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第六届山东农业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高教主赛道获奖名单

序号 所在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 化学院 绿膜卫士—绿色可降解液体地膜先行者 孙明胜
姜春欣，石林萍，庞诗卉，刘一璇，徐馨，
冯程程，宋典，刘苗苗，张昱，郭哲俊，宋文翰

李培强，袁建华，杨青青 金奖

2 食科学院
“瀚微科技”
—全球纳米乳液材料设计领航者

李昕彤 陈志强，张玉涵，刘嘉毅，张瀛方 李大鹏 金奖

3 信息学院 智慧茶园—引领智慧茶业新时代 牟文芊
林胜，董萌萍，孙文杰，董伯男，李星浩，
张静蕾，崔祥雨，周子豪，李颀，李冠洲，林中琦

牟少敏，刘昆 金奖

4 经管学院 有思云 王子健
孙晓怡，施豪正，刘荣杰，祝香倩，崔嘉雯，
李孝利，李沛凝，张雯婷，周广轩，李昌勇，方结绿

贾元义，李妥，李庆亮 银奖

5 机电学院 麦动科技—小麦双吸盘智能精播机领航者 朱慧超
刘赛坤，吕正超，刘思涛，王源，胡恩鑫，胡圣卓，
崔志达，时慧杰，曹雪楠，高义虎，刘通，刘善鹏，许志刚

赵立新，丁筱玲 银奖

6 农学院
岁穗安康—Fhb7小麦赤霉抗病品种
及脱毒技术助力粮食安全保障

葛文扬
刘晓君，范国瑞，李萌，张海天，
陈俐璇，程欣欣，徐寿珅，郝永超

孔令让，王宏伟 银奖

7 资环学院 废液变“黄金” 姚媛媛 王晓琪，郝茗，谢达，李晨钰，吕霄凡，张超 杨越超，刘敏，李庆亮 银奖

8 生科学院 釜底抽薪—森林火灾防控技术创新解决方案 邱翔 姚型东，田滋，吴素素，于丰源，郭成，王建宇 齐宪磊，高姗，周波 银奖

9 机电学院 智蒜中心—大蒜播种收获机械引领者 刘全程
李超，齐浩君，王雯慧，孟晓雨，房立发，李泽媛，
李玉华，陈彦宇，陶浩然，田久震，苑歆琪

侯加林，李天华，吴彦强 银奖

10 园艺学院 多功能锁水剂—全方位呵护花卉苗木成长 张庆海
邓应龙，刘丽丽，裴真，张雨佳，李瑞雪，黎江凤，雷琰，
许孝森，韩汝倩，许文宠，孙天悦，聂荟雯

李庆亮 铜奖

11 机电学院 华刃-长寿命低损伤农机切割刀具 刘腾 袁恒泰，刘烨，李阳，刘乐民，刘久钦，李明彤，李良肖 许令峰 铜奖

12 资环学院 沃土肥田—中国功能型缓控释肥料行业领导者 田虹雨
李泽丽，陈琪，于小晶，高峰，王淇，
陈思宇，王雅琳，亓雅宁，董晶晶，张丽娜

刘之广，张民 铜奖

13 动科学院 禽血净—禽白血病快速诊断技术引领者 王呈呈
闫泽一，张定秀，赵月，温馨，刘俊宏，
赵于清，朱毅松，段宸睿

郭慧君，王帅帅 铜奖

14 生科学院 图瑞卡校园生鲜零售数据服务提供商 方梓奇 訾瑞，孔令旭，杨岳，张子祺 高姗 铜奖

15 林学院 生物基胶黏剂创新研发 杨旭
姜永强，李烨，张家美，马华晨，范新豪，王锐淼，刘雨璐，宋
瑶瑶，李沐璇，曹乐丹，王昊宸，叶林根，徐娜，郝源斐

毛安，聂鑫 铜奖

16 机电学院 智能双插架拱棚一体机 朱衍俊
李国润，王春颖，秦洪政，罗胜，刘立鹏，
张梦莹，耿鑫杨，高德政，袁恒泰，齐浩君

刘平 铜奖

17 动科学院
“鸡时雨”—防治鸡新发病毒性
关节炎的及时雨

姜晓宁
韩琪祺，杨晶，姚忠慧，闫阗，李泳琛，张婷钰，张同非，
杨照晴，李换利，王士斌，李冰，蔡润秋，张迎港

