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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15 届）“强智杯” 

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结果公示 
 

2019 年（第 15 届）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

由湖南师范大学承办。经专家评审，评选出优秀组织奖单位 5

个；程序设计类竞赛共评出团体奖 8 个，单项奖 77 个（其中

一等奖 14 个，二等奖 28 个，三等奖 35 个）；应用开发类竞

赛共 130 支参赛队伍，评出获奖作品 72 件，其中一等奖 13

件，二等奖 26 件，三等奖 33 件；机器人高尔夫竞赛共 42 支

参赛队伍，评出获奖队伍 23 支，其中一等奖 4 支，二等奖 8

支，三等奖 11 支。现将竞赛结果公示如下： 

 
2019 年（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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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  



第二名：湘潭大学 

第三名：长沙理工大学  

第四名：湖南大学 

第五名：国防科技大学 

第六名：湖南师范大学 

第七名：长沙学院 

第八名：湖南工业大学 

 

(二)单项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1 中南大学 罗龙光,刘佳妮,罗泰帅 陈再良 一等奖 

2 国防科技大学 张珂豪,邱纯硕,陈斯隆 尹良泽 一等奖 

3 湘潭大学 屈京,代卓岑,杨舒文 谢勇 一等奖 

4 湘潭大学 雷智凯,袁泽,贺强 谢勇 一等奖 

5 长沙理工大学 李行,李良伟,晏政 邓泽林 一等奖 

6 长沙学院 许斌斌,吴轩,何邵炫 黄娟 一等奖 

7 湖南文理学院 唐京,吴明昊,邓印 屠添翼 一等奖 

8 国防科技大学 邱昊中,宋澎玉,方家琦 尹良泽 一等奖 

9 中南大学 曾志凯,胡开添,李金秋 余腊生 一等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10 湖南大学 戴翠妮,陈杰,王文斌 吴昊 一等奖 

11 湖南大学 张旭,程泽群,鲁继翔 蔡宇辉 一等奖 

12 南华大学 李家乐,周志勋,刘威 刘杰 一等奖 

13 湖南师范大学 左卜雷,贺禧,贺榕宽 瞿绍军 一等奖 

14 湖南中医药大学 鲁荣明,刘志杰,缪传鹏  刘伟 一等奖 

15 长沙理工大学 龙佳,易斯龙,潘成 邓广慧 二等奖 

16 长沙理工大学 黄迪文,彭洋,陈文俊 章登勇 二等奖 

17 湖南师范大学 宋杰,安浩,李隆意 罗迅 二等奖 

18 中南大学 宋海磊,刘峰玮,白一飞 沈海澜 二等奖 

19 中南大学 姜业鑫,黄文豪,连士熙 冯启龙 二等奖 

20 湘潭大学 王首勋,姜思维,刘伟舟 石跃祥 二等奖 

21 湖南工业大学 吴广荣,王军,汤洋 邓晓军 二等奖 

22 吉首大学 廖嘉琪,曾诚,申豪杰 石俊萍 二等奖 

23 湖南科技大学 孙庞博,汤越凡,董亮作 陈燕晖 二等奖 

24 湖南师范大学 彭小书,王鹏飞,李亲 瞿绍军 二等奖 

25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吕翱,袁新勇,张嘉鑫 肖敏雷 二等奖 

26 湖南大学 梁天翔,胡超慧,罗灿辉 贺再红 二等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27 湖南理工学院 彭浜,赵磊,王润虎 李文彬 二等奖 

