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十四届湖南省大学生 
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一、ACM程序设计竞赛 

(一)团体奖 

第一名：湘潭大学 

第二名：长沙理工大学 

第三名：湖南大学  

第四名：中南大学 

第五名：湖南师范大学 

第六名：湖南科技大学 

第七名：湖南工业大学 

第八名：湖南文理学院 

 

(二)单项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1 湘潭大学 斯海洋、程坚、郭晨亮  谢勇 一等奖 

2 长沙理工大学 刘健博、刘乐遥、张昊  胡宁静 一等奖 

3 湖南大学 朱伟劲、李佳宁、谢博  吴昊 一等奖 

4 湖南文理学院 黎诗尧、李思洁、谢金辰  屠添翼 一等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5 湖南科技大学 王春、袁泉、王智杰  向德生 一等奖 

6 中南大学 刘峰玮、王越、刘佳妮  余腊生 一等奖 

7 长沙理工大学 李良伟、李行、晏政  胡宁静 一等奖 

8 湖南工业大学 孙烈旭、夏涛、杨爽  彭成 一等奖 

9 湖南师范大学 李隆意、安浩、宋杰  罗迅 一等奖 

10 长沙学院 许斌斌、周任远、段剑辉  黄娟 一等奖 

11 湘潭大学 代卓岑、屈京、扶智宏  谢勇 一等奖 

12 南华大学 黄华意、林渊淋、周志勋  刘杰 一等奖 

13 湘潭大学 陈军、杨舒文、何佩佩  谢勇 一等奖 

14 湘潭大学 王首勋、周博、黄龙  石跃祥 一等奖 

15 长沙理工大学 杨栩、李文钧、董彪  胡宁静 二等奖 

16 中南大学 谢康培、张杰、汤尚知  陈再良 二等奖 

17 衡阳师范学院 陆俊杰、徐辉智、殷明  刘新宇 二等奖 

18 湖南师范大学 杨盼成、杨名、谢禹鑫  瞿绍军 二等奖 

19 湖南科技大学 孙庞博、董亮作、汤越凡  陈燕晖 二等奖 

20 国防科技大学 邱昊中、宋澎玉、夏功榆  尹良泽 二等奖 

21 湖南工业大学 王振帆、涂权蓉、陈思雨  侯俐 二等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22 湖南师范大学 郭子源、王乙超、左卜雷  瞿绍军 二等奖 

2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阳泉、廖启航、白林峰  杨卫民 二等奖 

24 吉首大学 廖嘉琪、曾诚、雷亮  石俊萍 二等奖 

25 
湖南工业大学科技

学院 
卿宇轩、唐宏标、邓帆  刘国亮 二等奖 

26 湖南商学院 李凯文、何根深、熊桐  聂丁 二等奖 

27 湖南农业大学 沈煜恒、王鹏、王舒心  陈义明 二等奖 

28 湖南大学 梁天翔、胡超慧、罗灿辉  蔡宇辉 二等奖 

29 国防科技大学 张国峰、姜枫、高正鑫  尹良泽 二等奖 

30 湖南大学 张旭、程泽群、王文斌  吴昊 二等奖 

31 南华大学 周文志、肖进兵、李家乐  余颖 二等奖 

32 湖南农业大学 刘火炬、肖志刚、付晋宇  戴小鹏 二等奖 

3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郭嘉伟、蔡康利、许晏  邝祝芳 二等奖 

34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李永广、刘志杰、鲁荣明  刘伟 二等奖 

35 湖南大学 和帅、赵阳艳、颜岑  蔡宇辉 二等奖 

36 邵阳学院 费朝晖、陈洪欣、刘涛  陈云 二等奖 

37 吉首大学 何顺平、雷永辉、廖育鹏  廖柏林 二等奖 

38 中南大学 苏志华、周杰辉、罗泰帅  冯启龙 二等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39 湖南中医药大学 肖鹏、黎杨、张灿  刘伟 二等奖 

