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河子大学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晋级校级初赛项目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学号 学生类别 参赛组别 参赛类别 指导老师 学院

1 基于物联网苦菊的超市化供应

周红亮 20151012014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马亚东、冶建明 农学院
吴国丽 20151012017 本科生
何柏松 20151012013 本科生
李楠楠 20151012058 本科生
陈志 20161012313 本科生

2 新疆天生农业生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李欣 20162012018 研究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朱华国、薛飞 农学院
李淑红 20162112005 研究生
乔艳清 2014512385 本科生
李世聪 20151012037 本科生
魏浩男 20151016610 本科生

3 恒创新源有限责任公司

王内利 20151012030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张亚黎、王家平 农学院
王超凡 20151012010 本科生
殷春旭 20151012004 本科生
邓思雨 20151016245 本科生
李自良 20151012068 本科生

4 互联网+农业科技服务平台

王飞 2014207005 博士研究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张泽、刘长征 农学院
陈欢 20151012066 本科生
田彦飞 20151012063 本科生
石峰 20151012064 本科生
黄泽坤 2014508003 本科生

5 物联网精准施肥系统

张强 20162312006 研究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吕新、张泽 农学院
郑琦 2015201403 研究生
杨媚 20151012048 本科生
葛元梅 20151012071 本科生
陈翔宇 20151012060 本科生

6 益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杨林 20151012115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王俊刚 农学院
文思颖 20151016386 本科生
韩睿 20151012104 本科生
徐业山 20151012122 本科生
李吉 20151012103 本科生

7 智能食堂的建设

秦欢 20151012094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邓洪涛 农学院

张久霖 20151012081 本科生
牛慧君 20151016128 本科生
王海楠 20151006133 本科生

8 消能稳流精密滴灌设备

杨鹏 20151012140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谢海霞、冶建明 农学院
索常凯 20151012158 本科生
马笑 20151012144 本科生
代紫微 20161012315 本科生
马海翔 20151012227 本科生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学号 学生类别 参赛组别 参赛类别 指导老师 学院

9 蚜虫信息远程监测与快速预警系统

张国龙 2014207006 研究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吕新、张泽 农学院
王梦梦 20151012180 本科生
刘地 20151012200 本科生
张凤麟 20151012175 本科生
王帅 20151012178 本科生

10 绿叶广丰有限责任公司

张玉龙 2013512200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张凤华 农学院
杨颖 20151016227 本科生
王丹 2013512192 本科生
桑文 2013512237 本科生
刘东洋 2013512174 本科生

11 蝴蝶效应

何玉莹 2015201518 研究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陈刘生、冶建明 农学院

曹新慧 20151012270 本科生
王汇涵 20151012311 本科生
齐静 20151012260 本科生
邢泽明 20151012268 本科生

12 花漾

闫天赐 2014512269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江萍、冶建明 农学院
王瑛 20161012332 本科生
孙畅 20151012280 本科生
宫子惠 20161012320 本科生
周颖 20161012382 本科生

13 基于林果智能监控的在线认养

何柏桦 20151012370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于坤 农学院
刘继磊 20151012352 本科生
张小燕 20151012368 本科生
林沐森 20151012366 本科生
柳苗苗 20151012242 本科生

14 魔法森林旅

付毅 2014512289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汪少华 农学院
陈森 2014512258 本科生
皮月瑶 2014512286 本科生
余佳 20151016228 本科生
薛倩 2014508158 本科生

15 湿e生活-微生态景观加湿器

赵天明 2014512278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王翠、杨梅花 农学院

姚永康 2014512266 本科生
李君慧 2014512170 本科生
欧赜瑜 20161012365 本科生
张银燕 20161012380 本科生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学号 学生类别 参赛组别 参赛类别 指导老师 学院

16 多肉植物云养护及“微花园”设计

曹泽 20151012209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王雪莲 农学院
王亚 20151012020 本科生
张馨雨 20151004150 本科生
邓良超 20161018016 本科生
王大莉 2014516094 本科生

