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类别 参赛院校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1  A类 杭州师范大学 GoForward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陈翔 徐舒畅 陈欣 冯嘉辉 莫佳丽 何进 郑成力

2  A类 山东中医药大学 蔚然成风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张明辉 李明 刘强 孙晓冰 徐胜胜 陈浩 朱林翰

3  A类 太原理工大学 飞雁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张泽华 陈永乐 杜世东 马昭 张凌云 张思策 宁泽飞

4  A类 浙江工商大学 少年先锋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谢波 潘云 包姿琦 蔡雪丹 陈金杭 蒋世豪 闭曈彤

5  A类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Sunrise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韦伟 - 李源锋 马涛涛 叶依婷 朱哲伟 翁沈顺

6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

程学院
风盛科技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唐红军 - 邵鑫 祝海波 董洪翔 章奔奔 王思宇

7  A类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Zero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罗荣良 - 宁韦嘉 吴成洋 莫涛涛 胡锡杭 张伟鹏

8  A类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云客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毕好昌 陈键 刘兵 于文慧 祝小花 谢自豪 杜海明

9  A类 温州大学 纵情享受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何明昌 - 宣柯琪 周俊宇 甄月朋 潘柃伶 吴国娟

10  A类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Elite team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任长宁 周洁美慧 汪喆 苏凯 孟建都 董仕晖 梁启源

11  A类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五脸萌比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黄晓英 - 陈泽钧 郑思部 董凌琛 俞尚山 赖媛娟

12  A类 宁波大学红鹰学院 FIGHT2017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陆正球 周春良 汤晨良 俞秋帆 张佳妮 季双丹 俞佳明

13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傲椒小龙坎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严帮旭 杨柳 叶新兰 申卓 高华建 李栋 毛玲

14  A类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咸鱼五人组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冯志林 - 何琦雯 汪宁娟 沈德伟 王军 王慕铁

15  A类 河海大学 码疯窝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王龙宝 - 连晓颖 王乐进 - - -

16  A类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DreamTeam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周绍斌 侯丽 冀航宇 黄河 徐健晟 柏林 吴天航

17  A类 浙江传媒学院 青蛙合伙人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章化冰 凌坚 张磊 徐溶延 赵仁健 郝富杰 王悦馨

18  A类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皮皮虾，走队 A01：企业在线学习平台 闫祖翔 - 戴上杰 蔡炜衔 罗菲 - -

19  A类 河北金融学院 神马都对队
A02：企业管理者管理工具调研与
推广方案

李爱兰 杜宝苍 张佳惠 李晓路 张景禹 杨建辉 -

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第 1 页，共 7 页



序号 类别 参赛院校 团队名称 项目名称 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20  A类 安徽财经大学 AC追梦者
A03：今目标平台校园管理应用挖
掘

孙君 - 陈牮 吴冠虹 董云蕾 武亚松 江思晗

21  A类 哈尔滨理工大学 胜羽队
A03：今目标平台校园管理应用挖
掘

李永华 - 任程程 王安然 刘欣 刘艳芳 代金岩

22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毛毛虫团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龚晓军 涂利明 张吉雨 张锎锎 吴永伟 刘恒进 项国斌

23  A类 浙江科技学院 至简科技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马伟锋 - 姚一城 陈郑强 冯海婧 黄栋栋 胡昊

24  A类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网管开下机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陈晨 - 杨逸伦 陶涛 王晓宇 卢奇 张俊

