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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裕峰杯”浙江省第二届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入围团队名单 

学校 参赛队伍名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智卉绿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小虎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Geek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AlphaCat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勇往直前队 

杭州师范大学 异色瓢虫 VS 吡虫啉 

杭州师范大学 Greenery Bushes 

杭州师范大学 HEJ 

杭州师范大学 行走的 Cd 

杭州师范大学 苔作山色 1 

杭州医学院 菊花缘 

湖州师范学院 Water Guard 

湖州师范学院 Guardians of the environment 

湖州师范学院 Fly Girls 

湖州师范学院 ECO Explorer 

嘉兴学院 八八四五队 

嘉兴学院 水清天蓝 

嘉兴学院 慎一 

嘉兴学院 butterfly 队 

嘉兴学院 产甲烷君，zoom! 

嘉兴学院 水木清华 

嘉兴学院 思元科技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绿色降解智造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清新伴你出行 

丽水学院 auspiciousness 

丽水学院 净水神膜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四方食事 

宁波大学 天使之路 

宁波工程学院 铸造废旧砂综合利用 

宁波工程学院 菜菜子团队 

宁波工程学院 锦鲤 

宁波工程学院 烧烤季短途出行方案 

衢州学院 0.5战队 

衢州学院 sunshine 明日之星 

衢州学院 星火Ⅲ队 

衢州学院 奶油泡芙 

绍兴文理学院 青春充满活力 

绍兴文理学院 短梦 

绍兴文理学院 绍兴 F5 

绍兴文理学院 Watching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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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文理学院 寒水石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铈不可挡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神奇番茄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夏季遮阴抹茶品质研究 

台州学院 山水云 

台州学院 凛冬将至队 

台州学院 黑色资源挖掘机 

台州学院 光之队 

台州学院 超能拉拉队 

台州学院 超越组 

台州学院 科创乡村 

温州大学 青言铬语 

温州大学 求真 

温州大学 小氟呦呦 

温州大学 日本荚蒾小分队 

温州大学 水何澹澹 

温州大学 缘来是铬 

温州医科大学 温医预防 

温州医科大学 被海藻困住的鲨鱼 

浙江工商大学 闪亮亮的光催化 

浙江工业大学 流变 

浙江海洋大学 源清 

浙江海洋大学 海里有条鱼 

浙江海洋大学 微笑团队 

浙江海洋大学 海大水蚤养殖场 

浙江海洋大学 红蜻蜓 

浙江海洋大学 一心一意 

浙江海洋大学 浙海大科创小分队 

浙江海洋大学 弄潮儿 

浙江海洋大学 一夜暴富 

浙江理工大学 风水池 

浙江农林大学 曾经 algal 难为水 

浙江农林大学 土壤微生物兴趣小组 

浙江农林大学 叫什么提拉米苏蛋糕队 

浙江农林大学 楠杉喃 

浙江农林大学 守护阔叶林小分队 

浙江农林大学 太阳队 

浙江农林大学 漂亮警告 

浙江农林大学 啄木鸟 

浙江农林大学 绿旋风 

浙江农林大学 非常队 

浙江农林大学 一拳一个嘤嘤怪 

浙江农林大学 HomieZ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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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保卫莴苣队 

浙江师范大学 紫气东来 

浙江师范大学 超能 lab 战队 

浙江师范大学 吃玉米不打镉 

浙江师范大学 金刚不坏之生态水稻侠 

浙江师范大学 星星之路 

浙江师范大学 菊世无双 

浙江师范大学 氯魔仙 

浙江师范大学 ESSR小队 

浙江师范大学 水稻护卫队 

浙江师范大学 油敌 

浙江师范大学 生态科技逐梦队 

浙江师范大学 海洋之心小分队 

浙江师范大学 立体农业小分队 

浙江师范大学 SEFPD 

浙江师范大学 新型可降解快递包装盒 

浙江树人大学 双螺旋 

浙江树人大学 Ambition 

浙江树人大学 大气脉动 

浙江树人大学 海洋环保小卫士 

浙江树人大学 长长酒酒做环保 

浙江树人大学 Vessel 

浙江树人大学 好运来 

浙江中医药大学 Cholesterol Bin 

浙江中医药大学 神奇的吸附 

浙江中医药大学 听力遇上 PM2.5 

中国计量大学 油烟净化小队 

注：以上进入决赛的队伍名单按学校顺序排列，不体现网评分数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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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裕峰杯”浙江省第二届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认定名单 

