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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 16届）“强智杯” 

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结果公示 

 

2020 年（第 16 届）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

赛，由长沙理工大学承办。经专家评审，评选出优秀组织

奖单位 5 个；程序设计竞赛共 139 支队伍参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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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支参赛队伍，评出

获奖作品 68 件，其中一等奖 12 件，二等奖 25 件，三等奖

31 件；机器人高尔夫竞赛共 38 支参赛队伍，评出获奖队伍

22 支，其中一等奖 4 支，二等奖 8 支，三等奖 10 支；机器

人接力竞赛共 21 支参赛队伍，评出获奖队伍 11 支，其中

一等奖 2 支，二等奖 4 支，三等奖 5 支。现将竞赛结果公

示如下： 

 

 

 

 



2020 年（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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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第三名：湘潭大学 

第四名：湖南大学 

第五名：长沙理工大学 

第六名：国防科技大学 

第七名：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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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大学 王文斌、陈雨航、欧建   贺再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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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智凯、袁泽、贺强   谢勇 一等奖 

4 中南大学 罗泰帅、黄文豪、刘峰玮   余腊生 一等奖 

5 中南大学 姜业鑫、郭浩博、连士熙   沈海澜 一等奖 

6 湖南文理学院 唐京、谭杨盈、吴宇斌   屠添翼 一等奖 

7 湖南师范大学 黄沛遥、胡昀霏、王辰宇   罗迅 一等奖 



8 湖南科技大学 孙庞博、汤越凡、董亮作   向德生 一等奖 

9 湖南科技大学 秦豪远、周子盛、陈思源   向德生 一等奖 

10 湖南科技大学 张鹏、王金龙、陈介东   陈燕晖 一等奖 

11 中南大学 叶惠生、吴止境、胡开添   龙军 一等奖 

12 中南大学 刘粲宇、陈泽、张甫成   陈再良 一等奖 

13 湖南中医药大学 陈锦明、刘波、胡雅晖   刘伟 一等奖 

14 湘潭大学 姜思维、刘帅、陈智杰   谢勇 一等奖 

15 湖南师范大学 贺榕宽、曹佳凝、贺禧   瞿绍军 二等奖 

16 长沙理工大学 潘成、周倩男、龙佳   邓广慧 二等奖 

17 湘潭大学 谢雅真、刘文龙、刘伟舟   谢勇 二等奖 

18 湖南大学 范则鸣、苏杰、李婧怡   蔡宇辉 二等奖 

19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吕翱、张嘉鑫、彭方正   朱高峰 二等奖 

20 湖南大学 欧阳建鸿、蔡文铠、吴玠成   吴昊 二等奖 

21 长沙理工大学 李行、王智峰、唐代敏   邓泽林 二等奖 

22 吉首大学 阳汝昭、李宇杰、曾灿斌   黄伟 二等奖 

23 南华大学 许昕、杨仕昌、袁豪   刘杰 二等奖 

24 湖南科技大学 吉邵华、阳彦君、刘泽林   陈燕晖 二等奖 

25 长沙理工大学 刘康为、郑伟、贺达   曹敦 二等奖 

26 湖南师范大学 陈斌、洪炜健、马怡青   瞿绍军 二等奖 

27 国防科技大学 胡一帆、刘明宇、孙启尧   尹良泽 二等奖 

28 长沙理工大学 刘帅、陈彬彬、易斯龙   彭玉旭 二等奖 

29 国防科技大学 叶可扬、杨曜嘉、刘之昀   尹良泽 二等奖 

30 湖南工业大学 吴广荣、王军、汤洋   邓晓军 二等奖 

3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一龙、旷卓、陈学进   邝祝芳 二等奖 

32 湖南工学院 姜瑜亮、李龙涛、罗洪   曹水莲 二等奖 

