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胜毅膜材—全球PTFE微孔膜领航者 浙江理工大学
岑柳莎、禹凡、金梦婷、樊莎、廖琪琪
、金王勇、李成才、徐欢

朱海霖、刘国金、孙辉 特等奖

2
基于静电纺微纳米纤维的抗菌导湿科技
面料

东华大学
蔡奇荣、杨宇晨、黄小睿、周智勇、刘
畅、许钰青、尹倩倩、毛宁

覃小红、张弘楠、王荣武 特等奖

3
基于苎麻纤维的便携式可拆装绿色复合
材料大鼓

东华大学
刘凡茜子、郑连刚、张昆、王田多姿、
高雨筠、姜丽、王子嫣

邱夷平、许福军 特等奖

4 “不染”—仿生结构色纤维开拓者 苏州大学
韩颖、轩子诺、李林娟、白钰、张博津
、顾佳、周宁、朱学森

张克勤、赵伟 特等奖

5 碳纳米管棉包芯纱线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王嘉宁、贾可、姚明远、张雨晴、张可
欣、李政、牛艳

刘玮 一等奖

6
遇见新娘—中国数字时尚婚纱及衍生产
品领跑者

江西服装学院
朱美佳、陈朝能、李晓凤、王秋蓉、唐
泽煜、吴玲玲、羊妍玲，杨魏铜

殷磊、闵悦、赵艺婷 一等奖

7 麒凝科技 绍兴文理学院
沈士琪、施益欣、高晓婷、赵易成、沈
茹阳

姚献东、徐青 一等奖

8
朱玲敏创意女红工作室-《拈花一笑》
系列作品

 北京服装学院
朱玲敏、张嫣、赵梓琰、边佳丽、卢志
慧、陈灵姗

王晓春、贺阳、田甜 一等奖

9
鱼拟信息科技--Z 世代虚拟社交元宇宙
探索者

东华大学
周泽宇 陈天露 宫明琬玉 韩俊峰 王迪
清

无 一等奖

10 PPSO——高温环保领域的中国创造 天津工业大学
刘文磊、王笑天、杨国锋、邹彦琪、张
萌恩、张文隽、王平、张雨欣

张马亮、李振环、崔宪峰 一等奖

11
基于“脏污预警”功能的卫生可视化睡
眠用品开发

东华大学
刘学强、朱文斌、苏亚洲、蔡明坤、张
琳婕、吴佳慧、金乾博、黄川桂

许福军、韩亚男 一等奖

12
重大传播疫情下穿戴式心电监测服及其
柔性织物电极的研究

江南大学
李柱泉、董科、艾靓雯、周天逸、张嘉
雯、王志宇、黄杰、刘彦君

肖学良、包磊、魏取福 一等奖

13
基于功能性纤维材料的印染废水混合集
成自清洁处理系统

安徽工程大学
刘祖一、赵磊、周堂、杨旭、汪邓兵、
杨茂寰、刘锁、赵玲玲

凤权、赵宝宝、韩旭 二等奖

14
安伴科技——做高品质成人纸尿裤的领
航者

五邑大学
文嘉湘、麦颖桉、冯梓灵、张泽丽、陈
佩燕、朱奕珊、陈佳怡、黄倩莹

黄钢、李峥嵘、赵景 二等奖

15 百废“革”新 武汉纺织大学
张佳婧、宫钧耀、朱娜、王小凤、朱启
蒙、周赵子轩、孙雪楠、杨鑫泽

夏良君、张春华、刘欣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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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pollo敷料——高效医用止血纱布先行
者

东华大学 王雅梅、郁海楠、汤洋、柯瑞煜 毛志平、徐红 二等奖

17
SuDonGWILL——新一代智慧工厂AIR
Charging标准化系统开拓者

天津工业大学
余俊晖、李宇鸿、张宇晨、程宇航、常
悦、李传润、马芳茵

赵阳、薛超、金嘉轶 二等奖

18
乳腺卫士——智能预警乳腺健康监测内
衣

天津工业大学
白杉、沈敏杰、张金凤、谢欢、梁晨冰
、张芳芳、张利缘、谢子欣

何崟、王晓云、杜亚姣 二等奖

19 轻质高强度纽结结构高性能纤维环带链 东华大学
马江曼、吴瀚涛、柳斌、张琳婕、吴麒
冰、崔嘉豪、曹友胜、张之涵

许福军 二等奖

20
基于机器视觉的多环境下360°等轴拉
伸测试仪的设计与开发

青岛大学
吴霜、袁洪武、李晨晨、张亚捷、胡春
艳、杜子恺

陈韶娟、江亮 二等奖

21
匠心“纱”场——“莨纱绸”开拓香云
纱非遗产业新时代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黄坤、梁紫嫣、吴桐、高芷晴、何丽欣
、张铭杰、邹秋燕、王怡

