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FCC 杯”第五届浙江省大学生服装服饰创意设计大赛

入围名单公示

各参赛院校及个人：

“NFCC 杯”第五届浙江省大学生服装服饰创意设计大赛经专家

评审，大赛组委会讨论，确定如下作品入围，现对入围作品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 2021 年 8 月 1 日—8 月 5 日。如有异议，请及时反馈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王敏  18057139636。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2021 年 8 月 1 日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类入围名单

序号 参赛类别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无尽之境 陈竹青 嘉兴南湖学院 陈淑聪

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XM——非晶构塑 庞梦涵 浙江农林大学 杨敏华

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栖居    
周霖、陈芊、詹

之乐、周颖艺
浙江理工大学 娄琳

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时间标本 刘玥 中国美术学院 姜图图、王小丁

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AFTER WORLD 楼煜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虞韵涵、黄格红、

李志梅

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乐享缤城 李祎凡、奚明钰 温州理工学院 曹赛娜、苗颖

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废弃生命 胡芷毓 中国美术学院 王书莹

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水近云深    
魏国涛、薛佳

钰、涂颖
浙江理工大学 王建芳

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不是 AI 黄露莹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徐逸

1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不渝 曾茜 嘉兴学院 刘颖、刘文

1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冬•语 郑丽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胡贞华、卓静

1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鹤意盎然 沈爱爱、张婷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高慧英、陈文

1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在海里 林丹旎、林紫萍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陈丽、张夜莺

1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信芯时代   裘馥华 浙江科技学院 周文杰

1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鎏金岁月
倪炅、周嘉琪、

杨静雯、吴佳霖
浙江科技学院

徐越、刘琳、徐媛

媛

1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何以为家-

Capharnaüm
陆亦婷、林婧雯 宁波大学 屈萍、李一

1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中医治疗“痕迹”    徐佳琰 浙江传媒学院
许家乐、张梦玲、

罗丹

1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蜕变 包妤涵、葛鸽 嘉兴学院 徐慧明

1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盏望

谢晨程、周歆

妤、张悦灵、葛

冉冉

浙江科技学院
孔佳、张娜婷、朱

炜婧

2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火星情报局 黄如意 浙江农林大学 杨敏华

2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谚·织 杨珂 中国美术学院 姜图图、王小丁

2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涅龙槃凤 王金辰 嘉兴学院 姚凌骏



2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异趣 施瑶琪 嘉兴学院（平湖学院）
卢燕琴、虞紫英、

刘建铅

2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漏窗 Lattice 

window
张雅捷 中国美术学院 姜图图、王小丁

2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流浪者    周珈夷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李志梅、虞韵涵、

黄格红

2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蜕变—“网” 陈慧、方希月 宁波大学 幸雪

2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舍裳 盛佳逸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

术学院
孔建慧、严芮

2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病态生长 臧雨欢、吴薛奕 嘉兴学院 李雅靓

2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启承共生 柴嘉宁、周映岑 温州理工学院 曹赛娜、苗颖

3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一瓯茶
吴雪晴、竺俊、

张奕丹
浙江理工大学 王建芳

3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创世纪元 涂画、黄鑫 浙江理工大学 严昉

3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过滤现实    史瑾瑶、吕冰洁 浙江农林大学
赵漫飞、林俊文、

胡燕

3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时光魔法 王欣雨 嘉兴学院 叶洁

3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演化    唐启雯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陈丽

3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新铺首衔环 刘兆琼、林思思 浙江理工大学 陆珂琦

3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筑 卓嘉欢 中国美术学院 姜图图、王小丁

3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窒息”时代 张天俊 湖州师范学院 孙梦婕

3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月光的第九定律 s 施诗茹 嘉兴学院 刘颖、张喜景

3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夏日飞鹤    
王程琪、 张清

媛
温州理工学院 叶洲荣、苗颖

4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艺启战疫    赵超翔、林玉洁 温州理工学院 苗颖、曹赛娜

4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蜕变—海市蜃楼 冯方滢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张夜莺、朱瑜媛

