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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表须使用计算机如实准确填写。

二、创业作品名称应准确规范，最多不超过 40 个汉字（含标

点符号）。

三、团队成员名单和指导教师一经上报，超过申报截止日期

（6 月12 日）后不得更改，每个团队由 3－5 学生组成，指导教

师不超过 2 人。

四、表格（表一除外）内所有文字均要求为仿宋、小四号、

标准字距、单倍行距，不得随意调整格式。

五、如需在表格中插入表格、图片和视频等，可将存放表格、图片和

视频的网络地址做成超链接，供网评专家点击查阅。存放表格、图片

和视频的地址原则上应在世界大学城。

六、纸质材料要求用 A3 或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成册，一

式一份，不需特别包装设计。如有相关附件，可另行装订成册一并报送。

七、如有其他不明事宜，请与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

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



一、基本情况表

团
队
基
本
情
况

领衔人 方君希 电子邮箱
1945453
472@qq
.com

专业 电气自动

化
年 级 二年级

学校全称 中南工业学校

邮 编 414000

市州推荐人 苏立根

学校地址 岳阳市岳阳楼区花板桥路樟树巷48号 市州推荐人

电 话
1517307099

团队成员

（含领衔人）

姓 名 性别 专业 年级 任务分工 联系电话

方君希 男
电气自

动化
二年级 总经理 18390100335

彭湃 男
电气自

动化
二年级 销售经理 13627303143

张克佳 男
电气自

动化
二年级 技术经理 15673042955

欧阳倩 女

旅游服

务与管

理

一年级 财务经理 13250212081

杨娟娟 女

旅游服

务与管

理

一年级 人事经理 13908407351

作品所属领域

（划√） 产品（ √） 服务（ ）

指
导
教
师

姓 名 职务或职称 电子邮箱 电话或手机

张弛 一体化教师 助讲
258365442@

qq.com 13975017939

陈雄 一体化教师 高级技师
1290678738
@qq.com

13762065581

资

格

确

认

1、本申报评审书申报者均为在校学生。

2、本申报评审书是学生独立（合作）完成或在老师指导下完成。

3、本申报评审书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可信。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1、创业点子的基本内容介绍，包括独特性、新颖性、创新性等；

2、创业点子的产生过程介绍，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1 创业点子的基本内容介绍

会节约用水的洗衣机，顾名思义，是可以根据洗衣机里的衣服的多少，自动检测并给

予相应的水量，并且可以调节衣服过水次数的一款以节约用水为目的的洗衣机。目前市

场上的洗衣机功能繁多，有可以烘干的，有可以用手机操作的，有声控的等多功能智能

洗衣机，但是都没有从节约用水的角度去设计。我团队设计的这种洗衣机，以节约用水，

保护资源为目的，是一种新颖的产品，填补了市场的空白，市场前景十分广大。

1.1.1 团队业务：

会节约用水的洗衣机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产品技术原理：

本产品是利用液位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电动机、PLC等装置，实现洗衣机内桶对衣

物数量的检测，从而给予相应的水量，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当把衣服放入洗衣机时，洗衣机内桶上的压力传感器和光电传感器会感应到衣服

数量的多少，例如衣服的数量占洗衣机内桶容积的五分之一，这时，利用液位传感器和

PLC等装置，本产品会自动给予洗衣机内桶容积五分之一的水。如果衣服数量是占洗衣机

内桶容积的十分之七，则自动给予十分之七的水。从而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当把衣服放入传统洗衣机后，传统洗衣机默认过水次数是两次，然而根据衣服的