2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邱建立,李定,桑振轩 邝祝芳 二等奖 

29 湖南科技大学 黄冠浩,徐赛博,吉邵华 陈燕晖 二等奖 

30 长沙理工大学 李越,周倩男,王智峰 李骥 二等奖 

31 湖南工业大学 颜俊杰,高琼,王薇薇 彭成 二等奖 

32 湖南理工学院 蒋曾辉,戴颖俊,唐楚淇 杨勃 二等奖 

33 衡阳师范学院 姚盛,庞海川,舒满 刘新宇 二等奖 

34 长沙学院 何顺江,赵紫一,郑兆丰 王向军 二等奖 

35 湘潭大学 刘文龙,陈智超,谭清 谢勇 二等奖 

36 湖南工学院 李紫薇,杨宗霖,孙姝睿 叶一帆 二等奖 

37 湖南大学 欧阳建鸿,蔡文铠,梁靖坤 蔡宇辉 二等奖 

38 吉首大学 彭昊,雷亮,李东  石俊萍 二等奖 

39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宋子祺,周川,许晏 邝祝芳 二等奖 

40 湖南文理学院 周星志,谭杨盈,吴宇斌 曹玲玲 二等奖 

41 湖南工业大学 卿宇轩,杨惠敏,张菓 侯俐 二等奖 

42 湖南师范大学 杨名,王雨倩,郭子源 罗迅 二等奖 

43 国防科技大学 周政权,赵宗庆,郭春希 尹良泽 三等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44 长沙学院 周鹏程,杨京,吴轩涛 何可可 三等奖 

45 湖南工学院 曹赛衍,吴斌,李智谦 叶一帆 三等奖 

4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任芳,张魁星,杨宗乾 周慧斌 三等奖 

47 邵阳学院 唐君昵,姚才进,吴皓南 陈云 三等奖 

48 湖南农业大学 沈煜恒,王舒心,王鹏 戴小鹏 三等奖 

49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王拓,龚政,田书波 田祖伟 三等奖 

50 衡阳师范学院 肖淦匀,何效扬,唐欣宁 刘新宇 三等奖 

51 湖南理工学院 雷小东,王悦珂,钟志锴 蒋军强 三等奖 

52 湖南工商大学 易铭,龙维信,钟炎容 聂丁 三等奖 

53 吉首大学 李钢,田伟,胡炬 黄伟 三等奖 

54 湖南中医药大学 邹伟红,胡雅晖,杨冯天赐 张蕾 三等奖 

55 国防科技大学 孙启尧,孔玺畅,牟叶琦 尹良泽 三等奖 

56 湖南科技大学 王金龙,张鹏,陈介东 向德生 三等奖 

57 湖南城市学院 邓怡峰,刘寅厚,粟唐焕 廖枝平 三等奖 

58 湖南农业大学 付晋宇,肖志刚,刘火炬 李东晖 三等奖 

59 南华大学 袁豪,杨仕昌,许昕 余颖 三等奖 

60 吉首大学 赖琪,李宇杰,曾灿斌 黄伟 三等奖 



排名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61 邵阳学院 陈煜枫,文志鹏,郑美君 陈云 三等奖 

62 湖南文理学院 吴运博,符皓程,凌祖昌 李剑波 三等奖 

63 湖南科技大学 李政恒,李东明,阳彦君 向德生 三等奖 

6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陆逸航,谷珍缘,张茜 杨帆 三等奖 

65 湖南工业大学 彭毓新,王帆,周天洁 彭利红 三等奖 

66 湖南警察学院 刘岚,尹道乐,梁海栩 赵磊 三等奖 

67 湖南城市学院 陈珂,刘祥程,邓加欣 廖枝平 三等奖 

68 怀化学院 邹星欣,谭景辉,赵品 张显 三等奖 

69 南华大学 赵思霖,黄检宝,谢琪 陈星 三等奖 

70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

学院 
朱斌,陈北航,张起华 周小强 三等奖 

7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刘贤义,蒋武,叶国升 邹竞 三等奖 

72 怀化学院 刘文广,郭鑫翔,李鹏辉 张显 三等奖 

73 衡阳师范学院 邹傲峰,陈子康,蒋修洋 刘新宇 三等奖 

74 湖南文理学院 易凯,孙本茂,谭昕宜 彭易波 三等奖 

75 湖南工程学院 张浩夫,朱鑫嘉,沈正一 曾赛峰 三等奖 

76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

学院 
李金瞳,罗海亮,许鹏程 范波 三等奖 

77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万云霄,李宇佳,袁宇翔 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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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质燃料质量综合分析系统  湖南师范大学  石韧、曾文俊、谢锦清  邓月明、张连明  一等奖 