17 环保型马赛克踏步石

薛康健 20151012290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刘萍、王志炜 农学院

孙珉宇 20151012306 本科生
蒋晨泽 20151012293 本科生
丁琦 20151012289 本科生
杨丽平 20151012315 本科生

18 楼兰印象文化创意studio

何廷 2014512337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冶建明、施翔 农学院

袁也 2014512360 本科生
刘国锋 20151012297 本科生
郑娜娜 20151004152 本科生
贺长辉 20145040487 本科生

19 景塘

宋娟 20161012331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冶建明、李智敏 农学院

厚富霞 20161012322 本科生
苗江林 20161012329 本科生
关思慧 20161012321 本科生
高玉德 20161012319 本科生

20 目艮微课有限公司

嵇栋岚 20161014445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冶建明、胡晓静 农学院

王振恺 20161012336 本科生
蔡文平 2014514034 本科生
黎婉婷 20161012324 本科生
熊帷翰 20161012342 本科生

21
流年——兵团口述军垦历史承胤公益工
作室

杨曼妮 20161012343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冶建明、李鲁华 农学院
马永强 2014512007 本科生
王馨瑶 20161012334 本科生
谢佳雯 20161012341 本科生
武思奇 20161012339 本科生

22 易川名胜微雕责任有限公司

李乐 20151012305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韩卫民 农学院

王鑫 20151012284 本科生
李月 20151012291 本科生
荣正霄 20151012304 本科生
厉亮 20151012288 本科生

23 致汇景观设计

潘诗雨 2014514391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公共服务 冶建明、李鲁华 农学院
贾永生 20151012317 本科生

文阳兴家 20161012337 本科生
彭佳新 20161012330 本科生
李伊 20151012056 本科生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学号 学生类别 参赛组别 参赛类别 指导老师 学院

24 Smart Family

黄祥 20161012323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冶建明、薛林月 农学院

高雅欣 20161012318 本科生
赵彩 20161011117 本科生
翟建荣 20151012016 本科生
张涛涛 2014512352 本科生

25 古丽女孩自媒体

穆尼热.阿不 2014512294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冶建明、楚光明 农学院

杨文慧 2014512282 本科生
古迪娜.阿布 2014512312 本科生
玛地娜.哈力 2014512316 本科生
古丽米拉.艾 2014512323 本科生

26 寡聚类聚磷酸铵肥料的成果转化
高艳菊 2015201407 研究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褚贵新 农学院亢龙飞 2013512229 本科生
段景波 2012407017 研究生

27
“互联网+益羔长”——助羔羊健康成
长

邵焱焱 20151013054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王新峰 动物科技学院
高兴 20151013127 本科生
何富萌 20151013121 本科生
王明月 20162016048 研究生

28 XY动物性控有限责任公司

夏欢 2013513189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贾斌 动物科技学院
李超程 2014108003 研究生
营瑞文 2015201717 研究生
张志东 20162013012 研究生
郭玉丹 20162013008 研究生

29 绿色循环云养殖禽业有限责任公司

杨斯琪 2013513175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申红、王俊刚 动物科技学院
佟皓 20151013005 本科生
张雪 20161013061 本科生
赵妍馨 20151016003 本科生
陈小彤 20151016020 本科生

30 e保药箱

宋端慧 2014515053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公共服务 韩博 药学院
方小杰 2013507043 本科生
李鑫发 20151015157 本科生
夏源 20151015102 本科生
吴晴晴 20151015055 本科生

31
维药驱虫斑鸠菊提取物抗皮肤炎症乳膏
剂

林娜 20151015225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陈韩英 药学院
李娟 20151015228 本科生
程琳钦 20151015220 本科生
苏凯林 20151015229 本科生

32 红花采收机的推广

焦小盼 2015200803 研究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葛云、张立新
机械电气工程学

院

张天勇 20162009006 研究生
刘光欣 20162109004 研究生
李申 2014509139 本科生
吕胜楠 2014509093 本科生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学号 学生类别 参赛组别 参赛类别 指导老师 学院