干净程度，有许多时候不需要过水两次，或者需要过水三次，实现洗衣机过水自己控制，

从而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团队文化：

诚信第一，服务至上。

1.2 独特性

我团队的产品，设计思路是以节约用水的角度出发，实现自动控水，自主控水。不仅

可以自动检测，还可以在触摸屏上调节所需要的过水次数及用水量。这个功能从保护环境

保护资源的角度出发，完全填补了市场的空白。

我团队的成员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已经学过了《检测与传感技术》、《PLC控

制技术》、《电力拖动控制线路》，对于洗衣机的工作原理完全了解，并且在学校的技能

节比赛中，制作了作品“液位控制系统”，对于传感器和PLC、电力拖动控制线路的运用

已经有了一定的造诣。

学生技能节作品：液位控制系统

二、创业点子概述



1.3 新颖性

我团队成员，学以致用，从节约用水的角度出发，给传统洗衣机增加了自动控制出水

的功能和自己手动控制过水次数的功能。从设计到画图，到最后的制作，都是学生自主完

成。

会节约用水的洗衣机侧面图

会节约用水的洗衣机触摸屏上界面图



功能

1.通过衣服件数倒入相应的水和洗衣液,达到节约用水的作用。

2.看衣服污垢的程度,自行选择次数,每次30min,20s正转,20s反转循环。

3.洗完后,驱动排水系统并自动加10min将衣服甩干.50s正转,50s反转。

1.4 创新性

我团队的产品从节约用水的角度出发，学生利用自己已学知识和技能，实现了自主制

造和自主创新，给传统洗衣机增加了自动检测用水量和过水次数的功能。未来，随着专业

学习的深入，还要在手机上能实现监控和控制，通过手机，就可以实现在任何地方对洗衣

机的用水量进行监测和控制。最大程度地做到节约用水。
2、创业点子的产生过程介绍，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小的时候，家长总是教育我们要节约用水。把洗衣机用剩下的，排出来的水去拖地，

冲厕所，还有去浇水。那时就有一种想法，为什么洗衣机出来的水总是那么多呢？明明没

有多少衣服，却要加满满一桶的水，而且是加两次，不是很浪费么？然后在二年级二学期

的时候学习了PLC和液位传感器，技能节的作品就是做的跟洗衣机放水有关的液位控制系

统，于是就有了把液位控制系统装到洗衣机里去，达到节约用水目的的想法。为此，我团

队经过多次试验和改进，最终将作品的模型做了出来，并且与相关商家合作，对照我团队

制作的模型，将真正会节约用水的洗衣机制作了出来。

会节约用水的洗衣机的制作原理，大部分是已学过的知识，是对知识点和技能点的综

合运用，越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对他们的专业学习越有帮助，加上学校的资源优势，可以

在学校内部成立公司，不仅可以帮助同学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参与

创新创业的过程中来，于是就有了成立公司自己创业的想法。



1、对创业点子是否做过可靠的市场调查？请阐述市场调查的内容与结果；

2、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预测该创业点子的可行性及潜在的消费者市场；

3、分析做这个创业点子的优劣势。

1.1 创业点子的市场调查

1.1.1调查对象：一、学生家长及学校的老师

二、洗衣机厂家

三、销售市场

1.1.2调查方式：采取了实体走访谈话加市场问卷调查两种调查方式

1.2调查内容：

团队成员问学生家长：您家里的洗衣机用水量大不大？用剩下的水一般作什么用途？

学生家长：家里的洗衣机用水量大，全家人用水多的时候一个月一百块钱左右。用剩下的

水一般是拖地。

团队成员问洗衣机厂家：您觉得目前的洗衣机只有三种水量控制模式，是否做到了最大程

度地节约用水？

洗衣机厂家：目前的洗衣机只有三种水量控制模式，即低、中、高。确实没有做到最大程

度地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控制不够准确，经常判断错误，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水，但是

也没办法，不能进行控制。

团队成员问销售市场：如果现在有一款洗衣机可以节约用水，您觉得好卖么，会不会卖的

很好？

销售市场：目前的洗衣机确实比较浪费水，如果有一款能够主打节约用水的洗衣机，我们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可以卖，可以卖的很好，消费者越来越关注是否是环保产品，是否是

新能源产品，如果能节约用水的话，消费者会很快就接受。

市场问卷调查表

1、您家里的洗衣机的用水量您满不满意？

A 满意 B 不满意

2、您家里的洗衣机的用水量您能不能控制？

A 能 B 不能

3、如果有一款洗衣机可以节约用水，您愿不愿意试试看？

A 愿意 B 不愿意

4、您希望您家里的洗衣机用水量能不能更科学一点？

A 希望 B 不希望

5、试用完该产品后您愿不愿意购买？

A 愿意 B 不愿意

6、试用完该产品后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三、市场调查与预测



1.3 调查结果：

从调查结果可知，不管是从洗衣机的生产方、销售方还是使用方，都认为目前市场上

的洗衣机虽说功能多，也很智能化，但是并没有解决洗衣机节约用水的问题。有一些小厂

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也不会添加很多功能，这样，市面上的洗衣机基本上没有从节约用