2 卒中救治及智能搜索  湖南师范大学  姜宇轩、黄红、王明星  张锦、蔡美玲  一等奖 

3 
基于图像融合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全景驾驶

系统  
中南大学  谭兆一、苏苇、葛婧  陈白帆、刘丽珏  一等奖 

4 坐姿检测护眼系统  长沙理工大学  曾宪辉、陈颖、张芷健  向凌云、熊兵  一等奖 

5 超市智能跟随式购物帮手 E-Cart  长沙学院  颜骕沣、邓苏沅、陈百川  潘怡  一等奖 

6 顾全大橘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张潇、陆子恒、潘巧环  潘丽丽、秦姣华  一等奖 

7 驾驶员分心行为检测  南华大学  刘曼琪、彭若瑶、文佩  刘征海、肖建田  一等奖 

8 PVP 网络对战游戏软件设计与开发  湖南文理学院  易小龙、吴婧炜、陈丹禹  何青、李剑波  一等奖 

9 基于微信的智能停车系统  湖南城市学院  肖叶、高燕、朱从秋  周建存、王科  一等奖 

10 
YOYO 校园—基于位置信息的智慧校园导游

系统  
湘潭大学  房海鹏、蒋萌、刘慧琳  刘炜、邹娟  一等奖 

11 雾里看花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曾浩文、唐洪基、张凌  易叶青、龚翱  一等奖 

12 
基于北斗精准定位及大数据可视化的云商

业地推系统  
湖南理工学院  余斌、廖鑫宇、李炎霖  刘胜钢、周艳  一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13 燃气安全监管平台  南华大学  彭巧娟、李嘉豪、周毅  欧阳纯萍、徐卓然  一等奖 

14 森林跑者  湖南科技学院  朱炯、黄杰、郭健城  杨杰、万李  二等奖 

15 
基于 Unity3D 引擎的“Idyllic、hero”角

色扮演游戏  
湖南工业大学  郭俊文、刘志云、严俊铭  袁鑫攀、王玲  二等奖 

16 
基于深度学习的银行卡识别系统及其应用

实现  
湖南信息学院  眭灵建、张竞超、张常武  陈敏、马凌  二等奖 

17 基于区块链的永州特产溯源系统  湖南科技学院  何相达、黄家伟、高晓雷  张彬、欧嵬  二等奖 

18 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短文本分类系统  吉首大学  李微丽、李美婷、徐雪娇  黄伟、颜一鸣  二等奖 

19 高通量多组学序列数据可视化浏览器  湖南师范大学  李学锋、阙继婷、张楚舒  钟坚成  二等奖 

20 面向高校的密集人群无感人脸考勤  湖南文理学院  李殊哲、董鹏、刘超益  丁德红、卿玉光  二等奖 

21 基于 Flask 的爱心雨伞小程序  湖南工学院  裴顺仕、常玉缘、卢宁宁  任长安、罗庆云  二等奖 

22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隐写与分析系统  衡阳师范学院  周晟、刘佳豪、罗宁  焦铬  二等奖 

23 
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诊断学辨证知识咨询

平台  
湖南中医药大学  刘镇国、杨进傲、张林  韦昌法、占艳  二等奖 

24 基于物联网的水质监测预警系统  湖南师范大学  文华、邓天毅、何青霖  张建军、李重文  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25 肖申克的救赎  怀化学院  唐新民、田宏伟、曾彬  刘毅文  二等奖 