33 易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佘赛波 20151009337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周伟绩、王医
机械电气工程学

院    

张敬国 20151009335 本科生
陈瑜 20151009291 本科生
孙倩 20151009352 本科生
戴华艳 20151016102 本科生

34 棉花种子精加工技术与装备及溯源系统

王永强 2015200808 研究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曾海峰、张立新
机械电气工程学

院

王欢 20162109009 研究生
朱海燕 20162109017 研究生
吴天松 20162109007 研究生
张远洪 20151009310 本科生

35 新疆恒先农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韩超锋 2014509145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张若宇
机械电气工程学

院

沈龙长 2014509352 本科生
李叶超 20151009336 本科生
韩 帅 20151009330 本科生
张 杰 20151009084 本科生

36 农霖无人机植保资源整合优化

胡媛敏 20151009196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付威
机械电气工程学

院

陆洪志 20151009190 本科生
李英杰 20151009175 本科生
李  娟 20151009130 本科生
王雅倩 20161009369 本科生

37
加工番茄外部品质检测装置的企业的互
联网运营

王珊珊 2014509242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张若宇、周新虎
机械电气工程学

院

徐槐茂 2014516249 本科生
鄢博冉 20151009036 本科生
杜林 20161009056 本科生
蔡华强 20161009130 本科生

38 新疆创客责任有限公司

赵永航 20151009243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左静
机械电气工程学

院

彭  森 20151009276 本科生
卢筱莉 20151009292 本科生
杜晴晴 2014516283 本科生
佘小月 20151016207 本科生

39 一种打瓜收获集条机

薛良豪 20162109003 研究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魏敏、张立新
机械电气工程学

院
杨涛 20162109001 研究生
卢永鑫 20162009001 研究生
张锋 2015210502 研究生

40 伊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晨浩 20151011139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董娟 食品学院
胡佳隽 20151016056 本科生
张朝才 20151008021 本科生
韩明明 20151011151 本科生
白雪 20151011153 本科生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学号 学生类别 参赛组别 参赛类别 指导老师 学院

41 酵母蛋白酶制剂

高飞飞 2015201902 研究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史学伟、王斌 食品学院
姚晓瑞宁 20162111001 研究生
刘战霞 20162011005 研究生
刘飞 20162111014 研究生

42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云上餐厅服务

张华 20151002181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周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

马学文 2014508252 本科生
张子豪 2014508269 本科生
申子涵 20151008233 本科生
赵程远 20151002189 本科生

43 3+1维度设计

易佳昕 20151008163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李志刚
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
王琪 20151008173 本科生
魏潇洁 20151016679 本科生
刘晔南 2014504235 本科生

44 青春伴爱行

胡正文 2014508141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李伟
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

刘天烨 2014508144 本科生
王玥徽 2014508155 本科生
杨瑞 2014508160 本科生
王玉龙 20151008164 本科生

45 基于RFID的多功能智能手环

王强 2014508228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互联网+”制

造业
田敏

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

马越群 2014508253 本科生
杨昊晨 2014508266 本科生
杨政儒 2014508230 本科生

46 基于VR消防灾害模拟演练系统

张雨新 20151008207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公共服务 李志刚、朱东芹
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

万腾 20151008192 本科生
张宁 20151008137 本科生

刘籽言 20151008200 本科生
师慧 20151008183 本科生

47 贝乐宠

刘敏 2014508174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商务服务 朱东芹
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

刘梦杰 2014508173 本科生
王雅杰 20151016151 本科生
秦奎 2014301890024 外校本科
代慧玲 2014513105 本科生

48 摆渡人

叶丰萁 20161007047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王安东、陈龙 化学化工学院

董晓蓉 20161007057 本科生
夏志成 2016100729 本科生
蒋小燕 2014516287 本科生
朱文成 20161002420 本科生

49 玻璃铅笔网络实验教学平台/APP

于桂丽 20151007294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于二雷 化学化工学院

崔玉佩 20151007270 本科生
伏志强 20151007338 本科生
马威龙 20151007327 本科生
王丽丽 20151016605 本科生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学号 学生类别 参赛组别 参赛类别 指导老师 学院

