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编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团队名称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 初评结果

1 3303 基于UWB超宽带的室内定位系统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1队（应用开发） 丁德红 黄祺凯 汤娇龙 张海 入围答辩

2 3312 基于用户行为的新能源汽车预约系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1队（应用开
发）

范娇娇 廖涛 王祯 雷思骞 入围答辩

3 3313 互联网时代的仓库管理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2队（应用开
发）

向诚 谭俊伟 万宇杰 黄悠回 入围答辩

4 3317 智能倾斜检测系统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5队（应用开发） 聂方彦 何义成 胡兵 林芳宇 入围答辩

5 3318 养生微助手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3队（应用开发） 韦昌法 李琳菊 梁玉婷 惠君俊 入围答辩

6 3319
足治多谋——新型踝部综合康复训练系
统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4队（应用开发） 彭荧荧 左华宇 刘太林 关敏 入围答辩

7 3334 基于互联网的农田环境信息采集机器人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5队(应用开发) 吴鸣 邓加欣 凌婧 陈卡 入围答辩

8 3337 点“时”成金——时间规划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队(应用开发) 钟少宏 陈文治 龙泽轩 陈莹璐 入围答辩

9 3341 趣学诗词小程序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1队（应用开发） 梁英 王莹 黄智辉 刘又瑜 入围答辩

10 3346 疫讯--疫情大数据分析预测系统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2队（应用开发） 刘永彬 湛黄涵 谭豪 马少聪 入围答辩

11 3348 ST-智通-大数据预测分析平台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3队（应用开发） 蒋良卫 肖建峰 郭嘉涛 汤熠 入围答辩

12 3350
车行眼--基于目标检测与行为分析的驾
驶安全辅助系统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4队（应用开发） 田纹龙 何文彬 陈冠甫 董俊 入围答辩

13 3377 垃圾自动捡拾分类漫游车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1队（应用开发） 潘怡 李晶晶 唐雄 胡诚 入围答辩

14 3382 《魔法骑士》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2队(应用开发) 曹步文 李启康 周浪 周湘君 入围答辩

15 3384
物侵通识——多平台外来入侵物种管理
平台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1队（应用开发） 张引琼 刘智雄 杨妤礼 胡隆辉 入围答辩

16 3386 垃圾分类小助手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1队(应用开发) 何骞 杨荣 黄鸿凌 侯缘 入围答辩

17 3402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脊柱侧弯辅助诊断系
统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2队（应用开发） 刘东 张灵荣 谈雨辰 聂思博 入围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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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3411 电机远程在线监测与诊断平台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2队（应用开发） 满君丰 欧阳紫曦 彭天怡 曹鑫 入围答辩

19 3413 笔落争分——智能手写评分小程序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2队（应用开发） 杨俊丰 唐子雯 李倩 银果彤 入围答辩

20 3414 小优琼琚--智能购物助手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1队（应用开发） 龚翱 曾思龙 陈展 汪子琴 入围答辩

21 3422 基于人工智能强交互性的作业助手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2队（应用开发） 罗奕 张钰霖 何芊平 岳星斓 入围答辩

22 3426 iPet智能宠物项圈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1队（应用开发） 罗元盛 刘颖 钟苏 王雨 入围答辩

23 3451 基于扰动的多域神经网络木马防御系统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1队（应用开发） 王求真 刘洋 王淼 陈阳 入围答辩

24 3455 MoeFAQ-高校萌新服务平台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3队（应用开发） 陈云 贺一健 曾淋 李典姗 入围答辩

25 3458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猪场养殖系统分析与
实现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3队（应用开发） 刘波 薛莎莎 李雪滢 谭旭洋 入围答辩

26 3473 冬印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5队（应用开发） 童炼 罗佳豪 覃健 罗雅文 入围答辩

27 3475 基于改进的YOLO疲劳驾驶预警系统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2队(应用开发) 邓红卫 李治江 张美花 许文 入围答辩

28 3479
基于“北斗定位导航”的疫情定点医院
智能推荐系统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1队（应用开发） 李赛红 蒋定位 马万钧 刘遥 入围答辩

29 3483
基于嵌入式技术与深度学习的智能家居
系统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2队（应用开发） 贺建飚 王云鹏 刘润 卢思怡 入围答辩