33 长沙学院 吴轩涛、王政、谢涛   王向军 二等奖 

34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袁新勇、王瑶、刘俊   肖敏雷 二等奖 

35 衡阳师范学院 聂晟鑫、石书俊、罗嘉娜   刘新宇 二等奖 

36 湖南工业大学 刘平涛、徐鹏、孙凯文   张龙信 二等奖 



37 湘潭大学 王文海、余燚、陈靖涛   谢勇 二等奖 

38 湖南理工学院 唐楚淇、朱家豪、蒋俊杰   吴岳芬 二等奖 

39 湖南大学 秦灿、孙浩然、林永康   吴昊 二等奖 

4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怿龙、谢奇璇、朱来涛   邝祝芳 二等奖 

41 吉首大学 雷亮、彭昊、贺俊智   鲁荣波 二等奖 

42 湖南工业大学 颜俊杰、王俊、王帆   周立前 二等奖 

43 怀化学院 张传彦、陈虎、林桐   张显 三等奖 

44 吉首大学 李秉庚、吴沐龙、尹双阳   黄伟 三等奖 

45 湖南工业大学 钱裕隆、彭毓新、周天洁   侯俐 三等奖 

46 湖南理工学院 蒋曾辉、秦延康、张笠   杨勃 三等奖 

47 国防科技大学 杨鑫鹏、李甲泰、蒙睿   尹良泽 三等奖 

48 湖南工程学院 刘钟辉、曾阳、宋诗晨   王宁 三等奖 

49 湖南文理学院 吴运博、陈永峰、刘周宇   丁一 三等奖 

50 长沙学院 刘洋、赵波、龚朝瑞   黄娟 三等奖 

51 湖南农业大学 肖志刚、陈天宇、金绍乾   刁洪祥 三等奖 

52 湖南农业大学 焦文垚、魏思勉、肖潇   王奕 三等奖 

53 湖南中医药大学 彭俭、黄琪鹏、肖致   张蕾 三等奖 

54 湖南工商大学 贺子贤、艾忠、王海波   聂丁 三等奖 

55 湖南警察学院 何喜、谢琪名、钟宇娟   周建华 三等奖 

56 邵阳学院 文志鹏、罗涫烨、何章骥   陈云 三等奖 

57 湖南中医药大学 唐翔、欧阳亨杰、廖世兴   刘伟 三等奖 

58 南华大学 周楷傑、余伟豪、义右   陈星 三等奖 

59 湖南文理学院 贺伦尊、肖千龙、周奇   曹玲玲 三等奖 

60 湖南城市学院 易定安、蒋文韬、粟唐焕   廖枝平 三等奖 

61 湖南工商大学 朱纵横、邹湘渝、龙杰   聂丁 三等奖 

62 湘南学院 贾波、陈昌西、柳拓   谢睿 三等奖 

63 长沙学院 郑兆丰、杨京、刘洁   黎梨苗 三等奖 

64 湖南警察学院 张有贤、蒋太柿、蒋盛旺   周建华 三等奖 

6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高祁、刘佶昆、孙章循   周慧斌 三等奖 



66 邵阳学院 段世欣、陈锦华、罗中炷   陈云 三等奖 

67 南华大学 贺正、孙瑶、刘骐菲   宁丹 三等奖 

68 湖南师范大学 李隆德、胡星宇、周兴宇   罗迅 三等奖 

69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吴佳伟、陈俊宇、欧阳天泉   陈燕晖 三等奖 

70 湖南农业大学 俞越、胡隆辉、沈书鹏   乔波 三等奖 

71 长沙学院 曾宪根、刘杰、王勋龙   何可可 三等奖 

72 湖南工商大学 李哲、郭宇星、蔡畅   何典 三等奖 

73 南华大学 郭嘉涛、何文彬、李益行   余颖 三等奖 

74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刘威、张小豪、罗亿诚   田祖伟 三等奖 

75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胡灿、陈乐豪、李海霞   杜瑞峰 三等奖 

76 湘南学院 胡小江、黄海燕、李明昊   谢睿 三等奖 

77 衡阳师范学院 彭浩、石润杰、黄婷姣   刘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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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可以带回家的心理咨询师 湖南师范大学 易胜、胡丰、王健 李重文、吴奇 一等奖 

2  牛宝---基于淘宝的 erp系统 湖南科技学院 黄家伟、潘志强、朱珍珠 张彬、黄伟国 一等奖 

3  基于 VR系统的一种新型智力障碍者训练方法 湖南师范大学 袁林枫、钟梓臻、黄勇 邓月明、张连明 一等奖 

4  文字守护者 湖南科技学院 曹盛、谭成、王衍 扈乐华、李文 一等奖 

5  “fall detection”生命腰带 长沙理工大学 郭莎、何芷馨、汪聪 熊兵、史长琼 一等奖 

6  基于树莓派的表情密码锁 中南大学 王辉、王敏 陈白帆、刘丽珏 一等奖 

7  基于 B超影像的孕早期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 中南大学 梁义远、练俊佳、水忠益 刘丽珏、李仪 一等奖 