50 天启1007荧光检测公司

尹思雨 20161007037 本科生

就业型创业
组

“互联网+”制造业 顾承志 化学化工学院
林首原 20161007007 本科生
杜超群 20161007006 本科生
补佳玲 20161007030 本科生
徐江川 20161007036 本科生

51
互联网模式下新型稀土铝合金防腐涂料
的应用推广

张宝鑫 2014507291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陈龙 化学化工学院
张丽丽 2014507281 本科生
魏欣红 2014507277 本科生
史琪 2014507242 本科生

52 睿地数据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李鹏辉 20151001002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徐丽萍、杨玲香 师范学院

米桃桃 20151006043 本科生
乔智宏 20151016675 本科生
务俊杰 20151008099 本科生
蔡云飞 20151001004 本科生

53 “云知园质”幼儿园教育质量监测系统

杜星月 2012501076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公共服务 方建华 师范学院
陶宇航 20151001348 本科生
张玉洁 20151001251 本科生
柳菁 20151001272 本科生

54 基于ESE的棉花遥感实时估产

焦浩洋 20151018097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现代农业 郭鹏 理学院
葛鑫 20161018110 本科生
李玉冰 20151018074 本科生
马润 20151016184 本科生
代学甜 20151016196 本科生

55 无人机三维时空大气质量监测在线

李路曼 20151018071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郭鹏 理学院

徐权 20151018083 本科生
蔡乐 20151018081 本科生
刘恒瑜 20151018103 本科生
李俊达 20151018076 本科生

56 匠心慧装

琚小倩 2014518079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商务服务 杨睿旋 理学院
李祎 20151016570 本科生
李慧颖 20151018167 本科生
李宗成 20151008038 本科生
张茹倩 20161018089 本科生

57 天眼三维实景

石开玉 20151018008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王玲 理学院

蒋春红 20151016135 本科生
朱相君 20151018018 本科生
朱敏华 20151016337 本科生
康紫薇 20151018006 本科生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学号 学生类别 参赛组别 参赛类别 指导老师 学院

58 时光路

张晨鹏 2014506023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商务服务 马磊、范公广 生命科学学院
刘引兄 2014516068 本科生
张云川 2014506026 本科生
杨露露 20151006072 本科生
连琦 20151015068 本科生

59
基于人畜共患病POCT技术的智能手机
APP开发与云管理平台

吴有治 20151006141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石峰 生命科学学院赵昊天 20151006159 本科生
贾玉瑞 20161006069 本科生

60 套图网-广告行业的电子商务平台

田原 20151016212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商务服务 刘洪 经济与管理学院
高明杰 2013508162 本科生
赵文君 2014516353 本科生
陶力铭 20151016364 本科生
徐欢欢 20151016365 本科生

61
基于云平台的智能分布式光伏电站的设
计与应用

赵锐 2014516303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徐晓鹏 经济与管理学院
马杰 20162116026 研究生
毛洪波 20162116151 研究生
刘晶 2014516316 本科生

62 睿哲云智能存取柜

匡家辉 20161016831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商务服务 骆瑞玲
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

王成冬 20161008144 本科生
马佳佳 20161016448 本科生
王曦 20161012021 本科生
唐睿翼 20161001150 本科生

63 “抱抱熊”——让家庭暴力go away

王堃 2014502262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公益创业 王莹、曹建萍 政法学院
刘辉 2014502243 本科生
郭佳琦 20151016668 本科生
王俞淇 20161002721 本科生
唐柳青 20161002724 本科生

64 河南亿航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任子航 20151002226 本科生

初创组 “互联网+”商务服务 马学琴 政法学院
文智伟 2014509231 本科生
陈雪 20161004204 本科生
刘聪 20151002231 本科生
向凯雯 20151994187 本科生