4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时代：

REVOLUTION    
汪雨琪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陈丽、张丹青、史

艳

4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灼灼奋斗史 百

年一线牵    
张凯 浙江科技学院 俞晓群

4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云水间    
石昭月、赵妍、

冯婧妤
浙江理工大学 李建亮、彭潮

4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裂·生 姬慧哲、刘傲雪 浙江理工大学 须秋洁、陶宁



4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撷愿    刘锦翎、林滢 浙江理工大学 章海虹、岑科军

4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红色浪漫－建党

100周年丝绸长卷    

吕智康、林欣、

赵妍
浙江理工大学 岑科军、李晨溪

4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攀登者    
刘伟华、陆瑜

暄、 阮紫媞
浙江农林大学

赵漫飞、林俊文、

杨敏华

4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五四新潮 卢延 浙江农林大学 杨敏华

5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成长规则 邱婷 中国美术学院 王书莹

5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明日世界-末世

启示录    
张展威 中国美术学院 王书莹

5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rule the world 规

则世界
鲁晓芬 嘉兴学院 徐慧明

5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吉韵    张倩书琴、林雅 温州理工学院 余晓冬、曹赛娜

5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重启 朱菲凤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胡贞华、卓静

5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sparkle    
陈聪怡、夏瑞

苹、吴文丽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陈丽、张丹青、史

艳

5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防面 丁洁颖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

术学院
孔建慧

5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REAL LIFE    杜美洁、刘源智 浙江农林大学
林俊文、赵漫飞、

庄立锋

5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途花    刘源智、杜美洁 浙江农林大学
林俊文、赵漫飞、

庄立锋

5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森林里的一天 柯菡 中国美术学院 姜图图、王小丁

6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绿动” 李文俊、饶晓丽 嘉兴南湖学院 胡娟

6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追溯 吴梦露 嘉兴学院 刘颖、刘文

6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梦幻洛可可 杨婉婷、王可 嘉兴学院 李雅靓

6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浴水重生 陈蓝心、杨思意 宁波大学 屈萍、姜兰英

6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更心    林紫萍、林丹旎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陈丽

6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Klein Blue 陈雨丫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

术学院
王忠华

6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第十性    
毛纤纤、刘馨

云、阮紫媞
浙江农林大学

韩恬、林俊文、庄

立锋

6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砾生花 祁烨 中国美术学院 姜图图、王小丁



6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克隆人    李美嘉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虞韵涵、李志梅、

黄格红

6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粹火
高姗、韩城月、

章童颖、徐星儿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桠楠、李凯莉、

曹爱娟

7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当沉睡者醒来 杨晗艺、李杨 嘉兴学院 余美莲

7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以花为名 吕颖、周梳桐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赵姝坦

7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撞墨 吴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冯越芳、朱蕾

7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迁居    张露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张丹青、史艳、陈

丽

7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星河幻想    沈鑫兰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陈丽、张夜莺

7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浪-寂
张艺萱、王童

瑶、闵宇翀
浙江科技学院

傅丽、徐媛媛、刘

琳

7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漠”视    
付佳玺、丁璇、

方瑶吉
浙江农林大学

胡燕、林俊文、赵

漫飞

7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鹤鸣九皋 郭颖 浙江农林大学 杨敏华

7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GALDEN PARTY 闻人亦方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虞韵涵、李志梅、

黄格红

7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童趣    何霜霜 嘉兴学院 余美莲、李满宇

8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变与不变 吴梦迪 嘉兴学院 徐慧明、王花娥

8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印.象 陈秀楠、吴佩婷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李豪英、张青夏

8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斑窥宋韵    葛润琪 浙江理工大学 陆珂琦

8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失去的艺术 郑静兰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

术学院
孔建慧、王昊

8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后疫情时代的蜕变 李菲 中国美术学院 吴海燕

8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多巴胺星球 刘伊萍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桠楠、李凯莉、

卢华山

8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少女拾遗
姚佳婷、庄芷

若、楼静楠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卢华山、朱琪、李

凯莉

8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盔甲战神 石懂洁 宁波大学 刘云华

8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旧”袋子 陈颖佳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赵姝坦

8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中药物语    余丹萍 浙江传媒学院
张梦玲、黄文倩、

许家乐



9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蝶变 邵依清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徐逸

