭光明 李灵彬 龚幸福 张欣欣 魏雨芊 肖童 392.9

42 ZZ2020183
校园防疫消毒洗手液交

叉感染器
沅江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方宇 郭明 罗照真 张子杨 龙佳 孙佳萌 392.3

43 ZZ2020082

“以舞为伴”活力营—

—专为培训机构接送孩

子期间的家长开设的

“家长课堂”

衡阳师范学校 贺广华 曹蓓 石策 贺广华 谢苇萍 李睿璇 罗娟 熊乐瑶 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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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ZZ2020012
“思危”智能安全防撞

衣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李曙 任义 余斯洋 李曙 周泽慧子 易初春 罗德龙 钟婧妮 390.6

45 ZZ2020163
“淘气包”民族文创扶

贫手工艺包项目
吉首市民族幼儿师范学校 陈冬雪 石振南 唐爱平 陈冬雪 吴芳美 彭雪梅 张 环 黄福庆 390.6

46 ZZ2020097

“铁人计划”—高铁自

动送货机器人的研发与

推广

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 易盼 汪哲 肖雁青 易盼 唐丽琼 李沛谋 张康杰 陈家鑫 390.4

47 ZZ2020068
OTO—信达汽车美容服

务中心

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彭浩 王静 刘汉登 彭浩 杨博文 张涛 杨文杰 杨勇辉 389.3

48 ZZ2020041
无人机机载空中连续抛

投器

长沙市现代商贸中等职业学

校
刘鹏程 李准 贺文辉 刘鹏程 张毅博 李佳锐 389

49 ZZ2020125 瑞禄园·这醴有味商城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

校
董永春 李媛 贺情 董永春 张鑫良 贺婷 李易鑫 汪光磊 388.8

50 ZZ2020151
防疲劳驾驶的图像处理

预警系统
沅江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匡少凯 郭明 罗照真 彭泽儒 吴明治 郭雨 388.7

51 ZZ2020164
农优一号：打造有温度

的全产业链式助农联盟
祁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唐苏清 章远 刘梦丹 唐苏清 李荣坤 刘静 蒋楚云 388

52 ZZ2020060 梅山土陶销售 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 袁鹏 王七星 刘军 袁鹏 李祺盛 刘兆轰 何好 387.9

53 ZZ2020024
云端清洁工——智能消

毒机器人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柳子阳 王静 王天龙 柳子阳 郭志勇 肖泳芝 汪鑫羽 387.7

54 ZZ2020107
竹梦未来-竹编手艺小

饰界
衡阳农工贸职业学校 肖有金 周瑛 陈磊 肖有金 陈志辉 郑金华 罗欣 李林芬 387.1

55 ZZ2020016
“智电互联”——智能

电器维护平台
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赵智慧 王乐 吴锋宇 赵智慧 杨通 杨文昊 386.2

56 ZZ2020022
心灵驿站-以“爱”之名，

从“心”出发
湖南护理学校 李湘川 朱可蓉 邹雪莲 李湘川 谌洁仪 龚佩 386.1

57 ZZ2020013 临安保安全电锤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杨嘉林 任义 陈燕 杨嘉林 邓依晨 黄鹏 刘林 任希成 385.9

58 ZZ2020098 亲子茶文化体验馆 湖南省商业职业中等专业学 陈倩蓉 禤彩梅 李雪 陈倩蓉 赵彬 丁丁 刘珍 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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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59 ZZ2020156 “N 1”灯的新生 常德技师学院 廖冰凝 郑超丹 覃翠婷 廖冰凝 郭靖 谌刘兵 鄢仕琪 戴加伟 385.8

60 ZZ2020186 新型静电式油烟净化器
岳阳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吴仁龙 王平勇 孙光友 吴仁龙 王莅云扬 胡钰 385.5

61 ZZ2020180 佳乐婴幼儿亲子园 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 蒋金浩 黄紫荆 周芝萍 蒋金浩 荣紫涵 吕焱 贺雪妮 唐哲怡 385.5

62 ZZ2020167
司城风范-湘鸡飞上“云

端”
湘西自治州经济贸易学校 肖云庆 李晖 刘举 肖云庆 蔡若林 伍顺龙 向炆焮 周晓刚 385.1

63 ZZ2020039 核武器创业项目 长沙县职业中专 张哲榛 杨芬芬 陈金花 张哲榛 胡彦婷 张涵义 杨俊杰 李俊皓 385.1

64 ZZ2020177 “悦”游潇湘 常德财经 中等专业学校 胡杰 郭帅 罗涵 胡杰 王思颖 易心雅 陈薇 陈思怡 384.8

65 ZZ2020109
“小路同学”失物招领

平台
株洲轨道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陈钟卓杰 汪琛杰 陈钟卓杰 何烨 凌康平 刘展鹏 邓振东 383.4