刁有祥，唐熠，王帅帅 铜奖

18 经管学院 书鸢·五点析字 崔嘉雯
周广轩，岳金兴，武笑琦，刘荣杰，董芳菲，
韩蒋，崔亨康，张守栋，任玫霖，周彤，左胜男

李庆亮，崔丙群 铜奖



19 植保学院 绿色高效生物碳菌肥 李坤
薛永露，陈斌，崔家嘉，秦艺玲，王璐，
刘冉鑫，杨立琰，丁香玉，路冲冲

厂新华，李洋，张超 优秀奖

20 生科学院
“果时泽”苹果多酚研究
及其相关功能产品开发与推广

董博斐
张玉迪，邹翌辰，韩明淑，杨紫璐，殷瑜，王升东，
董化月，彭文欣，李鑫萌，刘亚斌

李滨，高姗，毛欣欣 优秀奖

21 水土学院 智能虹吸式波涌流节水型地面灌溉装置 李硕 韩云峰，李阳，张健 王春堂 优秀奖

22 食科学院 Mr.豆—药食同源发酵型大豆蛋白饮料 高文博 姜潇瑜，赵佳，章鸿杰，寇枝楠，李智信，颜丙旭 李杰，王琪 优秀奖

23 信息学院
除草新科技—基于机器学习的玉米田间杂草
智能识别喷雾技术及应用

鹿一然 张文静，赵性祥，胡泰源 姜红花 优秀奖

24 水土学院
一种以固体建筑废弃物为材料的
可再生混凝土自保温砌块

刘晓杰 王燕，刘长龙，窦忠宇，杨可新，冯豆 范军，杜洪涛 优秀奖

25 机电学院 棚行君 蒲文洋
殷颂，徐文龙，王辰瑜，李瑞雪，李允卓，张吉强，李润哲，
孙朋悦，孙晓萍，蒋博文，刘思涛，张瑞阳，王利飞

侯加林 优秀奖

26 机电学院 新型手扶式马铃薯收获机 娄玉仲
张珂，岳康，任卓，田秋颖，王雪梅，齐星，劳裕婷，
王绍睿，李宗泳，楚守帅，郭丽宁，曹守镇，王兴鑫，李科

郑文秀 优秀奖

27 农学院
田间智者
—作物按需补灌水肥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

林祥
陈思，赵晨，赵传岳，王铭昊，
王荣晓，王冠韬，杜博杰，常金明

王东 优秀奖

28 公管学院 E视通 熊凌婕
李昊真，蒋思彤，王翔，郭雪迪，
门琳琳，卢爽，呼延瑾轩，张现洋，田宇琛

刘文政 优秀奖

29 经管学院 启萌智旅小程序 苑浩然 施豪正，于千桐，张飞扬，武珊 常昕 优秀奖

30 信息学院 赋能无机化学实验室 董伯男
林胜，牟文芊，周子豪，李颀，
李星浩，张静蕾， 李聪慧，崔祥雨

牟少敏，时爱菊 优秀奖

31 信息学院
安全微耕
—丘陵地区微型旋耕机安全控制系统

周永政 刘莎莎，江宇轩，王泉，赵廷春，赵性祥，张思府 王光明，姜红花 优秀奖

32 经管学院 金融自助设备的暂存机构 付宇涵 李凡，闫滢，李鑫越，赵锦涛，曲琛 崔丙群 优秀奖

33 外语学院 抑郁症的早期预判—大学生帮扶平台 石方婧 张晓楠，刘汗青，罗亚琳，董凯月 王露，王延娇 优秀奖

34 信息学院
果园卫士
—环境友好型智能精准变量喷雾机

王泉 赵廷春，周永政，赵性祥，王金宇，刘欢 姜红花 优秀奖

35 林学院 安居乐“叶”— 绿色环保树叶杯盘 许明霞
李畅，戚瑞欣，张学萌，胡立霞，宋瑶瑶，
莫友川，叶晓睿，晏春娜，张任宝

李琪 优秀奖

36 机电学院 基于机器视觉的智能喷火除草机器人 张建国
朱子煜，白姝婧，薛正昌，郭方涛，
王晗润，孙君亮，高甜甜，刘宝龙，张会文

闫银发 优秀奖

37 经管学院 爬上这棵树 付佳茗 李孝利，李勉慧，王婕 朱柘琍，李昕冉 优秀奖

38 食科学院
全生物降解抑菌鲜切水果包装提供商
—未来包装领域领先者

张子墨 刘士清，王月娇，王朝晖，王夏楠，乔金，田璇 彭勇，王庆国 优秀奖