40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刘超、何振斌、朱思齐  肖敏雷 二等奖 

41 中南大学 钱涛、王文康、吴垠  沈海澜 二等奖 

42 湖南文理学院 孙本茂、符皓程、唐京  李妩可 二等奖 

43 衡阳师范学院 姚盛、邹傲锋、舒满  刘新宇 三等奖 

44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黄伟强、李校容、贾云燕  肖敏雷 三等奖 

45 吉首大学 刘杰、田伟、蒋超  黄伟 三等奖 

46 湖南理工学院 王润虎、戴颖俊、雷小东  李文彬 三等奖 

47 湖南工程学院 张良骥、黄立民、张湘敏  刘长松 三等奖 

48 湖南理工学院 高座栋、李彬、刘昕睿  范波 三等奖 

49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

学院 
刘宸、于毅、颜亨  李文彬 三等奖 

50 湖南师范大学 陆泽军、姜宇轩、王雨倩  罗迅 三等奖 

51 长沙学院 吴轩、周阳、何邵炫  王向军 三等奖 

52 长沙学院 何顺江、赵紫一、周鹏程  魏歌 三等奖 

53 怀化学院 倪浩鹏、彭鹏、张玮鸿  张显 三等奖 

54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

学院 
罗祖健、沈佳洋、曾国庆  周书仁 三等奖 

55 长沙学院 黄清成、徐勇、卓志钊  栾悉道 三等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56 吉首大学 胡炬、李钢、赖琪  黄伟 三等奖 

5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怀城、匡乐、周川  邝祝芳 三等奖 

58 国防科技大学 刘溯源、刘程敬、万金  尹良泽 三等奖 

59 湖南科技大学 黄冠浩、董深泼、李政恒  向德生 三等奖 

60 衡阳师范学院 何效杨、唐欣宁、肖淦匀  刘新宇 三等奖 

61 湖南工业大学 颜俊杰、汤洋、高琼  彭成 三等奖 

62 湖南文理学院 李超、邓权杉、吴明昊  易明 三等奖 

63 湖南工学院 曹赛衍、吴斌、孙姝睿  任长安 三等奖 

64 湖南工业大学 王军、许海薇、吴广荣  侯俐 三等奖 

65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熊昊、向钰雪、胡瑶  岳珂娟 三等奖 

66 衡阳师范学院 张凯旋、宾志鹏、陈迎香  刘新宇 三等奖 

67 南华大学 黄小桐、徐斌倩、文杰  宁丹 三等奖 

68 湖南中医药大学 
谭森林、吴啸东、杨冯天

赐  
刘伟 三等奖 

69 湖南工学院 李紫薇、杨宗霖、黄昕琪  任长安 三等奖 

70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

学院 
周力、黄佳明、梁宇  陈曦 三等奖 

71 怀化学院 周攀、苏郭亮、张家文  张显 三等奖 

72 长沙理工大学 向婷、廖彦翔、王逸峰  胡宁静 三等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73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周新宇、杨嘉兴、彭鑫汝  田祖伟 三等奖 

74 怀化学院 邓阔民、李鹏辉、谭景辉  张显 三等奖 

75 湖南城市学院 谢旭芳、谭磊、李婧怡  廖枝平 三等奖 

76 湖南警察学院 陈勇、曹卓军、黄超众  周建华 三等奖 

77 湘南学院 刘杰、杨新春、胡亮  李尚林 三等奖 

 

 

 



二、应用开发竞赛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1 二战英雄-保卫零陵 湖南科技学院 张礼达、蒋家豪、任栗枝 黄丽韶、扈乐华 一等奖 

2 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运动服 中南大学 陈东宁、舒鑫、胡伟涛 刘丽珏、陈白帆 一等奖 

3 面向共享经济的服务支撑云平台 中南大学 王劭恺、杜天骄、陈锦涛 段桂华、蒋万春 一等奖 

4 中文电子病历实体抽取系统 中南大学 江心舟、陈卉垚、姜晋珅 高琰、刘丽珏 一等奖 

5 
基于压缩感知算法的无人机实时追踪系统

设计 
湖南农业大学 胡雨豪、胡妍、邱文鑫 刘波、周浩宇 一等奖 

6 基于全网检索的大数据旅游口碑分析系统 湖南科技大学 程旅航、陈焱、陈艳红 姜磊 一等奖 

7 
精子全染色体组荧光原位杂交（FISH）图像

智能处理 
中南大学 张鑫、高张阳、乔枫逸 李仪、刘丽珏 一等奖 

8 船新出行 南华大学 刘梓、储樊、刘中华 刘征海、肖建田 一等奖 

9 
基于 ROS+SLAM 的智能送餐机器人的设计与

实现 
湖南城市学院 黄萍、宁志偲、刘金莉 何建新、王涛 一等奖 

10 另类终结者 湖南科技学院 秦虎强、何相达、蒋萃芬 张彬、廖文芳 一等奖 

11 聚企查企业智能族谱分析系统 湖南中医药大学 肖飞宇、付元礼、莫文燕 刘伟、李鹏 一等奖 

12 无忧养鱼 邵阳学院 李优、熊小山、郑佩杰 许建明、赵乘麟 一等奖 

13 基于 VR 技术的家庭消防演习仿真操作系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褚健君、曹佳俊、曾紫玲 龚翱、肖琴琴 二等奖 

