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溢达全国创意大赛海选公告 

2021 溢达全国创意大赛海选评审工作已于 4 月 19 日完成，组委会对参赛者提交的

创意说明进行评审，评审标准如下： 

 

1、符合大赛主题：作品需在大赛主题范围内创作。 

2、创新性：作品创意想法应新颖，应符合现在科技发展技术，与现有产品相比，

其本身或所利用的技术应具备改善和创新的特点。 

3、实用性：作品需对生产或生活有实际帮助，包括简化操作、方便使用，提高效

率等。 

4、可行性：作品本身需具有实现的可能，作品所利用的技术操作层面上需可行，

而非完全仅凭设想。 

 

现将 武汉纺织大学 赛区的成绩公布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溢达全国创意大赛海选入围名单（武汉纺织大学） 

 

小组代码 队长 创意名称 

20210588002 卞力行 石墨烯基柔性高效海水淡化器件及优化研究 

20210590095 蔡丽云 一种落麻基环境净化非织造布 

20210588049 曾欣怡 一种具有持久抗菌效果的载药缓释敷料 

20210588072 曾珍 
大规模生产可编织，可染色和耐用的氨纶/碳纳米管/棉芯鞘纱，用于

穿戴式应变传感器 

20210589038 陈邦格 贴片机吸嘴孔内脏污检测系统 

20210588045 陈斌 一种新型高效集雾织物 

20210588055 陈行 通过 MOF 的层层自组装制备快速光催化降解染料的新型功能纺织品 

20210588138 陈洁 纳米掺杂柔性高分子暨羊绒制品功能性整理技术 

20210589061 陈锦耀 “新疆谣言粉碎机”-智慧工厂人员安全管控系统 

20210590028 陈阳 牛仔激光洗水废灰的再利用 

20210588034 陈奕轩 一种高效低阻纳微结合的负离子可降解香烟滤嘴 

20210590162 程滢 废纸回收 

20210588134 崔锦 "私人小空间”——个性化、人性化床帘 

20210588017 范航 低扭矩花式波浪纱的制备及其应用 

20210588058 范静媛 一种多功能服用导电纱线 

20210588116 冯娴颖 科学分配自主化购物 

20210590079 高唯 二次利用废 FCC催化剂用于 CO 催化氧化 

20210589206 高筱晨 公共智能自动消毒椅 



 

 

20210590196 桂金 人性化户外自供能感应水龙头 

20210590139 桂欣琪 衣物帮：数字社区 O2O 配置平台 

20210588003 郭灿 “机智眼”疲劳驾驶预警仪 

20210589210 郭佳立 基于深度学习的疫情人流口罩佩戴检测系统 

20210588108 郭雨薇 一种多方位守护健康的新型面料 

20210590092 侯佳博 三生万物 

20210589120 胡灏东 纱线毛羽长度自动化检测 

20210588071 胡江宇 基于 FPGA 的智能抗疫通行系统 

20210589088 胡坤 智能奶牛饮水槽设备 

20210588208 胡梦琪 基于曲线滑轨模块的外展式背负型宠物包 

20210590104 胡温清 废弃聚酯塑料与一次性口罩制隔音复合材料 

20210588147 胡誉文 黄金时代 

20210588180 黄诗晨 闲置物品改造 

20210588111 纪寥若 叛逆的水生生物 ——基于牛仔面料再利用的服装设计系列产品 

20210589065 贾树林 可跨越障碍物的光缆全自动放线扎线机 

20210588121 雷丽 基于织物组织结构设计定向导湿面料 

20210588093 李博文 “行走”在电池上的废旧棉 

20210590155 李程浠 利用自然资源提供能量 

20210588060 李聪健 基于危险场景检测的跨维度运动机器人 

20210589032 李淦 Young-carpark 共享停车 App 

20210590124 李慧贤 可降解型高吸水保鲜食品包装 

20210590181 李佳 塑料再回收 

20210589207 李龙岩 基于深度学习的多场景安全帽佩戴检测系统 

20210590146 李曼卓 不出水的油墨笔芯再利用 

20210590078 李梦 污泥资源化利用及污水深度处理共性关键技术开发 

20210590112 李少欣 废弃荔枝壳在纺织上的多重利用 

20210588077 李申奥 一种变色亲肤口罩 

20210590048 李思雨 一种具有废水酸碱性检测功能的染料吸附材料 

20210588129 李天璐 绿色高效补水抗皱易吸收速溶纳米纤维基固态眼膜 

20210589200 李钰杰 自动干发机 

20210589052 廉祥 面料条纹定位检测 

20210589142 刘澳 变力式伸缩衣架 

20210588010 刘彩真 基于深度学习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检测模型 

20210588122 刘通· 海水蒸发的碳黑产业用纺织品 

20210588130 刘盈盈 纤维与织物基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20210588080 刘雨晴 睡眠呼吸暂停报警睡衣 

20210590094 刘云豪 废纸管的回收利用 



 

 

20210588190 卢菲 Self cooking——系列化单人组合厨具 

20210590075 罗惠 衣锦还箱 

20210590156 吕轩 滴灌技术改进 

20210590150 马陈琪 “一次”不如“多次”，环保传递健康 

20210588033 马晟晟 牛角瓜速透尿不湿导流层 

20210590039 毛菊红 绿色无染抗菌内衣 

20210590026 蒙珍婷 废旧纺织品/汉麻纤维混凝土复合吸声体 

20210588004 孟靖舒 棉织物表面接枝碳量子点及其抗紫外光性能的研究 

20210588126 缪莹 持久保温、高弹抗褶、液流防护的多功能棉基纱及其织物 

20210588089 聂飘 酞菁掺杂材料对有机污染物的降解研究 

20210588109 齐硕 高刚性脆性纤维材料无损包覆纱线及其纺纱方法与织物 

20210588081 秦煜 一种环保百叶窗帘 

20210588101 邱俚涵 多功能纳米银导电棉织物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20210588014 邱宇航 涉水大健康智能家居开发 