水的角度去设计，所以这块市场是空白的。我团队的产品正好填补了这块空白的市场，可

以预测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2、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预测该创业点子的可行性及潜在的消费者市场；

2.1.项目背景

根据市场调查我们发现了目前市场上这类产品紧缺，可以说市场需求量是很大的；而

它的市场价格也决定了创业点子要实施所需的成本并不高，启动资金大约为100万元左右；

包括市场上对产品质量以及售后服务的要求，我们的产品质量过硬售后服务周到，能够满

足这些要求。

目前，洗衣机行业同样的设计理念的产品尚未出现，所以我团队成员首要的任务就是

不断完善产品的设计及制作，提高制作的工艺和效率，摸索可规模生产的方法。结合学校

的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降低成本，迅速抢占市场。综上所述，我团队成员一致认为

该创业点子的可行性很高。

2.2 潜在的消费者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3亿多家庭，而且还有许多单身独居的人士，基本上都会用到

洗衣机去洗衣服。那么多的洗衣机，而且洗衣机的用水量十分巨大，对水资源的压力也十

分巨大。如果将现有的洗衣机全部替换为会节约用水的洗衣机的话，将能节省非常多的水，

这对国家而言也是做了巨大的贡献。从市场调查来看，许多家庭非常在意每个月的用水量

的问题，我们帮他们解决了生活用水的浪费问题，节省了开支，而且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洗

衣机的生产成本，使消费者实实在在受益，潜在的消费者市场十分庞大。

3、分析做这个创业点子的优劣势。

3.1 优势

3.1.1 技术优势：

3.1.1.1、利用压力传感器、液位传感器、PLC控制器、电动机、触摸屏等装置，实现自动

检测并放水的技术难题，不是一般的厂商可以随意模仿的，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3.1.1.2、节约传统洗衣机用水，通过计算，大概节约了百分之五十的用水量，省钱、省

时、省力。

3.1.1.3、我团队依托中南工业学校电气自动化专业，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模具制造专业、

焊接专业、具有很强的设计、制作、设备维护等技术优势。

3.1.2 生产优势

我团队依托学校教师资源在产品技术研发具有很大优势，并且利用我校现有的教学资

源（先进的数控加工中心、焊接加工车间、电气设备组装调试实训室等）能在校内完成该

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及检测任务，可直接对外销售。



数控加工中心 焊接技术中心

3.1.3 营销方式优势

3.1.3.1、利用我校的校企平台可直接向国内许多企业推销我团队产品。

3.1.3.2 向学生家长推荐学生制作的产品，立足学生家长，依托学校，可快速打开销售

渠道。

3.1.3.3、与洗衣机生产厂家和大型洗衣机销售商合作，让其代为销售给与销售费用，或

着授权让厂家进行生产，销售商免费给客户试用，以吸引客户购买会节约用水的洗衣机，

我们只在其购买量中抽取一定的费用。

3.1.3.4、一年内免费为设备保修，因设备本身质量问题在半年内免费包换。在接到设备

问题报告24小时之内必须给客户给予解答或解决方案。

3.1.4人力资源优势

我团队依托学校专业平台，具有一支专业技术精湛，业务能力强的团队，能为有需

要的消费者提供专业的安装、维修、销售业务，目前具有该专业业务能力的团队很少。

3.2劣势：

由于我们团队刚成立，团队最主要缺少就是经验，这点我们开始会多向我们老师和有

经验的人士请教。在创业开始时我们将会把我们的产品申请技术专避免别人仿造我们产品

生产销售规避市场风险。



1、创业点子未来的整体实施方案；

2、重点介绍营销计划；

3、经营目标。

1、创业点子未来的整体实施方案

本项目成功解决了目前市场上传统洗衣机的缺陷，大大提高了洗衣机节约用水的效

率，一旦定型成为产品后，势必将成为洗衣机市场上的一匹黑马，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同时，也为全国职业教学提供了教学与创新的经典案例，提高了教学质量，必将会得到广