14 基于 ROS 的图书管理系统 中南大学 陈靖辉、杜森、李仕浩 陈白帆、刘丽珏 二等奖 

15 基于 OpenCV 的视觉型双轴喷胶系统 湖南城市学院 赵文杰、张艺虹、杨璨芬 阳俊、阳王东 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16 智能语音交互导游系统 湘南学院 祝锦绣、周盈、王苗 张雯雰、谢睿 二等奖 

17 建筑工地扬尘监测 湖南文理学院 黎元、向道豪、李欢 彭进香、丁德红 二等奖 

18 基于 AI 智慧人脸门禁系统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于思源、蔡序兵、包蕾 王静、刘青 二等奖 

19 和谐家园 邵阳学院 李志海、肖琦、邓亚平 赵乘麟、陈云 二等奖 

20 一袋一路+ 湖南城市学院 高锋、谢孟良、华梦青 周建存、何骞 二等奖 

21 智慧党建 APP 湖南商学院 赵可馨、侯彬钰、魏双 何典、罗彬 二等奖 

22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交互式课堂系统 湖南科技大学 董阮灿、江青山、周恩财 唐兵、张黎 二等奖 

23 卓越战机 湘南学院 蔡安平、任建康、巩雪妍 李尚林、李小琳 二等奖 

24 智慧物流信息化服务平台 湖南工学院 郭吉波、申恺琳、李艳兰 任长安、罗庆云 二等奖 

25 长沙党史 长沙理工大学 张书研、兰林涛、王嗣政 汤强、周书仁 二等奖 

26 爱宠 APP 长沙理工大学 田娣、曹丽诗、王强 向凌云、熊兵 二等奖 

27 智慧旅游云平台 衡阳师范学院 谭日升、彭思玉、范璐 焦铬、李浪 二等奖 

28 
基于“MEWS+专科指标”的潜在危重症患者

智能预警系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袁洪亮、姚俊源、王凯 易叶青、肖琴琴 二等奖 

29 基于大数据的移动 APP 用户行为建模系统 吉首大学 全攀、赵名丽、唐文亮 黄伟、曾明星 二等奖 

30 互联网医学影像加密共享云平台 衡阳师范学院 段凯文、戴志伟、黄志伟 焦铬、邓红卫 二等奖 

31 咔咔课堂小助手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罗志伟、付豪、陈博 胡君、戴臻 二等奖 

32 第二代 DNA 比对系统 长沙医学院 向磊、袁敏智、潘浩 孙华、陈实 二等奖 

33 “叮咚”时间管理社交 APP 湖南商学院 张佳俊、陈亚梅、吴杰 赵珏、张胜 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34 森林生态智能采伐优化系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唐鹏、梁浩文、赖汉城 李建军、吴光伟 二等奖 

35 大众寻人 吉首大学 聂嘉华、高旭阳、罗姣 李建锋、何迎生 二等奖 

36 基于大数据的企业发票异常分析系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吴俭、张安、崔雨馨 钟少宏、陈睿 三等奖 

37 一松公益儿牙健康管理平台 湖南商学院 钟力文、李舒豪、符贝 张胜、赵珏 三等奖 

38 基于 Jetson TK1 的智慧课堂考勤系统 长沙学院 邓贻波、王重和、毛易成 张志宏、郭芯源 三等奖 

39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文本信息结构化系统 吉首大学 刘成、刘璐、刘继强 黄伟、钟健 三等奖 

40 tesseract-ocr——网店工商信息提取系统 南华大学 夏昌新、莫浩泓、王成鑫 闫仕宇、成国栋 三等奖 

41 AI-复习助手 南华大学 肖鑫、倪佳琴、李强 徐卓然、楚燕婷 三等奖 

42 光伏电站集群监控云系统 长沙理工大学 蔡嘉敏、汪维钰、刘子琪 向凌云、熊兵 三等奖 

43 
基于百度人脸识别和 ExtJs框架的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系统 
怀化学院 黄显宁、吴仁诚、张家伟 刘毅文、印东 三等奖 