9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commensalism    陈颜 浙江科技学院 俞晓群

9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化蝶·逢生

侯陈程、毛光

威、贝晶莹、钱

晓琳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竺近珠、袁飞、施

展

9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粉梦伴老
蔡思琦、胡靖

祺、雷智翔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凯莉、刘桠楠、

曹爱娟

9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媾·和 胡靖祺、雷智翔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凯莉、曹爱娟、

朱琪

9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陌上花开 李笑语 嘉兴南湖学院 刘鹏林

9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造化钟神秀    洪佳楠 嘉兴学院 余美莲

9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滇中池物 朱佳， 尹婷 嘉兴学院 余美莲

9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Disruptive 

pattern
陈依帆 嘉兴学院 李雅靓

9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鹰击长空
李碧莹、张可

宁、黄璐
嘉兴学院 李燕

10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文刻 俞文倩 嘉兴学院（平湖学院）
刘建铅、卢燕琴、

虞紫英

10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霓裳嘉禾

莫思妍、王雨

瑶、范张玺、李

佳琪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黄亦娴、曹颖、陈

文

10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交错重生 崔浩东、帅宇涛 宁波大学 刘云华

10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无翼而飞 胡时乐、屈星雨 宁波大学 幸雪

10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爱.生命.机械 李雄峰 宁波大学 屈萍、李一

10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鹤从远方来
吕佳宁、王杉、

王晓漫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尤伶俐、戴炤觉、

徐珏

10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玩偶＆糖果    陈依诺 浙江传媒学院
冯妍、张梦玲，孙

洁

10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巅峰 傅娅楠、王莹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胡贞华、卓静

10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迷宫游戏（maze 

game）

刘祺、杨淑琪、

金逸歆、求梦丹
浙江科技学院

刘琳、傅丽、徐媛

媛



10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变异位点 徐淑婷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

术学院
胡蕾、周婷

11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五行循环 夏小云 中国美术学院 王书莹

11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方草格
章童颖、王晶、

赵文倩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曹爱娟、刘桠楠、

朱琪

11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净化 高滑敏 嘉兴南湖学院 刘鹏林

11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Fallen leaves 叶婉怡 嘉兴南湖学院 陈淑聪

11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解密
金茹依、查民

浩、王艺馨
嘉兴学院 刘鹤

11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海底城    
曾文慧 、吴泓

颖
温州理工学院 刘明刚、曹赛娜

11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向阳 沈怡婷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朱蕾

11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溯    
吴鸿雁、夏雨

燕、赵籽怡
浙江理工大学 彭潮、李建亮

11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發 Fā 马音齐、顾佳倩 嘉兴学院 李雅靓

11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缬对 金灿 嘉兴学院 刘颖、刘文

12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邮寄春天 包羽含 嘉兴学院（平湖学院）
刘建铅、虞紫英、

卢燕琴

12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自然.无界 谭娜娜 宁波大学 幸雪

12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Leaf·Life 陈银银 温州大学 黄高路、金晨怡

12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科技潮    吴泓颖、曾文慧 温州理工学院 曹赛娜、苗颖

12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飞天战疫狂想曲    林玉洁、赵超翔 温州理工学院 苗颖、曹赛娜

12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CYCLONE 凌雨彤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胡贞华、卓静

12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游光浮梦    辛伍婕、林紫萍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陈丽

12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缬    潘蕾、邵奕芃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樊燏丹、李晓

12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BLACKBREEY
李嘉鑫、杜存

昕、 李宜灿
浙江科技学院

张娜婷、张洽、孔

佳



12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医䒛 吴薛奕、臧雨欢 嘉兴学院 李雅靓

13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量 温凯婷 嘉兴学院 刘鹤

13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日出 徐子怡、陈紫怡 宁波大学 幸雪

13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Embrace the sea    陈芷姗 浙江传媒学院
张梦玲、许家乐、

罗丹

13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游戏   童遥、何轶凡 浙江科技学院 周文杰

13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虫二    杨楚微、朱溢佳  浙江理工大学 章海虹、岑科军

