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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象吗？未来治疗肿瘤就
像感冒了打针吃药一样容易。

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中，重庆大学的《微
纳刀肿瘤治疗系统》项目获得高
教主赛道金奖。

据悉，该项目能够在不损伤
正常组织下，进行可靠消融肿瘤，
激发身体的主动免疫响应起来，
并结合云端大数据和AI算法综
合实现个体化精准治疗，目前已
拥有1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

“微纳刀”团队打破技术壁垒

医疗行业是多学科交叉整合
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运用复杂
先进而又尖端的科学技术，包括
理、工、医等学科互相渗透的高科
技产品，技术壁垒很高。

为打破技术壁垒，重庆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这个国家A类一流
学科瞄准医疗，在国际上最早提
出高压超短脉冲电场治疗肿瘤的
方法，率先开展治疗设备、治疗方
法基础研究，突破多项核心技术，
并成立微纳刀肿瘤治疗系统研发
团队。

团队指导老师董守龙说：“用
微纳刀肿瘤治疗系统消除肿瘤需
要的时间很短，而且是微创不会
留下大面积伤痕，更重要的是在
治疗的同时还可以增强患者的免
疫功能，不久的将来治疗肿瘤就
像感冒了打针吃药一样简单。”

相对于传统的肿瘤消融技

术，微纳刀肿瘤治疗系统能更有
效杀伤肿瘤抵抗细胞。可以说，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打破国际垄
断的“微纳刀”团队提供了一个快
捷、可控、可视、非热、选择性的肿
瘤治疗新方法。

在国际范围内，该项目研究
成果已在多次国际电气、生物、医
疗等多个顶尖会议中展示并得到
认可，与美国三大综合癌症中心
之一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
心、澳洲排名第一的圣·乔治医院
肿瘤中心达成合作意向。同时在
国内，项目科研成果获得2018年
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奖，收到多家
顶尖三甲医院的临床预实验邀请
和后期合作意向和多家知名企业
的投资意向。

抢滩国内外肿瘤治疗市场

能获得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并不容易，
除了要有含金量高的成果外，还
需要经过路演让评委“买账”。

对于评委而言，创新创业精
神也是评价项目的重要指标。因
此“微纳刀”团队不仅在比赛中分
析了市场背景和解决方案，还通
俗易懂地介绍了产品的成长过程
和治疗原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
还把产品优势言简意赅地表达清
楚，包括未来的销售模式和发展
规划也让人一目了然。

“抢滩”国内外肿瘤治疗市场
并不是天方夜谭。“微纳刀”团队

有一套创业发展规划，针对不同
发展时期有精准定位，同时在营
销中还有很多创新策略。

例如在售后维修方面，“微纳
刀”团队就提出要在注重服务品
质的同时，提升技术人员在物理
理论、现代光学、微电子、机械、计
算机及外语等方面的学识水平，
要求他们掌握新器械原理及新技
术要领，以更好承担保养维修工
作。

“微纳刀”团队的创新创业素
养和能力，也直接反映出重庆大
学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中的
成效。

近年来，重庆大学不断强化
“1+2+N”竞赛体系，配套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业实
践项目及国家级大学生创业训练
项目等，形成了“竞赛牵引、实训
培育、项目孵化”的以赛促创模
式。同时该校还建成“国家级众
创空间”“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
创业基地”“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重庆市青创空间”“重庆市青
创工作室”等，获评“全国首批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2019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
验高校”等。

目前学校所孵化的“云威科
技”营收上亿元，培育的“伏特猫”
估值上亿元且获评全国大学生

“小平科技创新团队”，培育的“悦
家云”半年营收超过3000万元。

主赛道金奖
重庆大学《微纳刀肿瘤治疗系统》项目

大赛很火很激烈
457万名学生一起“飙创意”

自2015年以来，“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已成功举办
4届，累计有490万名大学生、119
万个团队参赛，覆盖51个国家和
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覆盖面最大、
影响最广、成果最多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盛会。

今年的“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较往年更火。共有来
自全球124个国家和地区、4093
所学校的457万名大学生、109万
个团队报名参加，参赛项目和学生

数接近前4届大赛的总和。其中，
国际赛道有来自120个国家和地
区、1153所院校的6000多名大学
生参赛。

就是如此激烈的“百国千校”
竞争中，我市最终摘得2金7银19
铜，创下参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
绩。特别是重庆大学成为“双冠
王”，不仅取得主赛道金奖，还获得
国际赛道金奖，获得金奖数量并列
西南地区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大学还首
次以主赛道团体总分第10名荣获
主赛道高校集体奖，以“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赛道团体总分第14名

荣获“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高
校集体奖，是全国仅有的11所同
时获得所有2项集体奖的高校之
一。

在国赛前的市赛中，我市吸引
60所高校、39所中职的近1.3万个
团队共计约5.9万人次报名参赛，
相比去年项目数量增长24.3%，人
数增长21.9%。

设580门双创课程
培养大批双创“生力军”

创新创业人数和项目呈“井喷
现象”正是我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的成果。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创新创业，先后出台《重庆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通知》《重庆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实
施意见》《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加大“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支持力度的通知》等文
件，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培养了一大批创新创业“生力军”。