44 
面向专业领域的共享云写作平台——

Thesis Assistant 
湖南科技学院 肖艳文、董宏港、吴朝丽 唐雅媛、罗恩韬 三等奖 

45 极客熊智能知识库管理系统 湖南中医药大学 熊世唯、李远超、王雪娇 刘伟、梁杨 三等奖 

46 大学计算机上机作业系统 湖南理工学院 何佑华、阳琳、阳金林 易学良、刘胜钢 三等奖 

47 车载智能垃圾桶 湘南学院 张威、田树环、刘勇 于芳、刘耀辉 三等奖 

48 基于深度学习的驾驶辅助系统 长沙理工大学 张思敏、任燚梵、顾广森 张建明 三等奖 

49 基于红外定位技术的智能垃圾桶 衡阳师范学院 彭三青、李燕、柯海萍 焦铬、陈坚祯 三等奖 

50 云门禁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袁茂林、李亚西 龚翱、易叶青 三等奖 

51 唤醒者 湖南理工学院 夏斌斌、黄晨、眭鑫宇 刘新忠、周小强 三等奖 

52 智能窗 湖南理工学院 王武杰、曾言智、刘弘玺 陶跃进、聂础辉 三等奖 

53 智慧家+ 湖南城市学院 欧思蕊、何虎、刘珍妮 黄静、周建存 三等奖 

54 千寻 APP 湖南商学院 汤有文、王宣森、毕文昊 吴联世 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55 我是空闲人 湘南学院 刘蕾、武永华、陈厚伯 颜文燕、陆汝华 三等奖 

56 基于 VR，AR 技术和语音操作的收纳专家 湘南学院 杨伟晨、陶伟、毛德泉 肖娟、王嵩 三等奖 

57 智能无人小车配送系统 长沙学院 何冲、邹志浩、段晓平 潘怡、何文德 三等奖 

58 基于大数据掌上识花智能趣味软件 长沙学院 黄明哲、宋志坤、徐子倩 孟志刚、郭芯源 三等奖 

59 “糖宝”APP ——智能糖尿病辅助应用 南华大学 陈果、王成、孙宸 欧阳纯萍、刘永彬 三等奖 

60 保修管家 邵阳学院 周文、谭煜、欧阳振球 陈云、黄国华 三等奖 

61 Here 湖南工业大学 周昭仰、范瑞、周玉林 侯俐、刘强 三等奖 

62 
基于微信小程序技术的高效办公应用--效

率森林 
怀化学院 周进起、李杰、周晓辉 高艳霞、唐鹏举 三等奖 

63 
基于 Unity 3D 的 RPG 游戏：拯救失落的亚

斯大陆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雷奕轩、周庆华、马天杰 雷珏、邓卉 三等奖 

64 基于 VR 技术开发的游戏软件《节奏方块》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陈凯、黄海龙、向鑫 黄琪睿、曾鹏 三等奖 

65 寻宝历险记 湖南科技学院 周佳良、吕孔融、罗明 杨杰、罗恩韬 三等奖 

66 3D 剑术大师 怀化学院 石宇飞、黄浩钰、万伟亮 印东、刘毅文 三等奖  



三、机器人高尔夫竞赛 

序号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  

等级 

1 邵阳学院 刘思利、李平卫、聂捷 陈云、谢兵 一等奖 

2 邵阳学院 苏检波、杨瑛、徐雪丽 陈云、彭亮清 一等奖 

3 湖南城市学院 向靖偲、彭添顺、徐程涛 陈浩、周建存 一等奖 

4 长沙学院 蹇龙远、张宇昆、廖云锋 潘怡、何文德 一等奖 

5 长沙学院 李德林、罗泽、昌俊 何文德、杨凤年 二等奖 

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婷玉、闫林男、赵月星 于文涛、周国雄 二等奖 

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熊智昆、肖平国、吴炜 周国雄、于文涛 二等奖 

8 长沙理工大学 何凯、孙吕、邱鸿波 周书仁、郑斌 二等奖 

9 湘潭大学 罗群、许诺、李书凝 李旭军、张高峰 二等奖 

10 长沙学院 孟令晖、曹湘、龙君 杨凤年、何文德 二等奖 

11 邵阳学院 林先峭、周磊、袁周 陈云、傅篱 二等奖 

12 邵阳学院 匡鹏晖、童雪颖、熊杰 陈云、陈智 三等奖 

13 湖南农业大学 李奇、赵岳峰、吕帅 何轶、刘桂波 三等奖 

14 湘潭大学 廖盎、邹志明、刘发明 李旭军、张高峰 三等奖 

15 湖南农业大学 曹晓林、唐子浩、陈霞 刘波、周浩宇 三等奖 

16 长沙学院 许兵、秦崇文、储梦秋 张志宏、杨凤年 三等奖 

17 南华大学 彭若瑶、刘曼琪、肖湘 刘杰、毛宇 三等奖 

18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邹晓东、于佳鹭、代丽 彭东海、彭遨员 三等奖 

19 衡阳师范学院 褚光耀、蔡圣友、邵朝晖 陈中、雷天齐 三等奖 

20 怀化学院 周黎敏、邹宇、韩港 邓绍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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