26 返贫预警智慧管理系统  湖南工商大学  何峰、何根深、刘惠  梁英、何典  二等奖 

27 
基于数据分析、人脸识别的车内分级预警系

统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庞宇、肖芳、张阳  吴佳英、熊兵  二等奖 

28 基于 lstm 的智能文章生成系统  湖南科技大学  杨杰宇、陈启安、刘志腾  姜磊、张琼冰  二等奖 

29 
iHealth--基于决策树与人脸识别的驾驶员

健康监测系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周洲、吴俭、熊思诗  钟少宏、黄辉  二等奖 

30 智能化学生过程性考核系统  湖南信息学院  陈福星、王静、吴玲玲  马凌、李跃飞  二等奖 

31 危险气体泄露智能探测系统  吉首大学  徐齐国、颜瑞、李翅  廖柏林、石俊萍  二等奖 

32 “LightF 轻食”健康膳食专家  湖南工商大学  袁孟律、伍帅、谈莎  张胜、赵珏  二等奖 

33 面向学习行为大数据分析的云教学系统  湖南文理学院  李俊哲、朱雅嘉、任耀齐  任盛、谭文学  二等奖 

34 E-Meetings 智能会议室管理系统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翠林、吴鸿腾、漆海峰  刘伟、李鹏  二等奖 

35 掌上农资宝  湖南农业大学  邓思铭、李璐、周玲玲  李东晖  二等奖 

36 基于 ThinkPHP3.2 的果蔬分销商城  怀化学院  周晨阳、谢骏、裴之蕈  刘毅文  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37 基于微信的移动智能学习平台  怀化学院  徐颂、颜亮、周攀  张显  二等奖 

38 智游者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张真、孔亚金、何波  谷今杰、屈喜龙  二等奖 

39 依心听课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杨某坤、马皓媛、刘斐  李小智、梁杨  二等奖 

40 笔趣乐小说网  湖南工学院  黄大林、罗世鑫、李鑫  罗庆云、黎昂  三等奖 

41 位面云管平台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王琨、李周鹏  黄蓉、胡君  三等奖 

42 好医生网  湖南农业大学  汤杨颖、张艺、刘瀚钰  聂笑一、肖毅  三等奖 

43 航班大数据交互可视化系统  南华大学  陈雅宏、陈翔勇、黄华意  欧阳纯萍、蒋良卫  三等奖 

44 基层党建学习系统  湖南文理学院  赵世宇、易颖帅、颜振雄  李剑波、谭文学  三等奖 

45 HIEU 算法与程序设计在线评测系统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刘露光、周珍霞  邹竞、彭浩  三等奖 

46 基于 Web应用的蓝光过滤智能护眼答题系统  湖南信息学院  陆福成、柳宗斌、梁志雄  唐启涛、甄春成  三等奖 

47 UI 草图转 HTML 代码 AI 小助手  湖南工业大学  邓志辉、陈晨、李通  万烂军、刘阳  三等奖 

48 
针对慢性病患者的食药冲突和饮食推荐系

统  
湖南师范大学  陈大卫、自永红、柳隽琰  代建华、江沸菠  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49 C·Defend  中南大学  刘卓群、何烜槺、郭宣颖  刘丽珏、高琰  三等奖 

50 基于 ELM 的碎片拼接程序  湘潭大学  李海博、蒋威威、张争辉  王求真、邹娟  三等奖 

51 
基于多源信息的考试系统安全策略的设计

与实现  
湘潭大学  赵永发、赵海庆、甘文清  刘炜、王求真  三等奖 

52 SportsDiet 运动饮食智能规划系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蔡奇照、何青青、薛梅  吴光伟、何岸  三等奖 

53 “音吧”微信小程序  南华大学  黄续平、黄家辉、常成燕  徐卓然、楚燕婷  三等奖 

54 基于图片识别的 3D 模型显示虚拟仿真系统  吉首大学  王玲、陈亚津、王薇  丁雷、周恺卿  三等奖 

55 Magic  湘南学院  李金泽、赵文婷、李睿睿  李尚林、段盛  三等奖 

56 警民联动微信报警系统  湘南学院  程丹、佘玉玲、史雨薇  张雯雰、肖娟  三等奖 

57 “慧管糖”智能控糖管家  湖南工商大学  盘涛、张凯翔、王宇勋  赵珏、张胜  三等奖 

58 爱动物  湖南工业大学  周玉林、熊丽诗、蔡磊  周丽娟、陶立新  三等奖 

59 
基于轻量级密码的安卓手机图片隐私保护

软件  
衡阳师范学院  梁琪琦、柴萌  李浪、刘波涛  三等奖 

60 慈善募捐系统  湖南科技学院  黄钦、李艳萍、武欣华  欧嵬、杨杰  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61 “掌上女书”学习系统  湖南科技学院  宋均、谭健、刘东海  段华斌、扈乐华  三等奖 