宣克勤、梁娟、文水平 二等奖

22 冷链用超保鲜无纺布的研发和产业化 浙江理工大学
丁文鹏，吕畅，何晖宇，石敏，韦悦，
张家森， 夏一夫，陈帆

王騊，王晟，应玉龙 二等奖

23
牛齐新材料——国内首创的新型石膏基
添加剂供应商

绍兴文理学院
兰明轩、孙贝贝、张陶钧、徐领杰、周
杰、张佳钦、徐晨曦、桑吉秋珠

徐青、章江燕 二等奖

24
紫芯光电——氧化镓半导体产业化先行
者

浙江理工大学
吴超、常蒙蒙、马超群、成悦兴、肖厚
恩、邓李朋、贾锦华、马艳秀

王顺利、施鹏、郭道友 二等奖

25
舒爽亲肤-特种环境中导湿快干面料新
开发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沈冬冬、刘毅、余淼、孔方圆、于文杰
、罗健、袁秀文、许晋豪

辛斌杰、唐永升、杨光 三等奖

26
芳藻-可阻挡过滤和消杀新冠病毒的医
用口罩

大连工业大学
郭旭珊、何姝婵、关新琦、郭静瑶、杨
易

赵秒 三等奖

27
精益求康 经纬展途—纳米复合抗菌抗
病毒医卫纺织品

西安工程大学
丁玎、贺瑛、陈奕汛、李倩、何芳、同
宁宁、郑维炜、田家龙

王进美、吴倩 三等奖

28  守护先锋针织抗菌多功能医护服 泉州师范学院
梁玉玲、方艺衡、严谨、李少菊、黄慧
敏、刘洋、钟华风

徐海燕、冯丽丽、陈杨轶 三等奖

29 扫皱除醛——柠檬酸无醛防皱整理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闫程浩、周硕、何泺、方芳、张文雪、
刘晓庆

张莉莉、魏庆刚 三等奖

30 生命卫士——智能热防护服革新者 苏州大学
潘梦娇、孟竹、王丽君、沈佳昱、孟晶
、宋慧慧、吴天宇、黄杨

卢业虎、祁宁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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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牙乐宝——口腔黏膜修复领军者 苏州大学
祁珍珍、李欣、张鸿翔、杨梦菲、王秋
宇、陈杰

葛自力、肖皖抒、张琳 三等奖

32 智能纺织机器人控制系统 安徽工程大学
马腾、朱锦龙、詹家威、丁峰、谢龙、
褚世乐、赫喆楠

杨莉、韩旭、张旭 三等奖

33 由蓝而生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徐小燕、李美慧、张爱珊、谭周典、叶
铷珊、陈杭、胡耀俊、徐炎嫦

李海燕、贾雯、戴广军 三等奖

34 图畔-中国智能时装孵化平台 江西服装学院
赵小敏、梅玉婷、李召祥、李浩然、庄
建杰、张一帆

宋睿 三等奖

35 儿童防走失防辐射可拆卸夜光多功能衣 辽东学院
练金华、郭建、闫子涵、张志芬、钱文
灿

 邹平 三等奖

36 具有ph响应性智能检测用生物质敷料 武汉纺织大学
董欣蕾、毛春林、张必洋、赵宇轩、马
金坷、田青、郑智慧、吴捷

崔莉 三等奖

37
从废气到能源—印染VOCs降解技术的引
领者

苏州大学
赫雨萍 曹旭 薛洁瑜 李亚霓 杨婷 张羽
飞 张曜宇 李岫锦

刘帅 三等奖

38 中轴礼序-中轴线研学旅行产品开发 北京服装学院
田忠先、祝睿娜、李芳怡、尤梦野、姜
威、肖毓婷、丁玉龙、崔舒雨

崔唯 三等奖

39 浮生未凉原创传统服装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周星辰、陈夕、张萍、张梦可、张悦婷 张莉、任晓莉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