8  司法判决文书自动摘要系统 中南大学 刘正涛、郭昊强、吴曼梓 高琰、黎娟 一等奖 

9  基于微信小程序云开发的定向越野成绩辅助系统 中南大学 王慧、王海睿、徐珠峰 李仪、刘丽珏 一等奖 

10  HEO校园互帮 长沙理工大学 周锐淇、马小龙、李凯 王静、吴佳英 一等奖 

11  手护精灵 湖南中医药大学 鲍泓玮、李代旺、蒋心如 彭荧荧、许明 一等奖 

12  水丢 湖南文理学院 符皓程、孙本茂、易凯 屠添翼、易明 一等奖 

13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视频修复系统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唐薇薇、成琪、曾靖轩 任盛、彭易波 二等奖 

14  基于多模态 U-net的自动脑肿瘤影像分割辅助诊断

系统 

衡阳师范学院 刘佳豪、罗宁、贺蓉 焦铬 二等奖 



15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呼吸质量监测 湖南文理学院 董鹏、刘超益、曾凯平 丁德红、屠添翼 二等奖 

16  智慧降香病害智能诊疗系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吴雅仪、吴若南、刘新洋 李建军、吴毅 二等奖 

17  无忧出行-基于 pid 算法下的红外线寻迹安全平衡

车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 黄婷玉、王子筝、彭博钧 彭鑫、王学鹏 二等奖 

18  城市出行智能分析系统 南华大学 黄检宝、唐斌斌、叶奕 欧阳纯萍、刘永

彬 

二等奖 

19  AI Traffic-智能交通“管家” 南华大学 黄林泉、周志勋、万秋里 蒋良卫、田纹龙 二等奖 

20  上下文感知的个性化慕课推荐系统 湖南师范大学 孔令圆、彭琰、郑汀华 马华、张锦 二等奖 

21  校内人员流动及体温监测追溯系统 长沙师范学院 杨军、彭英豪、文晶 裴宇驰、李列文 二等奖 

22  基于 unity的算法游戏开发 湘潭大学 蒋威威、李珍、陈乐生 王求真、邹娟 二等奖 

23  “放心”智能安全车间 南华大学 高晓峰、肖曦、龚谢平 蒋良卫、闫仕宇 二等奖 

23  基于 Reworld平台的生存模拟游戏—灾难逃生 湖南科技大学 彭娅斐、董易凯、孙浩然 李艳军 二等奖 

25  基于可验证的 Asmuth-Bloom 门限秘密共享系统 湘潭大学 陈圣琪、张海、袁靖莹 王求真、邹娟 二等奖 

26  老友老年人专用 App 湖南中医药大学 孟涛、彭家怡、吕晓华 李小智、黄辛迪 二等奖 

27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交通场景智能监控系统 湘南学院 匡金、许馨月、张灵荣 刘东、刘耀辉 二等奖 

27  Britu信息学教育机器人 长沙学院 邓苏沅、刘宇、凌海 潘怡 二等奖 

29  促睡唤醒卫士 湖南理工学院 谭智中、刘浩成、罗先发 余超、朱鹏 二等奖 



30  逃生线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黄立伟、冯柯欣、黄新满 龚翱、李伟民 二等奖 