66 ZZ2020029
山乡致富的鹊桥——乡

浓策划
长沙航天学校 戴庆 龚莎莎 罗诚 戴庆 邓新宇 曾雨欣 陈默容 383

67 ZZ2020054 易有位共享停车项目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张烨 谢安怡 吴佳玲 张烨 赵雍 王挺韬 382.7

68 ZZ2020181
无接触光电感应电梯按

键

长沙市望城区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邓粮 李凯 周柱 邓粮 瞿俊杰 欧欣怡 罗丽莎 周绍雄 382.7

69 ZZ2020159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 亲子园基地创

建（锄头娃）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中职

部
张成 龚灵娟 张秀云 张成 曾煜恒 滕树航 吴妹兰 龙圆 382.7

70 ZZ2020176 湘西风情里的“小慢行” 湘西自治州经济贸易学校 龙肖平 李晖 刘举 龙肖平 涂贤钢 李雨轩 宋亚洁 徐心洋 382.4

71 ZZ2020021 本草养生阁 湖南护理学校 杨舒茗 吕亮 高红霞 杨舒茗 梁程杰 罗一凡 任怡 382.2

72 ZZ2020120

后疫情时代，“洞庭虫

草”助力我为家乡打

CALL

沅江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方永杰 郭明 罗照真 欧欢 熊轲 李佳欣 孙佳萌 381.6

73 ZZ2020171

电磁式声供能式发电机

设计 ——以湘西州吉

首市为例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中职

部
田斌 周玲玲 刘举 田斌 郭迅 石富 马玉莹 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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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ZZ2020121

桂东国贫县重点扶贫工

程 —新中式糕点（文化

与特产的交织）

桂东县职业教育中心 黄伟鸿 郭勇 扶勇军 黄伟鸿 郭颖 朱齐 罗品洲 黄林全 381.3

75 ZZ2020010
“e 早教”早教服务中

心
长沙幼儿师范学校 罗雅馨 黄丽辉 银彾 罗雅馨 罗滋滋 姜智 彭佳佳 杨帅 381.2

76 ZZ2020169
城市绿化树木整形树干

涂白机械研发

岳阳市网络工程职业技术学

校
曹哲涵 邹欣欣 李健 曹哲涵 周熠铖 谈芳苹 龙苑静雯 381

77 ZZ2020034 汽车卫士 长沙航天学校 魏文捷 杨展鹏 郑子文 魏文捷 孙文卓 刘佳 周意如 380.9

78 ZZ2020158
闻香识零陵-香炉数控

加工

湖南省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
邓王豪 王蒙蒙 潘晶 邓王豪 邓骏 林晶晶 蒋滢 379.9

79 ZZ2020044 便携式打印笔 汉寿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肖旺枝 曾思红 宁贞贞 肖旺枝 双振跃 张文哲 刘冰 袁昇 379.5

80 ZZ2020148
掌上社区连锁生鲜蔬菜

超市
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易思达 刘志军 陈智刚 易思达 徐 键 袁 媛 韩梦欣 段佳琪 379.1

81 ZZ2020040 “honeybee”乐蜂基地 长沙县职业中专 彭如意 马佳杏 张勇军
彭如意 郭浩瀚 周文琳 宋燕姿 王川泽

众
379.1

82 ZZ2020062 汽车小精灵 祁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胡美婷 张文亚 唐玉春 胡美婷 王紫怡 王佳斌 李涛 378.3

83 ZZ2020138
众游“攸”归——天鹭

湖

株洲市生物工程中等专业学

校
杨德星 侯玉亭 陈平 杨德星 李子龙 谭凌峰 张惠晶 378

84 ZZ2020123 东篱云播种
安化县职业中专学校(安化

黑茶学校）
张嗣愿 张诗豪 夏亮 张嗣愿 王宇萍 刘颖静 王江敏 陆俊杰 377.1

85 ZZ2020137 全自动数控带锯切割机 湖南省汽车技师学院 黄迷 曾昭立 江文琪 黄迷 漆涛 周世梦 罗雅楠 376.2

86 ZZ2020152 小学自制教具工坊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翰林 吴岚 黄慧敏 李翰林 邓贵峰 樊馨 高鸳鸯 张力 376.1

87 ZZ2020020 "湘当出彩"电商直播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马剑 牛伟 娄少华 马剑 刘逸婷 刘娟 黄艾清 蒋静怡 376

88 ZZ2020027

基于 CSI 标准的模块装

配式室内装修产业化项

目

宁乡市职业中专学校 廖海波 赵欣 孟丽梅 谢胜龙 廖海波 廖凯璇 龙尚文 陈世平 375.6

89 ZZ2020116 3D 打印+玉石定制服务 临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唐帅 张鑫明 李芳 唐帅 周锦民 郑梦超 王今有 邱朝路 374.9

90 ZZ2020006 校园闲置物品交易平台 湖南郴州工业交通学校 刘馨 顾文 谢文英 刘馨 郭水波 李霞 胡金慧 欧阳洋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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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ZZ2020026 垃圾智能分类装置 浏阳市职业中专 聂师奎 罗政球 罗 伟 聂师奎 陈思雨 吴琪雅 彭 琛 374.2