13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Reshape the 

distance
陈红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

术学院
孔建慧、王昊

13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化蝶 张小曼、汪欣怡 嘉兴南湖学院 陈淑聪

13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光年之外 高欣 嘉兴学院（平湖学院）
刘建铅、卢燕琴、

虞紫英

13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不羁 朱彬欣 嘉兴学院（平湖学院）
卢燕琴、刘建铅、

虞紫英

13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浴火    金慧晓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陆峰

14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穿越计划    陈淑莹、钱思悦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张丹青、史艳、陈

丽

14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势如破竹    王丽姿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樊燏丹、唐串、高

颖

14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赤色百年 陈星炜 浙江科技学院
李兆龙、张慧坤、

黄利萍

14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渡 何滢洁 嘉兴学院 李雅靓

14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do yourself 王薇、卢昱冰 嘉兴学院 李雅靓

14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熊的自述 方昊 嘉兴学院（平湖学院）
卢燕琴、刘建铅、

虞紫英

14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华夏之梦    董艳艳、余雅洁 温州理工学院 曹赛娜、苗颖

14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生命源 钟玲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冯越芳、文英

14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拼图    叶方辰雨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陈丽、张夜莺

14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脸谱弄潮 叶求约 湖州师范学院 吴祎昉

15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鸣天 章明波 嘉兴南湖学院 吴咏蔚

15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银河护卫队 余国爱、陆晓丽 嘉兴南湖学院 胡娟



15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向洋而生 孙梦梦 嘉兴学院 余美莲、王花娥

15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时光邮差 赵紫慧、骆晶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蒙冉菊、陈文

15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重启·RESET
薛捷之、吴越

秀、周思源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段光利

15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光遇 闫彤彤 温州大学 陈莹、 黄高路

15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iceberg    夏昕怡 浙江传媒学院
张梦玲、许家乐、

孙田田

15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新生 王庆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冯越芳  

15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磐蓄生息 许丹婷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郑守阳、胡贞华、

卓静

15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侗迹 魏晴 湖州师范学院 徐强

16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边缘 魏旭、徐佳丽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张青夏、彭颢善、

李豪英

16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NOSTALOGIE DE SHE

忆畲

胡安妮、麦子、

蒋雨萌
宁波大学 刘云华

16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蜕变.岛屿 张森、章简 宁波大学 李婧

16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空蛹出蝶 黄赟 宁波大学 幸雪

16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浮生一绘    何贤婷、王安妮 温州理工学院 苗颖、曹赛娜

16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社交距离    赵力璇 浙江传媒学院
许家乐、张梦玲、

罗丹

16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源 林雪惠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冯越芳、巴桂玲

16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弥留之国    卢艺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张丹青、叶玲珠

16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科技之光 张书源 嘉兴学院（平湖学院）
卢燕琴、虞紫英、

刘建铅

16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更生 唐佳钰、冯思慧 宁波大学 李一、姜兰英

17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航空企划
包晗、杨一凡、

高鑫
绍兴文理学院 王晨露

17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遐思 吴燕妮 温州大学 陈莹、马俊淑

17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茶里茶气 陆可欣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赵姝坦

17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Active Life    潘文倩 浙江传媒学院
罗丹、许家乐、张

梦玲



17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棉花态度    杨丹青 浙江传媒学院
张梦玲、孙田田、

冯妍

17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征途
赵瑞琪、罗倩、

戴诗维、顾露文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董艳、张毅、杨彬

17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重置 余晓莹、邵伊琳 浙江理工大学 陶宁，须秋洁

17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Lunar Explorer    王米琪、涂依蕾 浙江理工大学 方靖  

17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蜕茧成蝶
徐媛媛、徐梦

烨、何欣婷
绍兴文理学院 金姝

17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破镜时代 蒋莉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段光利

18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脱茧 胡斌 温州大学 陈莹、金晨怡

18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陶“生” 朱丰月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洋、缪鸳鸯、周

远媛

18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病毒、混乱与爱 王成、秦欧 宁波大学 屈萍、姜兰英

18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将军 彭璟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段光利

18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匠艺 段泽成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段光利

18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奇狮奇熊的妙想
徐含意、徐雯、 

余雨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戴炤觉、尤伶俐、

徐珏

18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万物生 王晓婷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赵姝坦