学校 参赛队伍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老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美女与野兽 周商琦 徐佳钰 陈梦露 顾秋怡 连奔奔 顾叶恒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ALEX 谢晓峰 沈诗意 朱一帆 陈成  梅宁远 顾叶恒 

杭州师范大学 蔬菜汇 金路洋 赵一鸿 陈成 伍皖湘 玉敏杰 金仁村  

杭州师范大学 水中清道夫 郑夏萍 蔡爽 薛苑 朱冰倩  黄宝成 金仁村 

杭州师范大学 绝地求生团队 康利花 曲雯迪 余烨颖 陈茹意 黄靖汶 张弦  

杭州医学院 头脑风暴组 丁雨酥 陈伟杰 姚冰雁 沈志伟  吴淑春  

湖州师范学院 五剑客 杜丹 石珝璟 洪雨微 包宇超 卢鑫 李彬  

湖州师范学院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兰馨 郭帅庭 刘畅 于晴 韩家雯 李彬  

湖州师范学院 莲莲盛 裴昌昊 沈杨 尚猛超 李树峰 张国韩 陆广谱 刘佳妮 

湖州师范学院 Levi 李泽庆 沈杨 夏玲略   刘佳妮 陆广谱 

湖州师范学院 six six six 叶青青 王雨 胥慧 杨瑞玲  刘佳妮 陆广谱 

湖州师范学院 Epiphqny 扬坚坤 何冰伟 毛金波 王磊 陆广谱 刘佳妮  

湖州师范学院 Toil and Moil 李海霞 徐站妹 沈钰雯 金慧莉 董璐瑶 杨子奇 刘佳妮 

嘉兴学院 生生不息 朱颖 袁菊 史云菲 陈玉玲 张亚男 曾延波  

嘉兴学院 “化”样年华 吴振涛 张凌峰 葛文轩 秦嘉铭  翟志才 刘辉 

嘉兴学院 绿动小精灵 李爱云 俞梦洁 刘敏 杨柳青 傅相龙 刘亚男  

嘉兴学院 啵啵沼气 汪密密 楼佳乐 谢红丽 余嫒嫒 侯芳   

嘉兴学院 TNT大爆炸 谢云 陈鑫 马俊 王一帆 王欣欣 曹卫星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循环洗刷刷 张超峰 于雯菲 陆鹏飞   韩瑞瑞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藻”上“菌”好 王佳力 邹鑫 陈一帆 费永翔 王康 孙诗清  

丽水学院 两栖小青龙 胡华丽 石瑶 陈静怡 冯磊  丁国骅  

丽水学院 我们做什么都队 胡思斯 张琳漪 吴开彬 杨道凯  侯景 柳海燕 

丽水学院 变废为宝 杨嘉伟 周欣如 叶梦婷 彭杉杉    

丽水学院 丽水学院园艺 17级 2号 刘加浩 夏林美 吴恝怡 蒋丹燕  张四海  

宁波财经学院 三勺工作室 朱涛 温梦豪 陈奕如 周祥龙 代琴 赵毅斌  

宁波财经学院 环甬绿行 严顺健 陈钢耀 李青松 陈帅俊  张育斌 张倩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诸实顺利 陈艳 何家伟 秦丽 王志龙  李文  

宁波工程学院 风泽队 朱昌瑞 邱娴 蔡心怡 朱子旭 朱栋明 吴泓均  

衢州学院 rising star 张雨晴 崔勇勇 孟晨 毛子逸 张宇 赵芝清  

衢州学院 凯旋小队 潘雨奇 金兰婷 胡传权 李悦 陈煜凯 赵芝清  

衢州学院 苯宝宝是个醚 林熙 郑美林 张婷婷 刘敏华 林佳妮   

衢州学院 加成反应队 彭佳诚 施明会 卢家展 李新宇 刘浥飏 麻彬妮  

衢州学院 半熟芝士 朱纪全 吴宇奇 杜金   金懿 苏国栋 

绍兴文理学院 Up-to-Up 黄佳敏 张鑫男 叶一姿 付政 方琳姗 朱余玲  

绍兴文理学院 Pathfinder 胡忻 王玥 郑驯梅 黄严 刘冰 王海  

绍兴文理学院 Dream high 徐若琳 肖扬 刘辉 李王颖 胡忻 王海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四有青年爱劳动 陆春晓 沈雅 叶如燕 余婧瑶 钟轶凡 许骅  