39 动科学院 兔原生态气雾特异性免疫微生物制剂 孔惠 王梦雨，冯震，孔静 李福昌 优秀奖



40 农学院 瀚土智慧农场：农场的移动管家 周剑文 朱琳，王欣雨，杨涛，周岩，孙瑞琪，曹雨欣，陈文笑 陈国庆 优秀奖

41 农学院 挽香阁——中草药香水调制者 刘德凤
李佳泽，孙煜婷，解连海，王京萍，李晨昊，付钰琪，邱成林，
任裕心，陈玉琨，杨国宇，吴琪，高恬恬，王晓元，汤庆轩

孔令让，刘永峰 优秀奖

42 园艺学院
永不凋谢的鲜花
—月季永生花的研发与销售

雷琰 张庆海，李瑞雪，赵誉涵，刘怡宁，许文宠，周文琼，聂荟雯 邢树堂 优秀奖

43 水土学院 新型混凝土联锁砌块 高媛 于新雨，张浩，张红梅 刘经强，侯蕾，刘真真 优秀奖

44 林学院 苯酚克星—树形类芽孢杆菌制剂 魏一凡
王欣冉，王小溪，高慧茹，朱晓娅，姜珲，郭亮，张明辰，
李菊雯，孙煜婷，耿铭言，田慧婕，张心瑶，孟祥润，王长栋

谢会成，张晓文 优秀奖

45 机电学院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水肥一体化施肥机 苏兆强
张浩文，郭展赫，田玉辉，白雅蕊，霍宁，
苏琦，倪志永，孙嘉涵，王钊，夏明远，张瑞

李天华，周凯，王洪生 优秀奖

46 化学院 富集重金属红麻秸秆的安全高效利用 王浩
王雨晨，孙艺原，汪安原，王颖，
臧天婵，张传飞，张庚辰，赵鑫

艾仕云，赵伟烨 优秀奖

47 机电学院 一种单株吊蔓高度可调的多垄落蔓装置 桑文超 高人泽，刘豪，韩孝武 苑进，刘雪美 优秀奖

48 机电学院 山楂树智能家居系统 张金龙 李瑞雪，公成龙，曾宪金，张逸坤，刘逸冰，韩东辰 苏斐 优秀奖

49 外语学院 日食APP 冯世琪 曹启斌，郭菁菁，张慧敏，张明洁 王文菁 优秀奖

50 植保学院 苗儿飞—内生菌育苗基质的领导者 张雅静 符雪琴，唐丽媛，郭亚红，田叶韩，张蕊 高克祥 优秀奖

51 水土学院 渗灌技术—耕地土壤催化净化仪器的开拓者 满金涛
马昊然，王硕，柳岸汝，黄元嘉，赵晓琪，唐国庆，王政，
马秀雯，刘振宇，宋业轩，娄燕倩，范凤琳，杨继翔，李文莉

王刚，刁艳芳 优秀奖

52 信息学院
农大植医：一种借助科技的植物病害识别
新型农具

张圆周 刘东阁，臧超禹，孔令旭，刘莎莎，于欣平，韩金玉，李钊 孙晓勇，刘昆 优秀奖

53 公管学院 濯辰智洁口腔个护产品自洁除菌方案 李润哲
李凌峰，宿效华，徐小帆，郭璎慧，赵英凯，耿娜，李伟，
苏兆强，赵勇强，孟志伟，周迪，李现旭

陈国申，豆晓，周凯 优秀奖

54 机电学院 智能化单轨山地作业动力装备 张红梅
张悦，刘久钦，张润泽，赵天平，李宏硕，郑燕，燕鹏真，
刘逸冰，袁恒泰，蒋博文，苏兆强，郭展赫，张浩文

宋月鹏，李扬，
任龙龙，沈向

优秀奖

55 水土学院 输配水渠道单向阀 邵滢璇 隋官航，洪汝楠，张立欣，董亮志，朱炳丞，岳琦 刘经强 优秀奖

56 信息学院 “灵眸”智能捡球车 张晗 张兆昕，胡泰源，郎丰通，张迁，霍欣宇，贾昊，段学铭 孙丰刚，兰鹏 优秀奖

57 动科学院 宠爱—首个动物科学人才训练培养平台 崔亨康
刘丽丽，刘荣杰，何子仪，于建波，张润泽，
韩蒋焱，崔嘉雯，王月，李科

崔丙群，赵鹏，
姜世金，王帅帅

优秀奖

58 信息学院
播种先锋
—勺轮式智能免耕施肥播种镇压一体机

赵廷春 王泉，周永政，赵性祥，张震明，刘欢，顾启军，鹿一然 姜红花 优秀奖

 