18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何为茧？ 戴诗维、顾露文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董艳、余雪满、楼

永平

19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瓷闹 赵妍、朱文慧 浙江理工大学 陆珂琦

19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源•原•缘——新

香云纱    

林悦颜、盛舒

倩、马行天
浙江理工大学

贾凤霞、须秋洁、

张芬芬

18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脉搏跳动 王楠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赵姝坦

18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环保秘境    
郑波、蒋昕瑜、

李孙苑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陈蓓

19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江南春    
张奕丹、李佳

鸿、陈芷彤
浙江理工大学 李建亮、彭潮

19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重启
林奕君、封泽

仪、陆尔葭
浙江理工大学

周伟、陶宁、李晨

溪

19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OPs生活馆 陈容容、李玉 绍兴文理学院 金姝



19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爷爷的口袋    王誉羲、沈明霏 浙江理工大学 黄玉冰

198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空幻之梦 高燕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洪文进、刘慧芬

199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无常 朱梦璐 浙江理工大学 陈平、杨玉平

200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雀鸟 叶芝 温州大学 黄高路、金晨怡

201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2077－青铜幻想    韩雯洁、蒋诗瑶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袁喆

202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樂·meld    黄鑫杰 浙江理工大学 林竟路

203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守望千年

蒋梦竹、潘莱安

迪、沈丽艳、封

佳宇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高慧英、蒙冉菊、

姚怡

204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涅槃    
周璇、陈君、赵

家昕、蒋汉敏
浙江理工大学 戚孟勇

19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Chaos 吴卿予 温州大学 陈莹、黄高路

19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红浪    
李孙苑、蒋昕

瑜、郑波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陈蓓、吴佳醍

205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时岁之迁    
洪晨、魏鹏举、

黄宇洁
浙江理工大学 陈敬玉

206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绽 黄锦淼 浙大城市学院 葛菁

207 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 迟迟春日
潘莱安迪、许

敏、冯钰涵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姚怡、蒙冉菊、金

婷

构成创意设计类入围名单

序号 参赛类别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1 构成创意设计 奇妙创想家
孙文静、庞梦涵、黄如

意
浙江农林大学 杨敏华

2 构成创意设计 启门遇新时
金嘉琪、倪萌、周嘉

琪、付颖
浙江科技学院 孔佳、徐越、张娜婷

3 构成创意设计   海洋蒸汽波  
俞浙雄、刘伟华、韩

信、 毛柳月
浙江农林大学 胡燕、孙磊、庄立锋



4 构成创意设计 就“褶”漾 饶晓丽 嘉兴南湖学院 陈淑聪

5 构成创意设计 Relatedly New 潘婷、郭倩倩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梅笑雪