31  中药材溯源管理系统 湖南中医药大学 盛予哲、罗芸、周睦棋 刘伟、胡为 二等奖 

32  基于 YOLOv5的口罩佩戴识别系统 湖南工业大学 余乐、肖博健、陈俊权 万烂军、文志强 二等奖 

32  隐私铠甲 湖南科技学院 石力、蒋珊、蒋旭 唐雅媛、潘学文 二等奖 

34  基于大数据在线分析学习管理系统 湖南城市学院 杨荣、彭艳、陶化镇 何骞、龙岳红 二等奖 

35  进化算法研究的科研辅助系统 湖南科技大学 岳硕磊、郑巍巍、石园园 姜磊、张琼冰 二等奖 

36  一球成名 湖南农业大学 肖思达、葛玉麟、刘卓 聂笑一、肖毅 二等奖 

37  基于 CA认证的可信电子素质证书服务系统 湖南工商大学 付超、刘晓、付嘉仪 何典、梁英 二等奖 

38  基于级联判别式学习的多病灶检测与可视化方法

研究 

中南大学 吕思澄、何卓昊、阿瑾 刘丽珏、 高琰 三等奖 

39  世界遗产查询平台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罗振炼、胡锦东、谭晨曦 夏卓群 三等奖 

40  云码课堂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陈靖、 邵慧敏、李文祥 黄诠、  龚翱 三等奖 

41  基于边缘联合优化调度的平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李芳、张贻鑫 、高东昇 易叶青、 李伟民 三等奖 

42  面向微信公众号的中间件平台 湖南科技大学 张欢、 刘雅琴、 葛昊 张琼冰、 姜磊 三等奖 

43  僵尸企业可视化评判系统 吉首大学 邓志远、 罗汝、 周龙波 黄伟、  胡斌 三等奖 

44  民族预科《计算机应用基础》在线考试系统 吉首大学 姜晶、蒋中柱、 丘扬 李必云、 雷可君 三等奖 

45  基于区块链的社区医疗管控系统 湖南科技学院 刘春燕、晏婉琴、刘丁菀 杨杰、  扈乐华 三等奖 



46  基于 Flask的新能源汽车销售系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廖涛、 雷思骞、 王祯 彭相华、 廖宁 三等奖 

47  云帮 App互联网互助平台 湖南城市学院 黄磊、 赵瑞、 赵凯 刘德峰、 曾敏 三等奖 

48  基于 Flask的个化学习社区的设计与实现 怀化学院 石准、曹志宏、 李月梦 刘毅文 三等奖 

49  谣言数据可视化系统 中南大学 陈秋扬、李心怡、王駿翔 奎晓燕、 夏佳志 三等奖 

50  C2B2C萌宠之家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李凯、黄伟、 向稳 李剑波、彭进香 三等奖 

51  精卫系统-河流船舶实时预警系统 湖南工商大学 胡俊逸、何汪霖、肖灿宇 杨逸夫、 李小龙 三等奖 

52  智交预警—基于 NB-IOT的智慧交通道路安全卫士 湖南科技大学 张博玮、 谢儒、 王晶 王晓亮、周筱芬 三等奖 

53  物联网森林火灾预警系统 湖南师范大学 韩棋、 董经海、谭鹏飞 张锦、  蔡美玲 三等奖 

54  基于 Openpose与双向 LSTM的实时识别危险行为的

监控系统设计 

吉首大学 王薇、 向鑫、 王亚芝 李建峰、  丁雷 三等奖 

55  智能避障鞋--老人出行的守护者 湖南理工学院 陈彬彬、李舒蕾、 李情 谢文武、刘新忠 三等奖 

56  基于语音交互的智能家居平台 怀化学院 杨仁磊、 资容、 李倩 张显 三等奖 

57  密码算法功耗攻击仿真软件 衡阳师范学院 刘嘉辉、 宋庆玲 李浪 三等奖 

58  基于病变图像深度学习的农作物病虫害辅助诊断 湖南文理学院 张澳、肖洒乐、沈佳楠 谭文学、 任盛 三等奖 

59  我签 湖南工学院 喻鑫昊、郑红波、欧阳志 罗庆云、罗丹霞 三等奖 

60  基于区块链的扶贫农产品溯源系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付建强、刘玉婷、杨旭华 龚翱、 李伟民 三等奖 

61  绿色生活助手-垃圾智能分类与回收小程序 湖南工商大学 周煜、 唐锦、 吉光灿 梁英、  何典 三等奖 



62  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系统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李琳菊、李亚春、刘焱琪 韦昌法、 徐宏宁 三等奖 