目前，我市高校开设创新创业
教育类课程580门，编写出版创新
创业教育教材45部，建设创新创

业学院10个，大学科技园、大学生
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等实践平台
86个，举办创新创业教育实验班
130个，成立创新创业协会、创业
俱乐部67个。通过这些载体，创
新创业教育纳入我市高校人才培
养全过程，采取“培育—实践—实
战”模式推进，并与专业教育、思想
政治教育相结合。

为给大学生培植更好的创新
创业环境，我市创新推出“优创优
帮”大学生创业扶持计划，组建由
行业专家、企业家、高校创业导师
组成有3000多人的创业导师团，
对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进行资金

扶持和跟踪帮扶。不仅如此，持续
开展的创业成果展洽会、“优创优
帮”大学生创业扶持计划、送创业
政策及咨询服务进校园、创始人培
训计划、创新创业大讲坛等活动，
也加快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搭建“双创矩阵”外，我市也格
外注重赛事引领、以赛促教。

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家“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数学建模大赛等，
另一方面引领各高校结合各学科
专业特点推行“一专一赛”，逐步构
建起覆盖全体学生的国家级、市
级、校级三级竞赛体系。

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决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

摘2金7银19铜 重庆高校获参赛以来最好成绩

创新创业大赛激励大学生创青春、创未来

全世界每年约排放4200亿吨
污水，其中80%是未经过任何处
理的，这些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不
仅破坏生态，更直接威胁人类健
康。

如何把污水变废为宝？重庆
大 学《Turning waste into-
hydeogen》项目发明出一套具有
副产物移除功能的新型绿色生物
燃气系统，实现以有机废水为原
料，产生清洁能源氢气，助力中国
绿色发展。

既是设备供应商
也是氢气制造销售商

“国际赛道竞争激烈，我们的
制胜点就是拥有两个角色。”项目
负责人赵永正说，第一个角色是除
废制氢设备的供应商，可以为工厂
解决有机废水处理难题；另外一个
角色是氢气制造销售商，也就是说
能在处理废水的同时产生大量氢
气，这些氢气也是很有市场的。

谈起这些，现在还是大三学生
的赵永正显然不是“商业菜鸟”。

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来形容
项目效益。比如一家年排放量
100万吨有机废水的企业，采用传
统的废水处理方案，每年将支出
253万元；如果采用该项目的设备
和工艺，可以产生 337.6 吨的氢
气，最终实现净利润350万元。

《Turning waste into-
hydeogen》现在拥有5项自主知
识产权专利，是国际领先的生物除
废制氢方案提供商。它究竟有哪

些优势？
目前团队研发的除废制氢设

备已更新到第三代，产氢效率高、
纯度高，平均一吨有机废水可以
产生0.32千克的氢气。同时设备
可以实现能量的自给自足，无需
额外供能。此外设备还有一个最
核心的功能，通过电渗析和离子
膜技术及时移除副产物，从而实
现连续产氢。

氢能源被誉为21世纪最具
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除废制氢
可谓前景广阔。赵永正谈起未来
信心十足，希望在未来3年能建立
示范中心并生产首批设备，最终
目标是在全球有机废水处理市场
上占有一席之地。

脑洞有多大
梦想实现的可能就有多大

项目负责人赵永正现在读大
三，念的还是市场营销专业，谁也
没想到他的创业点子会与能源动
力沾上关系。

他说：“创业不只是开奶茶
店、蛋糕店，要把思维打开去寻求
合作。”

2年前，刚刚加入学生创新创
业中心的赵永正认识了能源动力
工程学院的学生杨正洁，当时杨
正洁正在研究新型绿色生物燃气
系统，两人通过交流一拍即合，决
定成立跨学科组合，把这项技术
推向市场。杨正洁找到一些同学
不断完善技术研发，而赵永正也
找到一些同学来完善商业模式。

很快，这个优势互补的创业
团队开始崭露头角。

2年来，这支团队为了梦想的
实现而努力拼搏奋斗，既要兼顾
学业又要打磨项目，同时还要参
加大大小小的比赛和培训，每一
天的生活忙碌却又充实。为了调
查好一组数据，他们几乎走遍了
重庆的工厂。

获得金奖之后团队最大的感
觉就是进入了一个新起点。团队
里有快毕业的队员，因此也在吸
纳新队员加入，他们只希望能把
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做好，尽快
能够落地推进，给产业发展注入
氢动力，创造更多“绿色价值”。

创新创业的梦想需要多元的
舞台来承载。

近年来，重庆大学积极营造
浓厚创新创业氛围，例如协助举
办2018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
峰会、第一届“京津冀—粵港澳”
(国际)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承办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重庆赛区比赛、“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重庆市选拔赛、“创青春”重庆市
大学生创业大赛、iCAN国际创新
创业竞赛西南赛区比赛等。同时
该校也陆续开展了多期创新创业
大讲堂、创新创业训练营等活动，
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并选出杨剑南、周言等“双创之
星”，其中杨剑南以最小年龄还入
选福布斯2018年中国“30位 30
岁以下精英”榜单。
王小寒 刘进 图片由市教委提供

国际赛道金奖
重庆大学《Turning waste into hydeogen》项目

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由重庆市教委组织的重庆代表团喜获2个
金奖、7个银奖、19个铜奖，创下重庆市参加该赛事以来的最好成绩，并实现了重庆市在国赛中金
奖“零的突破”，以及西南地区在国际赛道上金奖“零的突破”。

电气工程在医疗领域擦出创新火花 变废为宝为绿色发展注入氢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