6 构成创意设计 破茧成蝶
丁飞波、闫岩、陈金

贇、房薇
浙江科技学院 孔佳、傅丽、张娜婷

7 构成创意设计 圜
周歆瑗、庞梦涵、李

樾、雍星宇
浙江农林大学 杨敏华

8 构成创意设计 Awake 郭蕊、李琪 浙江农林大学 杨敏华

9 构成创意设计 似.锦 吴琪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
冯越芳 

10 构成创意设计 藏式美学 李傅嘉祺 浙江农林大学 杨敏华

11 构成创意设计 纸戏 范思雯 绍兴文理学院 曾真

12 构成创意设计 厚薄
金家辉、毛应东、周博

渊、蒋毅楠
浙江科技学院 孔佳、徐越、张娜婷

13 构成创意设计   Acid House  吴慧珊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

院

李志梅、虞韵涵、黄格

红

14 构成创意设计
unknownattractio

n
郦方园 嘉兴学院 余美莲

15 构成创意设计 突破·束缚 徐媛媛、张淑怡 绍兴文理学院 杨剑平、陶晨

16 构成创意设计 滢 屠佳敏、陈佳佳 绍兴文理学院 曾真

17 构成创意设计 深海鲸大蛰 王允月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
冯越芳、巴桂玲

18 构成创意设计 浊·清 许夏冰、谭莉 浙江科技学院 孔佳、张洽、张娜婷

19 构成创意设计 鸑鷟
李斐娜、舒海鱼、林熙

芃、王林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戎珵璐

20 构成创意设计 CLUMPS 陈子怡 嘉兴南湖学院 陈淑聪

21 构成创意设计 极点
申宝珠、戴文娜、车品

樟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彭颢善、罗晓菊、杨隽

颖

22 构成创意设计 穷冬岁之馀
傅殷雯、陆诗婷、陈雨

菲、张任奕
浙江理工大学 王利君、汪清

23 构成创意设计 古蜀回响 夏佳颖、林萍萍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旖旎

24 构成创意设计 锦绣山河
蔡文静、王辰旭、林欣

梦、张文君
浙江农林大学 杨敏华

25 构成创意设计 空山雨后 潘开心、张琳薇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彭颢善、罗晓菊、吴艳



26 构成创意设计 幻胖
徐诗琦、夏子茹、徐也

茗
浙江理工大学 王利君

27 构成创意设计 迭.绿沉
宣丹依、张婷、李芸、

程宁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旖旎、唐燕

28 构成创意设计 "PERFECT BODY" 黄义平 嘉兴学院 胡潋川

29 构成创意设计   涅磐   
俞轩、魏睿、岳芳宇、

张海蒙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章瑾、王忆梅、司舵

30 构成创意设计 稻棉云霭 吴易、吴金璠 浙江理工大学 丁笑君

31 构成创意设计   玉·见  
何倩媛、曹潇丹、潘怡

婷、冯秋雨
浙江理工大学 汪清

32 构成创意设计 蜕 章锦洋 浙江科技学院 李兆龙、方蕾蕾

33 构成创意设计   茧.蝶  李懿琳 浙江传媒学院 许家乐、罗丹、孙洁

34 构成创意设计 “征途”
徐天琪、曾子沁、陈佳

琪、斯秋冬
浙江理工大学 何瑛

35 构成创意设计 阆中阁 刘馨琦、伍晨晨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梅笑雪

36 构成创意设计 合和 南依汝 温州大学 金晨怡、黄高路

37 构成创意设计 玫瑰人生 朱佳琳 宁波大学 刘云华

38 构成创意设计 Gem Flowe 孙祎兰 宁波大学 吴雪平

39 构成创意设计 潺·沄  
田佳浩、赵诗彤、刘嘉

怡、史琳荷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章瑾、司舵、王忆梅

科技创意设计类入围名单

序号 参赛类别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1 科技创意设计 智“泳”双全
贝翁斌、陈沁怡、陈嘉楠、