65   随心搭APP

高超 2014505008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商务服务 黄珊 外国语学院
黄旭梅 2014505018 本科生
兰乔 20151005030 本科生
潘小敏 20151005043 本科生
廖园园 20151005030 本科生

66 壹起读|阅读写作在线教育平台

殷彤彤 20151004258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公共服务 张凡 文学艺术学院
刘梦梦 20162104007 研究生
王小波 20151001075 本科生
高莹捷 20161004102 本科生
马栋彬 20161004107 本科生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学号 学生类别 参赛组别 参赛类别 指导老师 学院

67 全国大学生微信文学创作平台建设

王紫荆 20151004236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杨高平 文学艺术学院

陈依婷 20151004210 本科生
陈蓬 20151004209 本科生
郑娜 20151001049 本科生
王致远 20161004094 本科生

68 兼职求职就业云平台

徐建兴 20161004130 本科生

就业型创业
组

“互联网+”信息技术
服务

于恩萍 文学艺术学院
翟宏昌 20161004178 本科生
曹丽 20161004157 本科生
吴朋辉 20161004128 本科生
陈建明 20161004127 本科生

69
基于非遗传承人群的手工艺品在线销售
网站

汪静 2014504228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李钦曾 文学艺术学院

王可欣  2014504231 本科生
薛倩 2014508158 本科生
刘福良 2014504216 本科生
张慧月 2014508087 本科生

70 720°VR展示导航系统

张键 20151010355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肖志强、王志炜 文学艺术学院

杨小陇 2014508056 本科生
万敏慧 20161016409 本科生
王嘉旭 2014508084 本科生
焦海峰 2014504206 本科生

71
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言培训文化指导服
务

努尔阿米娜· 2014504063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公共服务
塞黑迪·赛达合买

提、李军   
文学艺术学院

周玉红 20151016284 本科生
刘程博 20151007313 本科生
杨杨 20151004320 本科生

72
互联网+新疆少数民族手作网络交易平
台

张旭冉 2014504247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白黎军 文学艺术学院

荣振霆 2014504226 本科生
刘雨桐 2014504219 本科生
唐健 20151004133 本科生
葛丽丽 20151016163 本科生

73
VR家居设计下3D模型数据库的建立与维
护

霍皓斌 20151004111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舒梅娟 文学艺术学院

董洁 20151004106 本科生
李玉 20151004119 本科生
徐畅 20161004194 本科生

74
互联网＋龟兹游礼之文化衍生品开发与
销售

张钰 2014504125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刘媛媛 文学艺术学院

赵秋洁 2014504127 本科生
岳自钰 2014504242 本科生
申建萍 2015016439 本科生

75
互联网+动态人像定制化设计及产品开
发

孟瑶 2014504223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刘人果 文学艺术学院

吴玥 2014504240 本科生
解超男 2014504207 本科生
张子枫 2014504251 本科生
汤甜甜 本科生



序号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学号 学生类别 参赛组别 参赛类别 指导老师 学院

76 绿色生态墙绘

李怡函 20161004134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文化创意

服务
刘萍 文学艺术学院

蔡圆圆 20161004118 本科生
范善武 2014504195 本科生
刘欣宇 2014512330 本科生
依扎提 20151004385 本科生

77
基于自动导航的新型智能浇水机的研发
及示范

赵子寒 20151003063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制造业 朱梅新 体育学院
孙前程 20141003001 研究生
阿迪巴 20161003061 本科生
王辉 20151003031 本科生
朱俊宇 20141003005 本科生

78 绿生活

崔淑娟 20151003090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公共服务 娄哲、邵建荣 体育学院
文思颖 20151016386 本科生
刘志卓 20151012116 本科生
郑容 20151016394 本科生
邱凯金 2014512039 本科生

79 乌鲁木齐同城顺带网络服务平台建设

孙晓涵 2014517395 本科生

创意组 “互联网+”商务服务 李光明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夏天成 2014517218 本科生
张硕 2014517189 本科生
张婉莹 2014517239 本科生
朱晓琳 2014517024 本科生
何健 2014517027 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