25  A类 盐城师范学院 Legend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余群 黄津津 - - -

26  A类 中南大学 UP团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谭长庚 - 肖豪 梅媛 左兴 雷云 李国栋

27  A类 湖南中医药大学 五只小猪团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刘伟 黄建华 李天祥 刘伟鹏 杨辰 杨博 李前垚

28  A类 浙江工商大学 My Way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谢波 汪烨 谢雨婷 陈羽飞 王晓岚 权煜茹 詹韩峰

29  A类 厦门大学 Status200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苏劲松 - 文华婷 李思恒 黄一鑫 江子攸 李力钧

30  A类 浙江传媒学院 浙传先锋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李亮 赵敏 侯崴 余洪 郑华棋 罗雨溪 余定育

31  A类 陕西理工大学 WEW团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张党利 周作涛 闵凯 陈超 段泽尧 - -

32  A类 北京交通大学 DoIT队 A04：蓝鸥IT教育课程考评系统 - - 史彤 杨乐 危佳乐 毛振坡 -

33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XQ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统 - - 张康升 孙文茹 谭智轩 杨永虎 许阳

34  A类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CSJ队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统 叶星火 施莹 沈赛 季双双 陈碧娇 - -

35  A类 浙江理工大学 Limitless队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统 张娜 - 张传 虞舜 刘鹏玥 房竹青 黄雅丽

36  A类 福州大学 凌波漫步队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统 傅仰耿 王一蕾 练斐弘 周柱元 叶己峰 李永盛 -

37  A类 辽宁科技学院 青春飞扬 A05：蓝鸥企业智能客服saas系统 王海波 张宏 马金戈 刘安兴 王镌泽 王维军 孙奇

38  A类 广州商学院 预言家队 A06：云呼叫中心平台软件 吴明珠 - 林志杰 谢焘 梁植淋 郑铭泽 官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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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Iron666队 A06：云呼叫中心平台软件 尹邦旭 陈帆 曹靖楠 岳子洋 张嘉文 张粟祥 胡博聪

40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SMG队 A08：虹软图像风格转换应用 徐争前 舒亚非 杨炳勋 韩培 朱鑫 汪玲红 金云天

41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lalalalala队 A08：虹软图像风格转换应用 胡威 - 吕晴阳 李涛 戴文丽 焦妍 -

42  A类 福州大学 HBB队 A08：虹软图像风格转换应用 吴英杰 孙岚 林婉珊 张德茂 李少杰 王伟鹏 -

43  A类 南通大学 HIP-King队
A09：基于极课教育大数据的智能
错题本开发

陈翔 何金凤 刘猛 沐燕舟 王丽婷 陆孟慈 王春侠

44  A类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挂柯南
A09：基于极课教育大数据的智能
错题本开发

杨波 - 胡景林 张伟浩 陈舒浩 林国明 吴剑扬

45  A类 广州商学院 数据时光机
A09：基于极课教育大数据的智能
错题本开发

何文海 - 古林萍 江志彬 孙海林 杨晓潮 刘东

46  A类 江西财经大学 酱菜51区
A09：基于极课教育大数据的智能
错题本开发

- - 赖宝强 邱剑强 - - -

47  A类 山东中医药大学 IndexView队
A09：基于极课教育大数据的智能
错题本开发

马金刚 张明辉 陈晓康 刘兰玲 杜艺璇 杨为锁 何振豪

48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菜鸟先飞队
A10：基于婚姻法司法裁判文书大
数据的智能法律咨询辅助系统

王凌武 - 邱彤彤 赵臻豪 吴跃华 许盛阳 廉俊智

49  A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我要造轮子队
A10：基于婚姻法司法裁判文书大
数据的智能法律咨询辅助系统

金大卫 - 贠泽宇 张可 石茜 金铭 廖璐璐

50  A类 上海交通大学 WE队
A10：基于婚姻法司法裁判文书大
数据的智能法律咨询辅助系统

蔡鸿明 - 陈嘉扬 曹峻铭 吴天择 王嘉晖 展晨

51  A类 西北工业大学 木秀于林队
A11：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语义分
析工具

武君胜 - 徐中天 孙浩洋 杜童童 黄华 -

52  A类 中南大学 创越队
A11：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语义分
析工具

陈志刚 - 葛凡 陈铭明 李子琦 郑黄河 -

53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Cyclone
A11：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语义分
析工具