附件2

第六届山东农业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红旅赛道获奖名单

序号 所在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 资环学院 肥田益农:高效水溶肥助力乡村振兴 刘备
张腾，石迪，张祯祯，徐雅纯，
侯善民，阚昕彤，李璇，吕晓晓

张民,杨越超，
李庆亮,王亚南,冯国营

金奖

2 植保学院
秸秆生物变宝藏
—“菌-虫-果”农业环保产业综合体助力乡
村振兴

张大鹏 徐广富，宋晨宇，刘硕 山仑、刘玉升 金奖

3 林学院 红沂木瓜—新品种与加工技术助力沂蒙老区 徐娜
方小龙，李晓彤，梁雪，郑业旭，张佳凝，王昊宸，张浩，
李东宁，宋瑶瑶，李沐璇，李昊岩，张译元，杨旭

曹帮华,高国瑞 金奖

4 资环学院 金种源—新型丸化剂助力乡村振兴 高峰
李泽丽，陈琪，赵晨浩，于小晶，田虹雨，亓雅宁，
莫筱墨，王雅琳，朱梦一，陈思宇，王淇

刘之广,张民 银奖

5 动科学院 玉兔金桥－超细毛型长毛兔新品系 李文强 韩琪祺，马金凤，于文清，王艳艳 樊新忠 银奖

6 食科学院
“每益味来”
—乐陵杨安调味品产业技术精准扶贫

陈志强 刘嘉毅，张瀛方，张亦速，张玉涵 李大鹏 银奖

7 资环学院
谷裕生态育苗毯
—一体化生态育苗毯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王泽童 张晴，刘嘉慧，苗天宇，李珊 杨越超 银奖

8 生科学院 异菌突起—黑皮鸡枞撑起致富伞 孔德印 殷晓朋，玄冰成，董圆苹，曲建平，高政 张建军,刘树刚 银奖

9 植保学院 黄精富农—泰山黄精产业的先锋军 殷宇腾
马彦如，张一菲，殷宇潇，王子涵，张洪志，
王玉涵，张广慈，闫克爽，李丰宇，孙丰斌

姜芳,李庆亮 银奖

10 动科学院 犇腾奶牛奶牛智能发情诊断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王天祎
王士斌，徐小宇，王海玲，王灵博，姜玥，孔静，刘伟，
董旭晟，卢立叶，孟展鹏，张子叶，张新瑜，吕佳栋

王中华,王帅帅 铜奖

11 园艺学院 皂角造富 —经济农业探索皂角新机遇 刘奕希
钱犇，贾明霞，李雪晴，郑家璇，
徐晓莹，赵羚羲，冯昕宇，黄文尉

安莲 铜奖

12 植保学院 赤野新农—以赤松茸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先行者 聂阳
张书菡，阎嘉玮，杨韦轲，卜若彤，刘美辰，周中梁，
刘书程，李博，王玥，符雪琴，李晨昊，唐洋，张朔