30 3484 融合隐性溯源水印的深度换脸应用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3队（应用开发） 奎晓燕 李心怡 胡飘然 张智洋 入围答辩

31 3485
易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慈善捐赠平
台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5队（应用开发） 刘丽珏 曹逸 刘威 彭汪祺 入围答辩

32 3486
T-Seg基于非特定类别的图像前景主体
分割系统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4队（应用开发） 奎晓燕 翟轩翊 岳豪 何馨雨 入围答辩

33 3488 智能拐杖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1队(应用开发) 罗恩韬 张彪 向远方 廖晓燕 入围答辩

34 3489 基于GEC6818开发板的智能云家居系统 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1队（应用开发） 张显 袁利连 林静爱 王玟晴 入围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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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494 PokerFighter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2队（应用开发） 唐强 余志远 周奕 郝静 入围答辩

36 3495
智旅优管—智慧旅行及景区管理一体化
的智慧旅游系统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1队（应用开发） 谢文武 谭智中 付宇恒 王锦韬 入围答辩

37 3498 面向多用户协同的智能搜救系统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4队（应用开发） 蔡美玲 许浩然 姬艺轩 洪伟健 入围答辩

38 3501
银发之星——激光测距智能防跌倒老年
鞋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5队（应用开发） 刘新忠 李情 陈彬彬 李舒蕾 入围答辩

39 3506
印你所想——基于图片迭代的图像风格
迁移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5队（应用开发） 邹娟 袁萃萃 李文凯 张小溪 入围答辩

40 3507 “智联”校车系统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1队(应用开发) 胡瑛 朱佳平 夏立钧 刘思潇 入围答辩

41 3513 西游·问心 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3队（应用开发） 刘毅文 何洋 刘宇昂 黄鑫亮 入围答辩

42 3514 逆境救援 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4队（应用开发） 高艳霞 刘子杰 张瑶 李直洪 入围答辩

43 3519 妮娅救援记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5队（应用开发） 扈乐华 荣涛 顾哲隽 赵五阳 入围答辩

44 3520
基于自主导航的智能一站式送餐“服务
员”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4队（应用开发） 赵辉煌 张福宇 汤敏 唐志鹏 入围答辩

45 3525
基于一阶运动模型的图像动画与设计实
现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1队（应用开发） 王求真 章泽宇 张景铸 入围答辩

46 3548 树莓派OpenCV安全帽检测系统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2队（应用开发） 余思洋 刘建华 朱贤兵 倪年新 入围答辩

47 3550 多功能三维立体追踪平衡小车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1队（应用开发） 屈喜龙 龚星灿 邹戈 孙延京 入围答辩

48 3304 聚富成贾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1队（应用开发） 雷珏 黎粱彬 杨涛 程舒凯 三等奖

49 3307 楚国剑客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4队（应用开发） 雷珏 曾一鸿 张恒 三等奖

50 3326 农场直供生鲜果蔬自提柜系统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2队（应用开发） 丁德红 向凤桥 岳鸿昊 姚林军 三等奖

51 3327 智慧医疗AI诊断助手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3队（应用开发） 江建 魏嘉诚 章建豪 谭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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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3338 善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3队(应用开发) 杜家宜 郭坤 刘畅 吴雅仪 三等奖

53 3349 “会心录”-最懂你的智能云相册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5队（应用开发） 欧阳纯萍 李小龙 叶旭明 汪菲霞 三等奖

54 3357 东风救援管理平台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1队（应用开发） 李金玲 陈家乐 叶晟澄 董雪莲 三等奖

55 3358
面向小微商家商业推广的公众号中间件
平台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1队(应用开发) 张琼冰 郭洋 张汝往 彭鑫淼 三等奖

56 3383 智能窗户开关状态检测系统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2队（应用开发） 杨志邦 朱恺 陈林 秦鑫铭 三等奖

57 3387 多印在线自助打印软件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1队（应用开发） 彭成 黄皓 李迅 张世雄 三等奖

58 3389 重点人群户外危险水域预警系统 长沙师范学院 长沙师范学院3队（应用开发） 裴宇驰 余依林 刘佩 邝红霞 三等奖

59 3394 帮帮行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1队（应用开发） 陈云 邓荣涛 刘宇 巫娜 三等奖