张智 - 李阳 杨俊 韩裕镥 徐志鹏 -

54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南村群童
A11：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语义分
析工具

王卫红 李清水 张政豪 毛怡伟 余航 刘宇琦 祝雨烈

55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JUSTDOIT团队 A12：高校论文治理工具 熊丽荣 叶蕾 倪润生 苟小川 黎家全 朱心媛 沈悦

56  A类 洛阳理工学院 楚天姑娘伢队
A14：基于武汉城市文化背景的动
画宣传策划

高翔 王新新 万珊珊 李佳 杨蒙蒙 汪佳燕 王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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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类 成都理工大学 落葵薯队
A15：基于武汉城市文化背景的动
漫形象设计

胡川妹 甘思甜 刘丽敏 - - - -

58  A类 黄山学院 hsurjxz队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务构建方
案

田吉 张坤 郭爱 宋甜乐 王希龙 王宜盛 -

59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灼见队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务构建方
案

王云 李激 肖佑虹 杨梦婷 胡宇婷 吴佳 -

60  A类 中国政法大学 工成小组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务构建方
案

王李梅 - 刘宜鑫 温明睿 邵稚权 于一帆 李雨凝

61  A类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启航之星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务构建方
案

俞红 - 董相成 朱子艳 王宁 蒋梦妃 -

62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晨曦之光队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务构建方
案

石俊 - 刘小钰 何思诗 谢晨 黄成龙 刘关飞

63  A类 德州学院 无限
A17：基于大学生生涯足迹(Kbar
APP)应用的校园线下服务构建方
案

李树芳 - 谭盟 蒋丽荣 王琰 孙丽静 -

64  A类 西南石油大学 一战到底
A18：基于球形钛合金粗粉的市场
应用开发

李凯 - 袁菁莲 张蕾 郑磊 陈欣 黄超

65  A类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千与千寻
A18：基于球形钛合金粗粉的市场
应用开发

易欣 - 雷赞月 劳思思 林碧双 黄美娟 何垸锶

66  A类 中央民族大学 MUC-S队
A19：基于未来互联网学习场景的
产品设计

谢作渺 - 赵新哲 王子月 林铭君 徐一鸣 -

67  A类 大连民族学院 staticVoid 队
A19：基于未来互联网学习场景的
产品设计

何加亮 时伟超 韩放 常翔 王祉涵 周洲 -

68  A类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HXWL队
A19：基于未来互联网学习场景的
产品设计

李敬辉 - 霍子瑄 夏兆妍 王苏悦 刘璐 -

69  A类 盐城师范学院 Moving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自
驾团队应用开发

郭威 俞琳琳 陈顺 范正青 倪新镜 顾云飞 张超胤

70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Cuter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自
驾团队应用开发

王凌武 - 廖延奉 王淑 陈露露 刘慧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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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A类 中南民族大学 NT_Minions队
A20：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旅游自
驾团队应用开发

- - 黄倩颖 陈锐 王涛 梁壮 吴田阳

72  A类 浙江传媒学院 浙传先锋队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广
播应用开发

李亮 赵敏 侯崴 余洪 郑华棋 罗雨溪 余定育

73  A类 浙江理工大学 缺个UI队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广
播应用开发

霍戌文 - 吴超超 余钊旭 高梦珂 翁时斌 -

74  A类 浙江财经大学 HuaYiTing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广
播应用开发

王凌武 - 方军丽 马佳佳 谢佳玉 李圳 高栩玥

75  A类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Athene队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广
播应用开发

帅辉明 - 周翔 朱佳杰 高永健 颜正浩 韩颖

76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USAT队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广
播应用开发

张智 - 何梓琪 邱书平 黄庆 - -

77  A类 三江学院 穿越队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广
播应用开发

杨少雄 - 程俊星 刘帝凛 谭家杰 肖智翔 陈粤宇

78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超然Team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广
播应用开发