吴映余
浙江理工大学 王利君

2 科技创意设计
微纳传感 mems老年人智

能热峰衣
廖思琪

义乌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洪文进、刘慧芬

3 科技创意设计 孕妇托腹带 求梦丹 闵宇翀 金逸歆 浙江科技学院 孔佳、张洽、黄元

4 科技创意设计
无极调温智能制冷服→半

导体智能降温服

赵亿、曾璐瑶、

朱黛娜   

嘉兴职业技术

学院

 王琴华、于宗

琴、 申攀登 

5 科技创意设计 野外生态科考功能服装
谢丽苹、乐佳妍、黄义习、

楼昊天
浙江科技学院

胡淑蓉、施祥、吴

茗蔚

6 科技创意设计 潜-功能性猎渔服
闫岩、房薇、林果真、丁飞

波
浙江科技学院 孔佳、张洽、黄元

7 科技创意设计
基于自然图像的服装自动

配色系统

胡钧、毛思源、陈雪莹、杨

婷婷
浙江传媒学院 孙洁



8 科技创意设计
纤霖不染---电动车雨衣

的蜕变
李雨晴、王若雯、林慧仪 浙江理工大学 顾冰菲、朱海峰

9 科技创意设计 芳香扑鼻—新功能型口罩 马玉雪 宁波大学 许才国、李婧

10 科技创意设计
  Heart to heart——智

能心电衣
顾双 浙江科技学院 俞晓群

11 科技创意设计
科技新非遗——主题式功

能文化家居服的先锋者
柯佳龙 浙江理工大学 蒋彦

12 科技创意设计 医用防护服
金逸歆、求梦丹、刘祺、杨

淑琪 
浙江科技学院 孔佳、张洽、黄元

13 科技创意设计
老年人夜间安全性智能家

居用品设计
戚梦佳 浙江科技学院 王露芳

14 科技创意设计

别再让失温“偷袭”我们

的幸福——户外便携充气

防寒服

高信 浙江科技学院 俞晓群

15 科技创意设计
Evadible system—盲人

避障智能服装
代亮亮 浙江科技学院 俞晓群

16 科技创意设计
“氧”护——多功能便携

应急供氧马甲
陶静琪 浙江科技学院 俞晓群

17 科技创意设计
 异常温度感知及快速恢

复体温运动服研发
范逸阳、叶芝、陈银银 温州大学

黄高路、陈莹、金

晨怡

18 科技创意设计 茧
闵宇翀、求梦丹、张艺萱、

林宇晴
浙江科技学院 孔佳、徐越、张洽

19 科技创意设计 节能空调防蚊钓鱼服 刘兰、李欣桐、李雅宣 浙江理工大学 丁笑君

20 科技创意设计
与野——防失温多用越野

装备

李佳、应骐蔚、seleni 

casanova ong、金芳麒
浙江科技学院

胡淑蓉、李兆龙、

刘文俏

21 科技创意设计
基于 5G万物互联技术的

可交互智能服装设计
李沿泓 浙江农林大学

林俊文、庄立锋、

胡燕

22 科技创意设计   智能型儿童成长睡袋 郐琳 浙江科技学院 王露芳

23 科技创意设计 智云协耆
曾颖怡、曾悦、沈曼玟、陈

嘉惠
嘉兴学院 许黛芳、李端

24 科技创意设计
Spider Armor---新型高

空作业防护服
张谦、江琳、黄鑫、斯秋冬 浙江理工大学 夏馨

25 科技创意设计
  Fumigation system—

—智能熏疗服
窦绪池 浙江科技学院 俞晓群

26 科技创意设计 隐形守护者 胡春叶、叶鑫路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叶晓露、林莹懿、

陈力



短视频创作类入围名单

序号 参赛类别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1 短视频创作 礼承     
张烨楠、杜琇婷、任

静仪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高颖、张鑫、吴笑蓉

2 短视频创作  慢→本来慢 林珍娜、金殷吉 嘉兴南湖学院 胡娟

3 短视频创作
百年风尚，亭

亭霓裳     

杜培研、邵嘉琦、李

会定、庄诗琪
浙江理工大学

张晓夏、张天一、元

晓敏

4 短视频创作 春浔•千年之期 黄悦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志丽、王伟

5 短视频创作 重振＂旗＂鼓
张蓝鹤、郑凯戈、魏

平安、胡译尹
浙江理工大学 娄琳、裴星海

6 短视频创作
包包先生铭心

刻骨的成长史     
康超 浙江科技学院 吴春胜

7 短视频创作 辉月     黄焕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黄格红、李志梅、虞

韵涵

8 短视频创作
梦拥红妆，翠

盖花影

陶思思、应洁滢、张

力健、张勤男
浙江科技学院 宋蔚、胡淑蓉、唐伟

9 短视频创作 与子“缬”老
李乙、万事成、俞展

航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胡雅丽、高静、张赛

10 短视频创作 Rivmind     常可 浙江农林大学
赵漫飞、庄立锋、林

俊文

11 短视频创作 回潮     
杨仲程、董天鸿、曹

玥、胡宁阳
浙江理工大学 吴佳瑶 郑伟

12 短视频创作
走进旗袍之衣

领的嬗变     

黄琪惠、黄如意、赵

华、阮紫媞
浙江农林大学

庄立锋、林俊文、胡

燕

13 短视频创作

建党一百周年-

服装中的党史

记忆     

赵仕洁、张敬淳、薛

倩
浙江传媒学院 刘雅菁、王原平

14 短视频创作 蜕变     
沈诗音、李佳祎、胡

畅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胡辉、吴佳醍

15 短视频创作 衣生
初小番、胡伊婷、董

露怡、王若雯
浙江理工大学 夏馨、吴佳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