台州学院 小太阳 高辰熙 吴梦羽 金琼施   蒋胜韬  

台州学院 绿水守护小分队 黄荣才 张世军 吴通 刘学文 朱钰琴 刘文莉 谭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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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学院 蚊子研究所 李淑婷 石赛帅 林丽燕 杨凯南 洪铭轩 齐鑫 魏冬梅 

台州学院 反硝化小组 梁秀燕 黄晓萍 张建林 陈碧秀 黄亚楠 钟永军 边才苗 

台州学院 植物多样性抵抗入侵 周敏健 符露鑫 彭林巧 金鸿涛  王江  

台州学院 木槿花欧皇 褚玮雯 朱夏菁 黄金 冯明娟 罗绍峰 王晓燕  

台州学院 U 创 邱婷婷 胡嘉雯 陈诗婷 陈晓榕 张丽 王秀娟 吴玉波 

温州大学 求学问是 张翔宇 王淑珍 龙祥 张海忠  刘仁兰  

温州大学 探本塑源 胡文锦 吴双 朱亦墨 吕小莉 周诗琦 周江敏 陈华林 

温州大学 W.F.S 陈晓露 王敏旭 王雅晶 罗雨晴 李琳秋 周化斌 杨海龙 

温州大学 节节高生 杨家奇 王筱咏 朱佑铠 洪丹妮 倪衡丽 崔灵周  

温州大学 Fu 王雪辉 金家辉 郭商羽 邵倩莲  崔灵周  

温州医科大学 温医小分队 陈玲燕 张冉 李舒 胡婷婷 张永杰 高明  

浙江财经学院 三春景长 夏锦文 黄琰敏 吕思煜   彭毅  

浙江大学 始于情怀 应思盈 陈敏捷 王逸航 郑浩阳  郑平  

浙江海洋大学 恒向队 戚柳倩 周沛尧 房刈秋 宋钊  陈庆国  

浙江海洋大学 海大小小微藻组 李佳莘 刘丽娟 李德浩 郭佳莹  陈庆国  

浙江海洋大学 sailing 肖美群 杨季航 刘镜   高峰 杨红丽 

浙江海洋大学 碧海蓝天 杨寒冰 高亚儒 巩礼泽   曹露  

浙江农林大学 菌师联盟 林楚宇 方明克 陈垂谦 蓝凯敏  宋新章  

浙江农林大学 Ostrya Dynasty 战捷佳 吴伟峰 叶子豪 卢络天 郑云游 傅伟军 吴家森 

浙江农林大学 土壤重金属源解析 廖诗彦 钱如奕 杨瑗羽 赵敏君  柳丹  

浙江农林大学 竹石青山队 王宇婕 杨丽平 应锦岳 谭文娴 刘鉴醇 董达  

浙江农林大学 写不动论文 唐张轩 张弛 金楚婧 俞家聪 蓝文键 何圣嘉 李建武 

浙江农林大学 根正苗红小组 杜佳奇 王曼丽 童佳丽   俞飞  

浙江农林大学 智美科技 谢凯伦 莫佳莉 赖奕乔 陆晓莹 张伟淇 任俊俊 徐爱俊 

浙江农林大学 RISE 彭健健 吴伟峰 齐云 杨奇东 赵青青 吴家森  

浙江农林大学 美少女壮士队 庞旭静 朱奕锟 马纯馨 陈晓珍  陈永刚  

浙江农林大学 凡人皆得侍奉队 马存云 袁影 樊博洋   王懿祥  

浙江农林大学 浙农林五状元团队 徐航 朱千鹤 沈佳伟 劳钦贤 王吉 郑华宝  

浙江师范大学 百变红菌 祝佳丽 冯敏 吴钰琦 丁曼青 苏来婧 蒋冬花  

浙江师范大学 蓝莓氮营养研究小组 汪鑫雯 王伟贤 胡盈盈 钱艳丹 姜若宏 郭卫东  

浙江师范大学 电池爱吃鱼 李诺 刘丽 韩梦茹 刘家祺  孙洪杰  

浙江师范大学 微塑料吸附 濮楚扬 孙芸 汤恩婷 王羚  尉小旋  

浙江师范大学 斑马鱼小分队 刘家祺 刘丽 朱琬怡 韩梦茹 李诺 洪华嫦  

浙江师范大学 牧菌小分队 徐良辉 王林佳 张益康 吴涛  郑善坚  

浙江师范大学 想和你门当户队 李曼怡 罗宁 毛芯怡 童丽娟  李杰义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夏至小分队 丁朝庆 周书含 郑依琦 郑文越  王芳  