陈帆 - 张玲慧 张红莉 向江海 李展鹏 曹艺译

79  A类 中南民族大学 NT_Nougat队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广
播应用开发

- - 倪启航 易佳丽 胡志泽 张云帆 朱祖桐

80  A类 武汉科技大学 队伍叫什么
A21：基于公网对讲技术的校园广
播应用开发

张智 - 汪检兵 杜昌浩 王雅琪 吴卫杰 胡永凯

81  A类 浙江工商大学 糖醋排骨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统 谢波 王家乐 吴珺楠 俞炜怡 杨昆鹏 梅王清 林孜奕

82  A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

程学院
Joker团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统 周梦熊 - 楼向阳 李立凯 董文誓 王依雯 姚玉飞

83  A类 浙江传媒学院 大番茄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统 凌坚 章化冰 范美琴 卓文迪 禹蕾 梁金宁 黄骏

84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西天取经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统 毛科技 - 杨志凯 周贤年 施伟元 沈雄昊 范则权

85  A类 南通大学 踏莎行团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统 张茜 姜衍 龙子怡 成胜俊 王瑞丰 王坤 张富强

86  A类 吉首大学 GODEYES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统 宋海龙 黄伟 刘璐 周建国 符秋香 黄凯 赵名丽

87  A类 西南交通大学 SW团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统 刘凤 尹邦旭 王佩哲 孙榕 刘迎 秦坤坤 温龙辉

88  A类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FlyingKite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统 张志威 朱晓凤 吴雄铨 邹亿帆 蓝伟涛 梁庆健 -

89  A类 河海大学 哈哈哈hhh队 A22：“随手快递”App平台系统 刘凡 - 兰瑞玲 黄欣 闫晓惠 张香梁 金方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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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A类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通达竞技队
A23：基于西门子工业物联网智能
网关IoT2000的智能创新应用开发

张雷 - 刘强 吕泓君 郭宇翔 顾辉 -

91  A类 西安工业大学 Gewasher
A23：基于西门子工业物联网智能
网关IoT2000的智能创新应用开发

田军委 苏宇 周公延 王延武 黎旭 高一中 张航飞

92  A类 宁波大学 易居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谢志军 - 朱银彬 杨慧婷 王子豪 何军军 王心澜

93  A类 浙江工业大学 树莓派对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郭行波 - 胡莉果 郝甜 邢双双 李涛 胡朕豪

94  A类 西北工业大学 请多指教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马春燕 - 朱皓 汪汉 李昊 赵彤 陈瑞

95  A类 盐城师范学院 High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李树军 顾爱华 洪星琦 杨志强 解元臣 王晗 刘训东

96  A类 浙江工商大学 北极星战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谢波 邢建国 李芬 吴克东 彭美丽 陈园 沈佳俊

97  A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我们很清春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屈振新 - 雷一鸣 魏玮 罗婷 高圆圆 黄晓婷

98  A类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最强王者组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从玉华 - 胡行涛 金文璐 田文俊 唐新 陈粮民