姜淑霞,姜芳,刘志勇,
李贝贝,冯国营,李庆亮

铜奖

13 园艺学院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桃课题组
关于桃树基地建设项目计划书

杜安齐 郜怀峰，吴雪莲 彭福田 铜奖

14 动科学院 岱下鸡鸣—土鸡唱响乡村振兴新篇章 朱贺
吕瑞姗，丁宁，胡秀贞，王雪梅，刘轩哲，张云龙，陈易圣，鞠
兵，刘城志，韩冲，张心怡，沈国蕊，滕军，高明昊

王帅帅 铜奖

15 机电学院
蒜容匠心—大蒜收获技术产业推广
助力乡村振兴

李超 路壮，刘思涛，周慧翔，明惠文，王源 侯加林,吴彦强 铜奖

16 经管学院 北巷景观村设计 孙晓怡
闫宪元，李孝利，武俊含，祝香倩，
王霆煜，孙文宜，张靖茹，梁嘉煜

徐杰，李妥 铜奖

17 农学院
薪土相传
—以保护性耕作为核心的合理耕层构建系统

范玉杰
李淼，申俊霞，董春梅，许佳诣，李云云，杨增财，张增鑫，田
佳艺，刘新坤，刘春燕

韩惠芳 铜奖

18 植保学院 清洁卫士—黄粉虫处理餐厨垃圾助力乡村振兴 杜若男
陈斌，柳颍，宋晨宇，姬瑞，邵文荣，刘双林，袁梓鸿，高雅
昕，魏娜

铜奖



19 机电学院 云果园—中国智能果园管理系统开发者 翟德昂 孙丰斌，许可，苑浩然，殷宇腾，王倩，曹琨 王冉冉 优秀奖

20 经管学院 云益农—“田田圈”式智慧农业服务 董芳菲
孙晓怡，孙小梅，陈建学，李昌勇，王庆斌，
苑浩然，刘铭浩，谢晨

齐清、贾元义、李妥 优秀奖

21 植保学院
点草成金
—农林废弃物多级循环利用的先行军

邱天
杨帆，李烨凡，杨庆，郭晓玉，殷宇腾，孙源，薛皓月，
吕志超，杨浩，李丰宇，闫克爽

姜淑霞,王丽 优秀奖

22 植保学院
“四位一体”
—粪污资源化与生态循环养殖领航者

李承灿
代凡蜃，冯玉磊，赵传岳，张乔，
庞晓丽，顾雨雨，张广杰，罗超文

刘玉升 优秀奖

23 资环学院 果佳—果树服务一体化专家 曹雁博 万晓璇，王景文，高源，刘楚豪，丁冬梅 杨越超,程东东,王艳廷 优秀奖

24 园艺学院 绮梦园艺—果蔬技术整合推广助力乡村振兴 邓九州
赵泽旗，辛友艳，刘倩倩，韩福，盛夏薇，孙怡宁，叶晓敏，
吕晓阳，徐珊珊，陈菁菁，王硕硕，惠基运，孙浩，帅润南

李玲,肖伟 优秀奖

25 公管学院 山农益农  打造乡村记忆工程实践基地 马传峰 刘雨情，姜乔欣，徐小帆，李润哲 杨瑞 优秀奖

26 园艺学院 “圆梦红灯”—促大樱桃产业振兴 赵文哲 赵嘉豪，李牧孜，杨雯婕，吴琦杰，郗慧茹 肖伟,安莲 优秀奖

27 经管学院 果然心动—一种新型果业产业链 牟鹏东
李致远，鲁尧，刘畅，李建坤，戴沅霖，李美辰，
徐瑞，董保良，林小涵，杨意如，杨帆

许盈,李昕冉 优秀奖

28 艺术学院 活化闲置房屋 助力乡村振兴 周振宇
宋涛，朱耿皓，于小凡，宋怡然，
王立鑫，张振，彭岩，褚世轩，罗雯倩

逯海勇,胡海燕 优秀奖

29 资环学院 轻简化自制堆肥—堆出家家水果香 邱丽雪 刘慧敏，于宏宇，聂鹏，邵祺，王浚浦，赵天皓，李时鑫，高源 时连辉 优秀奖

30 经管学院 锐锋方鸿 数字建模与文化设计助力乡村振兴 玄冰成
孙珊，徐婷，刘璇，刘怡宁，范诗涵，
续烨，刘潇帆，李浩然，高颖，孙晓筝

杨永淼 优秀奖

31 资环学院 益农无忧—智能水肥一体化助力乡村振兴 陈堂鑫 王景文，徐震，李金玺，于海勇，乔冠宇，孙家琪 骆洪义,王亚南 优秀奖

32 动科学院 云养殖平台—蛋蛋鸡云之家 曹熙康
李洪涛，张睿，石祥达，丁泽强，任芳杰，姜学成，吴剑华，侯
辰睿，李嗣源，冯昌浩，修晓军，高倩梅，张鹏飞，赵依冰

杨维仁 优秀奖

33 植保学院
“脱贫攻坚，薯一薯二”
助力脱贫致富的紫色马铃薯产业

王玉珂
韩梦圆，秦丽娜，朱玉，张海淼，刘华新，李哲，
刘硕，刘保友，吴伟

李洋 优秀奖

34 植保学院 天敌瓢虫—有机蔬菜生物防治的引领者 和晓鑫 冯玉磊，田佳治，万婧婷，李超，岳心茹 刘玉升 优秀奖

35 机电学院 桑枝剪伐粉碎搬运一体机器 冯守可
郭展赫，杜恒通，李宏硕，王天宇，袁恒泰，王泽锴，王妍，张
广标，宋嘉源，陶浩然，赵天平，何天，刘翔，许兰鑫

宋占华 优秀奖

36 动科学院 里岔黑猪特色养殖 崔欣羽 孙明成，李欣颖，谢汶峻，李凡，于任，刘世奎，荆雨煊 优秀奖



附件3

第六届山东农业大学“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