60 3400 数字·板梁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1队（应用开发） 李尚林 汪泽中 王蔓莉 郭孟瑶 三等奖

61 3405
基于蓝牙和语音交互的博物馆智能讲解
APP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4队（应用开发） 张雯雰 朱宛琴 柳拓 周砖 三等奖

62 3410
基于脑科学魔鬼训练儿童益智（编程）
游戏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5队（应用开发） 袁鑫攀 罗宇翔 舒敬 周子翔 三等奖

63 3415
VirChemLab—基于VR的化学仿真实验
系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2队（应用开发） 龚翱 陈泽强 孙钰琳 康明霞 三等奖

64 3423 育婴小助手——智能婴儿床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1队（应用开发） 史长琼 张瑞宁 朱新华 张佳琪 三等奖

65 3428 迷宫：风雪忆长征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3队（应用开发） 熊兵 陈佳仪 邓颖婕 符佳琦 三等奖

66 3431 基于LoRa WAN协议的物联网云平台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2队(应用开发) 何迎生 雷云祥 黎睿 杜博铜 三等奖

67 3434 “邻帮”--你的生活问题解决助手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4队（应用开发） 赵珏 王润琦 蒋丽娟 罗阳斌 三等奖

68 3457 农信通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2队（应用开发） 戴小鹏 廖牛语 顾家畅 曾格能 三等奖



序号 编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团队名称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 初评结果

          2021年（第17届）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应用开发竞赛初评结果公示表

69 3460
基于图像处理的围棋终局胜负判定的软
件开发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1队(应用开发) 丁雷 赵宏州 冯柯岚 桂涛 三等奖

70 3461 云智慧家居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5队（应用开发） 肖敏雷 曾雨晴 黄立伟 三等奖

71 3466
基于YOLOv5的肺结节检测与数据分析
系统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3队(应用开发) 焦铬 贺蓉 陈华索 严泓滨 三等奖

72 3476 智能车眼系统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5队（应用开发） 彭献武 刘晨阳 何顺梅 唐瀛 三等奖

73 3477 B2C安全小仓存储平台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1队（应用开发） 佘先明 刘东烨 许望明 胡勇 三等奖

74 3487 “喵趣横生”——站式吸猫平台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3队（应用开发） 杜丹蕾 文昕 唐俊杰  周蒋青 三等奖

75 3491 NoBugWiki 开发助理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1队（应用开发） 谢丁峰 胡峻果 陈鑫明 肖英 三等奖

76 3492
抗疫速达——基于“北斗+”的抗疫物
资动态调度与配送系统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2队（应用开发） 陈敏 胡沂泷 郭明 胡江海 三等奖

77 3496 车友伴侣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3队（应用开发） 邓月明 刘泽宇 张一楠 欧天乐 三等奖

78 3499 智能唤醒助眠枕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3队（应用开发） 余超 邱旭发 李郁晨 陈俊杰 三等奖

79 3503 短视频AI安全检测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3队（应用开发） 李澄清 王展鹏 文哲 余燚 三等奖

80 3510
基于位矩阵加密算法的可视化页面搭建
系统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4队（应用开发） 仇焕青 彭腾 钟光亮 李昕 三等奖

81 3523 生产管理云平台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4队（应用开发） 李剑波 杨志雄 颜照 王肖渝 三等奖

82 3527 双臂解魔方机器人的算法实现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2队（应用开发） 张巧龙 苏焱鸿 吴远菲 方帅 三等奖

83 3529 密文图像信息隐藏系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1队（应用开发） 姜明芳 罗林 三等奖

84 3536 归家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2队（应用开发） 曹水莲 吴国峰 阙霞 罗尚杰 三等奖

85 3544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2队（应用开发） 何礼达 张子谊 谢尘 曾文哲 三等奖



序号 编号 作品名称 学校 团队名称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 初评结果

          2021年（第17届）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应用开发竞赛初评结果公示表

86 3551
基于恶意短信的伪基站行为可视分析系
统(SMVAS)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4队（应用开发） 周筠 白杨 吕金慧 范勇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