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全国创新创业高端论坛暨优秀创业项目资本

对接会”百强项目公告

（排名不分先后，以首字拼音为序）

序号 项目 投递单位

1 艾图特智能科技（智能手环） 艾图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 奥匹科机器人（无人微仓） 杭州奥匹科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3 BI 智慧管理平台 BI 智慧管理平台团队

4 初辰：文创产品设计开发 杭州初辰文具有限公司

5 传说 杭州海田田科技有限公司

6 动旅游 上海圭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 大服装圈 胡继中团队

8 E 洗乐-智能洗衣共享平台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应用电子技术

9 枫尚小镇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10 防伤害触发式追踪器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1 关键零部件在线智能检测 杭州欧谱洛博士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2 共享招聘计划 杭州打哪来科技有限公司

13 共享运动云平台 江苏宝葫芦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4 工业物联网智能制造 厦门嵘拓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15 国购 浙江国构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16 国内领先的 3D 工具平台 厦门三维云科技有限公司

17 “互联网+”背景下的家庭园艺咨 西南科技大学



询与“智慧园艺”产品

18 嗨校源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19 猴小胖设计服务专家 杭州求否科技

20 哄呼我特 杭州哄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1 红线妈妈 浙江长兴红线妈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2 华童教育 华童教育

23 菁因康 杭州菁因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 酒店智能小管家 杭州航向标科技有限公司

25 基于微电解技术富氢水产品 秦皇岛康养天然纳米技术有限公司

26 空气净化集成系统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物联网工程学院

27 联创创智慧平台 浙江联创创智库科技有限公司

28 轮毂电机及控制器 北京锦源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9 良声英语 杭州良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0 绿色休闲生态农庄 绿色休闲生态农庄团队

31 萝卜头、加菲狗-赛蓝科技 深圳市赛蓝科技有限公司

32 乐达 乐达团队

33
麦歌算法-泛医学文本自然语言处

理
杭州麦歌算法科技有限公司

34 民用项目介绍 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5 魔坊引擎 张蕾团队

36 猫屎星球 杭州粉萌科技有限公司



37 猫友网：共享设计师平台 猫友网

38 农产品跨国运输的止损材料 南京财经大学

39 nomoface 酷小孩集合空间 杭州乐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0 拍片网 杭州拍片乐科技有限公司

41 嵌入式 AI 应用 杭州睿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2 青杉居家具销售工具化平台 杭州青杉奇勋科技有限公司

43 撬开工业级无人机千亿蓝海 浙江科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44 全民共享店铺 逸游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45 热带鱼自助餐吧 杭州莫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6 酸奶营养计划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47 商一通商业计划 宁波汉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8 斯达福来 斯达福来团队

49 视氪 杭州视氪科技有限公司

50 私家云 广州炒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 顺达科技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物联网工程学院

52 SKCMS 互联网全终端解决方案 宁波晟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3 筛选抗肿瘤药物工具 温州友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4 三元时企业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企业管理学院

55 StepBeats-创作音乐运动 AI 平台 大气层七号（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56 SEA：做您做贴心的人才管家 宁波盛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7 手绘 POP 海报 宁波手绘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8 透水花岗岩 杭州伟尔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9 土罗罗 杭州风语翩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0
同在一片星空下--爱雪云教育平

台
浙江爱学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1 探渔者 杭州钓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2 同类嗨 杭州同类嗨科技有限公司

63 淘儿学 杭州尔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4
Ultra Clean 超声波真空婴儿洗衣

机
Vita 超声波智能清洁团队

65 温州“爱妈妈”健康照料服务
温州“爱妈妈”健康照料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66 无人船（智创哲航） 浙江大学

67 玩猪小七 杭州艺乐艺玩具有限公司

68 完美婚礼在线服务平台 浙江万里学院

69 微聚 谁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70
外骨骼康复机器人-AI 家庭康复

医生
宁波杰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1 无人值守服装定制商店及生态链 南京市知镜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72 文化人的牵线“红娘” 艺家人文化艺术团队

73 肖博士血糖仪 肖博士血糖仪团队

74 新能源汽车 江苏大道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75 携途旅游 杭州携途旅游有限公司



76 小钢笔智能教育系统 夏启团队

77
新能源共享广告--亿万车载电子

（LED）传媒
江苏亿英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8 校园短视频生态-交集视频 三江学院

79 虚之实 VR 科教 虚之实 VR 科教团队

80 校游 show you 浙江大学

81 易拓客 杭州迅傲科技有限公司

82 元素动力手游《苍穹之冠》 元素动力手游《苍穹之冠》团队

83 YOUME 共享智能咖啡车项目 YOUME 共享智能咖啡车项目团队

84 易瑞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易瑞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5 原游 杭州斐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6 中国行业大数据应用专家 中科点击

87 智能睡眠呼吸暂停监护仪 杭州南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88 智能汽车项目 叶威团队

89 智能毛巾烘干消毒柜 宜宾市净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0 智能运动家具行业平台 黄磊团队

91 智能配电箱物联网系统 南京博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2 智能厨房 摩汀科技

93 装内助 杭州装内助科技有限公司

94 纸张保护创新技术 杭州众材科技有限公司

95 在他乡 浙江在他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6 只尺智能健身教练 杭州三目科技有限公司

97 资源循环型绿色校园物联网系统 淮阴工学院

98 种好地 王小平团队

99 3D 魔幻试发系统 江苏焕发科技有限公司

100 II 型糖尿病肾病无创检测系统 安徽惠邦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评审单位：大赛组委会

公告时间：2017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