62 爱宠智家  衡阳师范学院  李臣、李环、张恋  焦铬、陈坚祯  三等奖 

63 慧眼助教—智慧教室学生状态监测系统  长沙理工大学  贾浩、刘念、武家豪  王静、蔡碧野  三等奖 

64 掌控家居-基于手势控制的智慧家居系统  湖南科技大学  黄尹剑峰、杨钰、曹盼超  廖璟  三等奖 

65 “鱼悦生活”智能鱼缸管理系统  湖南农业大学  梁景普、吕宝路、黄丕贤  傅卓军  三等奖 

66 基于“互联网+”的可穿戴老人智能拐杖  湖南农业大学  张宇、方秋蓉、杨政鑫  陈刚、卓辉  三等奖 

67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湘南学院  刘勇让、王浩雄、刘文丹  谢睿、段筠  三等奖 

68 基于云计算的智能手环中控台  湖南理工学院  尹一凡、谭梦龙、夏斌斌  刘新忠、谢文武  三等奖 

69 基于 AR 技术的《地震求生记》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朱奇、郜旭东、吴铎  粟光好、肖洪兰  三等奖 

70 云梦传说  长沙理工大学  郑灿、柯特、吴培俊  龙际珍、熊兵  三等奖 

71 基于 Unity 引擎的 3D 游戏——和平使命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欧俣材、郑珉轶、唐鹏  唐兵、张黎  三等奖 

72 基于 VR 技术的英语口语模拟系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邓星雨、宋禧、秦宇欣  李伟民、龚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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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城市学院 卜南翔、凌婧、周弘列 陈浩、周建存 一等奖 

2 湖南城市学院 张海根、陈卡、刘嘉雄 陈浩、贺建权 一等奖 

3 湖南师范大学         胡意祥、罗诗光、翦璋 魏叶华、邓月明 一等奖 

4 南华大学 陈敏、刘佳林、王晶 毛宇、刘怀民 一等奖 

5 衡阳师范学院 谢倩雯、徐佳妮、罗玲 陈中、雷天齐 二等奖 

6 长沙理工大学 谢一鸣、周淑婷、余芝夷 周书仁、郑斌 二等奖 

7 邵阳学院 匡鹏晖、刘晨旭、夏莎 陈云、彭亮清 二等奖 

8 邵阳学院 熊杰、陆崇喜、童雪颖 陈云、陈智 二等奖 

9 长沙学院 龙君、张伟龙、邓蕾 张志宏、杨凤年 二等奖 

10 湘潭大学 于汪源、李嘉豪、谢仁婧 李旭军、张高峰 二等奖 

11 湖南农业大学 邓联卫、马贤丰、孙瑞泽 何轶 二等奖 

12 吉首大学 李钰、赖鹏飞、蒋锐 李必云、何迎生 二等奖 

13 吉首大学 谭攀、陈嘉铖、邓双政 丁雷、周恺卿 三等奖 

14 吉首大学 肖祥鑫、彭粤、刘守佾 李宗寿、石俊萍 三等奖 

15 邵阳学院 陈洪洋、夏志远、肖荣 陈云、黄磊 三等奖 

16 湖南工学院 郭雄、杜孟锦、何祖宏 戴成秋、罗庆云 三等奖 

17 衡阳师范学院 朱文艺、郑涛涛、何晨辰 陈中、雷天齐 三等奖 

18 湖南农业大学 曹晓林、唐子浩、陈霞 刘波 三等奖 

19 南华大学 廖俊杰、邱莉萍、罗立伟 毛宇、刘志明 三等奖 

20 邵阳学院 周磊、李悉钰、凌娟 陈云、柳小文 三等奖 



21 南华大学 陈宇、龚晓敏、梁梦怡 毛宇、杨毅 三等奖 

22 湖南工商大学 刘杨、姜季罡、李雨晴 周开军、谭平 三等奖 

23 长沙学院 韩笑、朴哲俊、许毓海 潘怡、何文德 三等奖 

 

四、优秀组织奖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  

南华大学 

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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