大大、中专及职业院校的广泛欢迎。

本团队于2015年11月经岳阳市工商局批准成立了湖南青创工程有限公司，本公司是一

家主要从事机电工程安装、电力设备工程施工、焊接工程施工、室内装饰装潢施工；普通

机械设备制造、销售及维护的公司。本公司注册资本贰佰万元。公司住所在湖南省岳阳市

岳阳楼区花板桥路樟树巷48号中南工业学校（院内）

生产技术：本公司依托学校教师资源在产品技术研发具有很大优势，并且利用我校现有的

教学资源（先进的数控加工中心、焊接加工车间、电气设备组装调试实训室等）能在校内

完成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及检测任务，可直接对外销售。

职工人数：本公司现有公司负责，营销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共计27人。

销售收入：12万

纳税金额：已完成税务登记即将纳税

企业户名：湖南青创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岳阳分行

账号：8111601013200060957

四、实施计划



2、营销计划

2.1市场定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老百姓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

识越来越深刻，我团队产品市场的消费潜力很大，目标集中战略对我们来说是明智的竞争

策略选择。围绕“目标集中”总体竞争战略我们可以采取的具体战术策略包括：市场集中

策略、产品带集中策略、经销商集中策略以及其他为目标集中而配套的策略四个方面。为

此，我们需要将我国市场划分为以下四种：

战略核心型市场---学校的学生家庭，目前我校现有学生5000人，也就有5000个家庭需

要用到洗衣机。

重点发展型市场----岳阳市收入不高的普通家庭，特别节约的广大农村家庭。校企合

作的企业。

培育型市场----- 高端收入的家庭，寄宿学校，大学生。

等待开发型市场----高端智能洗衣机市场。

2.2 市场策略：

遍地开花，提高专业服务能力和团队产品同时突破，大力发展重点区域和重点代理商，

迅速提升我团队的名气促进产品的销量及学校推广的增加使我团队的收益增加。

2.3 价格策略：

坚持高品质，高价格，高利润空间为原则；制订较现实的产品价格表：价格表根据产

品性能的不同分层，通过媒体公开报价。制订较高的返点政策，以控制营销体系。对于老

客户，仍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果老客户介绍了新的客户，团队将按标准来减少老客

户的费用。在专业业务服务方面：开始为开拓市场会我们会根据保证成本（会节约用水的

洗衣机一般报价：）在以盈利2%的低利润进行市场报价，以较低的价格打开传统洗衣机的

市场。

2.4销售渠道：

2.4.1、利用我校校园网络平台及校企合作平台，可直接向国内大型企业网上销售我团队

产品。

2.4.2、与洗衣机生产厂家和洗衣机销售商合作，让其代为销售给与销售费用，或者让厂

家、销售商免费提供给客户，以吸引会节约用水的洗衣机销售量，我们只在其购买量中抽

取一定的费用。

2.4.3、一年内免费为设备保修，因设备本身质量问题在半年内免费包换。在接到设备问

题报告24小时之内必须给客户给予解答或解决方案。

2.4.4、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战略。

2.5 营销目标：

我团队的经营目标是要在两年内让我们产品成为我省数一数二的品牌甚至国内一线

中品牌。因此，我们制定了营销目标：

2.5.1、我团队产品及专业业务服务能力应以长远发展为目的，力求扎根岳阳面向全国。

第一年内以立足产品研发生产，完善产品性能，树立品牌形象，开拓学校市场为主，销售

目标为12万元，团队专业业务服务收入8万，团队总创收20万。

2.5.2、挤身一流的节约用水洗衣机供应商;成为快速成长的成功品牌；并且建立良好的专

业技术的好口碑。

2.5.3、我团队产品带动我团队的专业业务量同时通过团队的专业建设来宣传我团队产品

功能带动产品的销售和发展。



2.5.4、销售近期目标：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营销业绩快速成长，到年底使自身产品成为行

业内知名品牌，取代省内同水平产品的一部分市场。

2.5.5、销售模式致力于发展网络销售、与能力较强电商、微商合作一起销售。

2.5.6、精神、体力都要全力投入工作，使工作有高效率、高收益、高薪资发展



创新点及推选理由（如为市州初赛一等奖，请特别注明）

市州初赛责任人：

年 月 日

五、市州初赛意见

六、专家评审意见

是否进入决赛及其理由：

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人：

年 月 日



省大赛组委会负责人：

年 月 日

七、总决赛现场答辩成绩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得 分

总 分

现场答辩专家组负责人：

八、省大赛组委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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