20210588102 区燕子 便捷式抗起毛起球芳香喷雾剂 

20210588201 区子丰 一种可变形适应地形的轮 

20210588091 瞿俊辉 分散染料中间体在涤纶低温染色中的应用 

20210590136 三彩虹 SFA—城市布花园 

20210589015 邵坤 微型智能螺丝锁付设备 

20210588016 邵诗涵 牙刷智能消毒器 

20210588119 石芳玲 抗菌口罩的制备 

20210590113 石林焱 十字绣背衬非织造布复合吸声体 

20210588192 舒哲伦 回收废旧手机 

20210590123 宋雅楠 天然植物染色玉米皮复合吸声毡 

20210590213 宋颖 苍苔 

20210588133 谭小琴 新型多枝化阳离子聚氨酯表面活性剂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20210588020 汤恒星 一种具有间隔色彩的新型纱线 

20210588114 汤清伦 柔性可拉伸导电纤维 

20210588082 腾燕飞 足部健康检测鞋垫 

20210588178 田梦思 纸路二手书 

20210588110 童方正 植物多酚/黄连素室温复合整理工艺 

20210589050 汪存超 基于机器视觉的机械零件参数测量 

20210588084 王晶 智能叠衣机 

20210590103 王玮玮 “旧衣换新颜”——二手服装改造项目 

20210590057 王雅琦 基于废旧棉织物再生纳米纤维素制备高性能海藻酸纤维 

20210588018 王雅雄 区域物流校园积分 

20210590086 魏小玲 用于装配式墙体的三维机织物预制件 



 

 

20210588087 夏锐 用于降解染料的复合光催化功能棉织物 

20210589029 向珊珊 档案图像装订孔自动修复技术 

20210590069 谢金林 普通小口罩，隔音大卫士 

20210588099 邢小伟 有电磁屏蔽效能的黑姑娘 

20210590183 熊敏 家居太阳能供电系统 

20210588012 徐微 
以新颖光敏材料 JU98、JU101 与热敏材料制成得具有较大变色范围

的新式多功能服装 

20210588115 许锐 一种皮芯结构电驱动热致变色碳纳米管/聚氨酯复合传感纤维的制备 

20210588009 杨赫 用于超级电容器的超拉伸、自修复凝胶电解质 

20210588006 杨珩 水性石墨烯量子点防伪墨水     

20210590131 杨琴 稻草/麻纤维功能性环保复合地膜 

20210588047 杨青青 “共织型”柔性防弹层 

20210589073 杨涛 直捻机智能化自动上纱下纱装置  

20210588005 杨旺旺 高性能航天用无机纤维面料的制备及应用 

20210588067 杨文婧 一种超轻高弹的多功能蚕丝气凝胶 

20210590143 游子吟 太空能 

20210588135 余婧 让化妆成为一件简单的事 

20210590083 喻欣慧 禾本植物吸管 

20210589007 喻馨瑶 蔚来之家科技酒店 

20210590040 袁波 一体化铺贴式绿化毯 

20210590172 袁芳 简易净水装置 

20210588013 袁晶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母婴智能喂养系统 

20210588167 张爱欣 快递包装再利用 

20210590068 张晨晨 “抖腿”再利用-可充电鼠标垫 

20210588076 张海扬 静电纺丝多级结构纳米纤维高效防护口罩研究 

20210588169 张恒毓 自动敷面膜机 

20210589037 张佳豪 太阳能电池片色差分选系统 

20210588064 张琴韵 基于柔性电池的智能保温睡袋 

20210590041 张雅莉 织物环保大使 

20210590023 张颖颖 湖羊毛汽车用吸音材料制备 

20210590019 章黎 多用途可食用餐具 

20210590054 赵国猛 向日葵圆盘--染料废水净化 

20210590209 赵馨玮 基于色彩心理学的布艺回收再利用的拼布技术 

20210588199 郑佳佳 降噪睡眠耳罩 

20210589070 周博 一种织物全自动检测算法及装置 

20210588066 周佳艳 可溶性高透明聚酰亚胺的合成及其在棉织物上的应用 

20210589141 周涛 智慧作物生长环境调节器 



 

 

20210589035 周晓帆 一种高楼层户外玻璃清洁装置 

20210589053 周扬 基于机器视觉的非接触式平面物体高度测量 

20210588205 周银 智能家居控制箱 

20210588204 周银 智能家居网关 

20210588011 朱奥琪 “织”慧眼——智能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20210588212 朱朝翠 抗病毒非织造过滤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20210588157 朱奎虎 桌面式 3D 打印机 

20210588025 朱亮 一种基于壳聚糖纤维及其无纺布的止血材料 

20210589063 邹亮 化纤纺织行业智能清扫机器人研制 

 

 

海选入围的参赛者均需在 5 月 7日 前登陆大赛网站 http://creativity.esquel.cn 上传作

品附件。 

作品附件必须含作品介绍 PPT，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创意产生的背景、作品的

价值、作品详细介绍（功能、原理、外形等）、成本、商业前景/推广计划等”，其他资

料可自行选择添加。 

初赛环节将对参赛选手提交的作品附件进行评审，评审标准为实用性、创新性、

可行性。 

 

 

 

 

溢达全国创意大赛组委会 

2021 年 4 月 20 日 

 

 

http://creativity.esquel.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