浙江树人大学 绿色小精灵 华姝雯 吕加庭 鲍英杰 杨晨璐  饶桂维  

浙江树人大学 对对队 夏菁菁 顾晴杰 董雪 任李 章雨歆 叶明立  

浙江树人大学 超异能团 袁静娜 陈楠芳 郑川 何乾峰  毛玉琴  

浙江树人大学 脱碳工作室 毛益萍 张鼎盛 杨仲余 王晟康  潘华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 水精灵 刘志雄 蒋苏琳 姚婷月 李彦青 王叶盛 耿楠  

浙江外国语学院 环境共赢小队 朱雨欣 张吉利 余琦莹 许刘悦  冯启 朱妙琴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探菌寻秘 俞钟淇 饶璐琳 黄卓桉 马莉莉 杨甜 王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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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大学 新型材料与人工湿地 彭德钦 林游敏 刘珍 张玮璨  魏芳  

中国计量大学 便携式原位水质检测仪 徐子洋 季皓宇 姚润桦 张新婷 陈亚苗 陆萍蓝  

注：以上进入决赛的队伍名单按学校顺序排列，不体现网评分数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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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裕峰杯”浙江省第二届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报名表 

学校名称  参赛队伍数  

参赛人员具体信息 

联系人/领队 姓名 性别 手机 邮箱 
到达临安的情况 

预计到达的时间 是否安排食宿 

    11月  日  时 □ 是 □ 否 

参赛队伍 1  队名： 

成员姓名 性别 手机 邮箱 预计到达的时间 是否安排食宿 

    11月  日  时 □ 是 □ 否 

    11月  日  时 □ 是 □ 否 

    11月  日  时 □ 是 □ 否 

指导老师 

姓名 
性别 手机 邮箱 预计到达的时间 是否安排食宿 

    11月  日  时 □ 是 □ 否 

参赛队伍 2 队名： 

成员姓名 性别 手机 邮箱 预计到达的时间 是否安排食宿 

    11月  日  时 □ 是 □ 否 

    11月  日  时 □ 是 □ 否 

    11月  日  时 □ 是 □ 否 

指导老师 

姓名 
性别 手机 邮箱 预计到达的时间 是否安排食宿 

    11月  日  时 □ 是 □ 否 

参赛人员预计离会时间：11月  日  时 

注：此表请务必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 17 点前提交竞赛承办方，便于食宿安排。传 真：0571-63740889，邮 箱：sjh@zafu.edu.cn。 

 

 

 

mailto:邮%20箱
mailto:sjh@za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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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海报模板 

注：为 PPT 文件，单独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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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决赛日程安排（初稿） 

日期 时间 内容 参与人员 地点 

11 月 23日 

09:00 — 12:00 报到 领队、选手、指导老师、评委 杭州临安交通皇冠假日酒店 

11:00 — 12:30 午餐 全体 
杭州临安交通皇冠假日酒店

一楼浮玉轩西餐厅 

13:30 — 14:00 开幕式 全体 图书馆报告厅 

14:00 — 18:00 实验类现场答辩、确定比赛结果 参赛队、评委 答辩教室 

17:30 — 18:30 第一批晚餐 全体 
交通皇冠假日酒店一楼浮玉

轩西餐厅 

18:30 — 19:30 第二批晚餐 全体 
交通皇冠假日酒店一楼浮玉

轩西餐厅 

11 月 24日 

6:00 — 7:30 早餐 全体 交通皇冠假日酒店 

08:00 — 10:30 
理念、实物类现场答辩、确定比

赛结果 
参赛队、评委 答辩教室 

11:00 — 11:30 闭幕式 全体 图书馆报告厅 

12:00 — 13:00 
午餐 

离会 
全体 

杭州临安交通皇冠假日酒店

一楼浮玉轩西餐厅 

注：详细日程安排,以现场会议手册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