92 ZZ2020008 游世界 APP 祁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唐琴 唐联杰 江保民 唐琴 杨航 唐文波 陈芝 邓星波 373.7

93 ZZ2020073

规范课堂教学行为，建

设优质高效课堂—课堂

管理服务系统

祁东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霁 唐卫民 高中元 王霁 何泽霖 胡自亮 李静怡 刘雅思 372.6

94 ZZ2020172 美丽魔法小天使 凤凰县职业中专学校 滕梦雪 梁莹 王丽 滕梦雪 张梦瑶 张花丽 372.4

95 ZZ2020050
追花的人—金蜂绿色生

态种植合作社
蓝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启伟 陈露 黄启伟 黄凯琪 李兴皓 肖齐宝 吴锐 371.1

96 ZZ2020128 吸尘黑板擦组合套装
湖南省隆回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邱慧芳 徐丛宝 陈蕾蕾 邱慧芳 曾莹莹 阳雅蕊 彭蕴璞 肖雨晨 370.9

97 ZZ2020129 湘野铺子 桑植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丁静如 彭凌云 彭玲 丁静如 彭月 刘娇 向悦 李顺明 370.5

98 ZZ2020134 寻·味
湖南省商业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李丹 何秀满 刘同亚 李丹 邓佳奇 阳泉 付征粮 唐斌 370.3

99 ZZ2020122 致青春
郴州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彭竹奇 刘健 彭竹奇 张欣 刘帅溪 曹盼 370.2

100 ZZ2020072 瑶族织锦八宝被 江华瑶族自治县职业中专 李荷 李旭东 万凌燕 李荷 唐悦 程杨姣 370

101 ZZ2020057 随阅书吧 湖南省安仁县职业中专 黄智泫 张微 李清凤 黄智泫 刘欣怡 李文琪 阳紫金 369.1

102 ZZ2020103 全能修服务平台 武冈市职业中专学校 王艳玲 杨海啸 龙卓 王艳玲 吴蓉 刘斌 刘建华 刘奇 369

103 ZZ2020046 宏丰清洗 蓝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廖昊望 黄仁平 雷满香 廖昊望 唐慧禄 封格盈 梁英豪 368.6

104 ZZ2020153 智能安全充电插座 安化县职业中专学校 胡启晖 张林 胡建群 胡启晖 廖威 夏国富 王艳娇 蔡杰超 368.6

105 ZZ2020014 智环控多功能笔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朱宏杰 谢安怡 吴佳玲 朱宏杰 郭子骏 胡冰琳 罗尔淇 368.5

106 ZZ2020173 农村“智诊”服务队 汨罗市职业中专学校 龙权 黎夕晖 邹慧颖 龙权 周可 张逸凡 伏可涵 367.9

107 ZZ2020175 拂扇清风文化有限公司 古丈县综合职业技术学校 彭嘉 廖丽容 周娟 彭嘉 张璐 向刘彬 张巡 鲁志平 367.3

108 ZZ2020004 知意汉风工作室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欧阳宇鲜 李微 李冠南 欧阳宇鲜 颜晶 卢素珍 365

109 ZZ2020145
新绿农产品体验销售中

心

湖南省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黄双燕 荣甘心 陈婷 黄双燕 刘淑芬 蒋梦欣 姚宇 周香暖 364.9

110 ZZ2020015 健康药房
长沙湘麓医药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
钟仪 张丽 李玲娣 夏满妃 蒋思思 蔡嘉琳 李榕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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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ZZ2020178

非遗所思——新媒体时

代的数字影像定制工作

室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中职

部
伍子璇 田维 郑自中 伍子璇 肖阳 杨俊 谢科 向磊 362.6

112 ZZ2020011 CJ 短视频工作室 临湘市职业中专 许佳豪 喻炳剑 陈伟 许佳豪 何佳 万婷 李金雁 362.3

113 ZZ2020106 九州智能净水器 株洲英泰软件职业技术学校 刘彦琪 朱李连 马丰胜 刘彦琪 苏豪杰 于维 王乐泉 赵纯焕 361.9

114 ZZ2020140 校园创享指南 APP 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周倜宇 李灿明 李盼 周倜宇 文籽妍 文凤 蒋斌 360.7

115 ZZ2020179 家电维护保养公司 中南工业学校 陈曦 李斌 杜军 陈曦 黄颖 陈凯 胡逸林 卢扬 3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