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作者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奖项

1 新疆大学 陈华蕾、周书艳、王林林、朱颖、李保森 《Conservation of energy(能量守恒)》 肖爱民 特等奖

2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陈瑶瑶 《步斗踏罡》 侯玉凤 特等奖

3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林雨萱 《他山之石》 / 一等奖

4 陕西科技大学 苗容容 《糖尿病患者足底压力监测定制鞋》 万蓬勃 一等奖

5 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彭滔、郑诗茹、王莹辉 《KOBE》 郑剑雄 一等奖

6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梦瑶 《空洞》 孙天赦、史丽侠 二等奖

7 安徽工程大学 许帅、孙鹏飞、孙爽、王硕、沈超婷 《走出“健康”，走向“世界”》 聂文琪 二等奖

8 泉州三基设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郑英豪、胡丽萍、胡巽 《陨星》 彭滔 二等奖

9 惠州学院 谢卓灵 《“多合一”户外专业运动鞋》 韩建林 二等奖

10 泉州黎明职业大学 汤云飞、施家荣 《黑色先锋》 李政仕、蔡耀欣 二等奖

11 泉州黎明职业大学 施家荣、汤云飞 《奔雷》 蔡耀欣 三等奖

12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张乐盈 《如梦似影》 侯玉凤 三等奖

13 泉州师范学院 张洵 《ARGALI》 黄少青、彭滔 三等奖

14 惠州学院 马云梦 《骨感传导鞋》 韩建林 三等奖

15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刘彤 《adventure冒险家》 徐曼曼 三等奖

16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陈昭然 《Mix（融合）》 侯玉凤 三等奖

17 惠州学院 汪莹莹 《火灾紧急制动鞋》 韩建林 三等奖

18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佳怡 《观澜》 李贞、谢婉蓉 三等奖

19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龙佳欣 《错落》 侯玉凤 三等奖

20 惠州学院 曾予祺 《个人定位报警运动鞋》 韩建林 三等奖

21 广东白云学院 易嘉慧 《DNA》 邓茗琦、董炜 三等奖

22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蒋洁 《九色萦梦》 侯玉凤 三等奖

23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思思 《环锦》 李贞、谢婉蓉 三等奖

24 广东白云学院 何雨香 《鹿鸣》 邓茗琦、董炜 三等奖

首届“青田鞋业综合体杯”全国鞋类创新设计项目大赛获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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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周嘉嘉、周亮亮 《防崴脚鞋》 姚丹丹 三等奖

26 广东白云学院 黄吟 《绘影如梦》 邓茗琦、董炜 三等奖

27 广东白云学院 苏巧媚 《悟象》 邓茗琦、董炜 三等奖

28 广东白云学院 刘慧娴 《我们的浪潮》 邓茗琦、董炜 三等奖

29 广东白云学院 陈燕玲 《探索》 邓茗琦、董炜 三等奖

30 广东白云学院 杨婕 《藏语》 邓茗琦、董炜 优秀奖

31 广东白云学院 黄瑞庭 《未来·行者》 邓茗琦、董炜 优秀奖

32 广东白云学院 陈嫚婷 《螺音的回响》 邓茗琦、董炜 优秀奖

33 惠州学院 林杏甭 《导盲探测鞋》 韩建林 优秀奖

34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俞一凡 《彝纹战古》 侯玉凤 优秀奖

35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范文健 《防溺水鞋》 姚丹丹 优秀奖

36 广东白云学院 彭婷婷 《异》 邓茗琦、董炜 优秀奖

37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严婉茹 《登顶者》 姚丹丹 优秀奖

38 安徽工程大学 张雨彤、高雯雯 《智能传感跑鞋》 方进 优秀奖

39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童宇凡 《甜蜜梦境》 侯玉凤 优秀奖

40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周李奕 《于此山间》 侯玉凤 优秀奖

41 广东白云学院 张鑫婷 《自由者》 邓茗琦、董炜 优秀奖

42 广东白云学院 陈晓华 《足炫》 邓茗琦、董炜 优秀奖

43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俞一凡 《勾青永乐》 侯玉凤 优秀奖

44 / 林先东 《头号玩家2045》 / 优秀奖

45 广东白云学院 薛瑶 《重峦》 邓茗琦、董炜 优秀奖

46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史嘉莉 《捕梦》 侯玉凤 优秀奖

47 广东白云学院 吕泳棋 《夜行者》 邓茗琦、董炜 优秀奖

48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田斯莉 《PIZZIME》 侯玉凤 优秀奖

49 泉州三基设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赵毅 《涂鸦者》 /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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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泉州师范学院 蔡佳欣 《云清》 黄少青、彭滔 优秀奖

51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陈梦瑶 《折纸》 侯玉凤 优秀奖

52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李敏婕 《定位鞋》 姚丹丹 优秀奖

53 陕西科技大学 杨美 《行走的力量》 罗向东、周越 优秀奖

5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林洁 《炫光》 李贞、谢婉蓉 优秀奖

55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欧艳阳 《锋芒不露》 姚丹丹 优秀奖

56 广东白云学院 李绮玲 《古纹新蒙》 邓茗琦、董炜 优秀奖

57 广东白云学院 李倩樱 《锢》 邓茗琦、董炜 优秀奖

58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罗慧 《氧》 姚丹丹 优秀奖

59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徐潇洁 《化茧成蝶》 侯玉凤 优秀奖

60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沈甚博 《WRC运动跑鞋》 李贞、谢婉蓉 优秀奖

61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林雨萱 《他山之石》 / 创新合作奖

62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梦瑶 《空洞》 孙天赦、史丽侠 创新合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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