99  A类 长沙理工大学 云嵌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郑斌 - 鲁增 谭鹏 唐琛 胡秋润 刘德胜

100  A类 盐城师范学院 英才先锋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柳盛 陆伟 李文杰 高以飞 殷亚俊 张丽 张诗忆

101  A类 河海大学 Groping队 A24：物联网设备接入平台 谢在鹏 - 谭尧 段林 冒志鹏 刘航 -

102  A类 湖南工业大学 C立方UM
A25：基于韩都衣舍服装风格和客
户细分的饰品设计

李晓娟 - 文朝阳 陈玉彬 郑馨 - -

103  A类 山东科技大学 hhllhlhl队
A25：基于韩都衣舍服装风格和客
户细分的饰品设计

李冠 - 胡尊茜 李玮瑾 洪玉真 - -

104 B类 大连民族学院 黎明之翼队 基于VR的中药展览馆 何加亮 崔仙姬 葛岩 徐杰 李储 - -

105 B类 赣南师范学院 创新小分队 智能沙盘控制系统 朱隆尹 蓝立毅 钟慧聪 许凯莉 曾天赐 吴华莹 段文哲

106 B类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花喜鹊设计 少数民族文化民宿设计 滕智源 - 钱佳晨 刘迪雅 莫菁仪 李婵 刘恒水

107 B类 四川传媒学院 百长工作室 云慈善项目 马建明 杨洲 刘孟琴 邵雪梅 李金芯 张欣悦 赵晗阳

108 B类 天津工业大学 W.OE队 酒店智能服务机器人 赵地 - 刘康 王泽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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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B类 重庆理工大学 无线云快充 无线快速智能充电共享系统 杨奕 李文杰 徐春香 王军雄 鲁亮 梁琳 谭荣

110 B类 西北工业大学 WaterFly队 智能仿生机器鱼 郑江滨 - 张仁宇 王元鹏 徐梦 党铭瑷 王文龙

111 B类 南通大学 iSmatr队 智慧安监项目 朱晓辉 丁浩 刘明 李春桥 何蔓 李晞 曹凯博

112 B类 盐城师范学院 Power_JDWL 老人行为状态监测系 朱立才 王创伟 江卓龙 丁佳男 卢星灼 王航 丁一鸣

113 B类 温州大学 BE BEST队 云上私塾 何明昌 - 沈燕芳 张佳倩 盛丽芬 潘高峰 -

114 B类 江苏科技大学 Dream Fly队 iSee面向盲人的阅读套件 刘利 - 宁秋怡 邱松林 牛睿婕 高畅 张群伟

115 B类 东华大学 智造人队 智造实验室 - - 胡晓娟 童非 王子丰 - -

116 B类 牡丹江医学院 平静小分队 BUM项目 夏清平 - 卢金洋 何晨柯 张雪丹 巩文俏 -

117 B类 西南石油大学 疯狂学院
health tree 基于认知计算的慢
病管理系统

李媛媛 庞敏 谷静怡 马天文 董化博 张晓琳 张瑞

118 B类 湖州师范 易演团队 “易演”综合服务平台 施莹 陶杰 陈颖 黄勤达 李鉴岚 - -

119 B类 广州工商学院 心梦之队 大学生科技竞赛实验室 张塽 敖利玲 蔡鈺灵 吴秀瑜 黄少丹 魏巍 陈晓芳

120 B类 福州大学 鸵鸟科技队 鸵鸟科技 傅仰耿 吴英杰 林桂灵 陈鑫平 黄种鑫 李榜著 高佩裕

121 B类 沈阳农业大学 super 医宠儿宠物医院网络服务平台 段丽娜 - 刘一潇 迟航 崔鹤 张雨墨 石美琪

122 B类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AD-Team
基于LBS+大数据技术的高校代买
、代拿、代办项目解决方案项目

肖佳 李祎 李锡钒 余少雄 黄婉娟 郑日枋 张健华

123 B类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原）毕节学院
无敌战队 贫困帮 王力

-
张宏 王似超 陈健飞 李正平 胡文韬

124 B类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NC 科技 1024快送  朱天元
-

吴一弘 黄楚涵 邱源茂 郑伊丹 孙名扬

125 B类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兴欣队 呼啦呼啦项目 苗春雨 - 曹崔宇 来银锋 屠琪雅 王焱宁 童淑绮

126 B类 山东英才学院 超能陆战队 圣蒂斯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王冬玲 吴兴颖 赵伟 宋泽坤 王晓倩 梅萍 李春喜

127 B类 丽水学院 点创科技队 实景三维在线地理信息系统 宋俊锋 胡伟俭 林明惠 叶培昌 谢芳旭 姚家杨 林天特

128 B类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安诺队 桌面级机器人 郑斌 - 曹雪锋 彭晓贤 王康 刘佩玉 严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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