63  基于 MobileNet的垃圾分类助手 湖南工业大学 阳长江、周子威、 张宏 万烂军、 陶立新 三等奖 

64  智慧驾考系统 怀化学院 邹虎、 李浩、 梁硕仕 张显 三等奖 

65  Room Design :一种基于 Android 与 Unity3D的智

能家装设计 App 

湘潭大学 杨霄、 尹涛、 李向荣 王求真、曾小英 三等奖 

66  EZ4Slime 长沙理工大学 易柏涛、田伟润、张怡舟 罗元盛、 熊兵 三等奖 

67  Adventure 湘南学院 何勤文、 兰江、 曾楚雄 李尚林、  段盛 三等奖 

68  北极之星 湖南科技学院 唐家宝、 胡彪、 杨铁英 万李、 刘小兵 三等奖 



三、机器人竞赛 

（一）机器人高尔夫竞赛 

序号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

等级 

1  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 陈琳、祝学梁、雷文琪 陈中、唐良文 一等奖 

2  长沙理工大学 韩少强、于涵耀、王斌 郑斌、周书仁 一等奖 

3  长沙理工大学 彭亮、梁文亿、黄彼得 吴志强、周书仁 一等奖 

4  湖南师范大学 吴浩粼、吴林哲、王德龙 邓月明、魏叶华 一等奖 

5  邵阳学院 周演华、杨夏天、卜宇 陈云、成娅辉 二等奖 

6  长沙学院 汤启安、徐元彬、王龚涵 潘怡 二等奖 

7  邵阳学院 刘晨旭、周凌峰、周垣昊 陈云、黄国华 二等奖 

8  南华大学 伍高巍、符泽雨、熊方莹 毛宇、杨毅 二等奖 

9  邵阳学院 夏志远、陈鑫、胡雅平 陈云、傅篱 二等奖 

10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谢宝康、花忠伟、王旺 彭智朝、刘浩 二等奖 

11  长沙学院 张一翔、刘警、邓龙威 何文德 二等奖 

12  湖南城市学院 陈卡、张三勇、赵佳莹 陈浩、贺建权 二等奖 

13  邵阳学院 夏莎、廖思琪、刘帅 陈云、黄磊 三等奖 

14  吉首大学 彭粤、李旭胜、李炳泉 李必云、鲁荣波 三等奖 

15  湖南农业大学 邓联卫、孙瑞泽、马贤丰 何轶 三等奖 

16  长沙学院 邓蕾、胡鹏、彭煜杰 张志宏 三等奖 

17  南华大学 肖银、龚晓敏 毛宇、屈爱平 三等奖 

18  湘南学院 李帅杰、李毅诘、朱宛琴 谢睿、李尚林 三等奖 

19  衡阳师范学院 郑涛涛、龙婷、周宇翔 陈中、唐良文 三等奖 

20  湖南工业大学 邓程文、蒋晓炜、张池琳 彭利红、张龙信 三等奖 

2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许嘉凯、李雅倩、夏文斌 罗如为、王剑波 三等奖 

22  吉首大学 向莉、杨新宇、薛红 丁雷、李宗寿 三等奖 

 

 



（二）机器人接力竞赛 

序号 学校 参赛队员 教练 获奖等级 

1  长沙理工大学 王盈钦、邓一凡、刘鑫 桂彦、邝利丹 一等奖 

2  吉首大学 朱东、黄永琨、黄岿 石俊萍、雷可君 一等奖 

3  长沙学院 张鹏、李世源、黄持国 杨凤年 二等奖 

4  南华大学 邓以昌、何宇灿 毛宇、刘志明 二等奖 

5  南华大学 徐雯君、郭雪冰、石浩臣 毛宇、熊东平 二等奖 

6  船山学院 罗帅、曹发友、曾君 毛宇、刘怀民 二等奖 

7  南华大学 苏丹、刘双、黄康浩 毛宇、熊东平 三等奖 

8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周闻添、罗小青、李宏宇 罗如为、王剑波 三等奖 

9  湖南城市学院 凌婧、刘嘉雄、邱红 陈浩、王涛 三等奖 

10  湖南女子学院 王雨荷、彭洁娟、刘双年 潘显民、刘树锟 三等奖 

11  衡阳师范学院 陈宏亮、陈情、谢新星 陈中、唐良文 三等奖 

 

四、优秀组织奖单位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科技学院 

吉首大学 

 

 

2020年（第 16届）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 

组织工作委员会 

2020年 10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