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1 汽车滞留儿童险情预警系统 长沙理工大学 搞事小分队 吴佳英,熊兵 肖芳 谢威 陆乔旭 一等奖

2 安睡宝 衡阳师范学院 Fire Team 焦铬,邓红卫 陈文定 刘新恩 钱文松 一等奖

3 基于盲道识别的辅助装置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齐心协力 桂彦,熊兵 李颖 罗选强 章锐 一等奖

4 安心点滴 湖南文理学院 零点 彭元杰,汪胜辉 邓伟超 申书琴 卿晶艳 一等奖

5
基于信息融合的智慧型实验室管理
系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3
队

朱俊杰,郑志安 淡冰冰 周维君 邹江枫 一等奖

6 少年维特的魔法杖 中南大学 少年维特队 贺建飚 刘莹 于明月 肖涛 一等奖

7 智能小仓 邵阳学院 宁静致远 许建明,赵乘麟 熊小山 郑佩杰 刘梦庭 一等奖

8 智慧自修室 湖南文理学院 智狼小队 樊希平,彭元杰 欧阳康 钟沐希 杨鑫 一等奖

9 车内环境监测与报警系统 湖南文理学院 呵护管家 王文虎,杨峰 吴金飞 邓金新 唐忠三 一等奖

10 地下车库定位导航系统 长沙理工大学 测控知星队 易可夫,胡宏伟 王雷 李晨晨 赵育奇 二等奖

11 泊乐社区—车位共享系统 长沙理工大学 西伯利亚暖流 王静,陈华 贾浩 徐振雄 武家豪 二等奖

12 室内智能移动垃圾桶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Runner5队 羊四清,王剑波 王宁 曾紫玲 赵勇军 二等奖

13 智慧寝室系统 衡阳师范学院 智慧树 邓红卫,彭亚云 周金惠 刘铭洁 曹晶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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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微控锁 湖南科技大学 Maker.Welock团队 夏新军 董阮灿 曹盼超 靳丹妮 二等奖

15 灵巧书写绘画机器人 中南大学 钻石流星雨 张士庚 李妙姝 谢慧萱 杨维鹏 二等奖

16
基于运动感知手套的喷漆机械臂系
统

长沙理工大学 吾联网 郑斌 孙吕 徐艳花 余芝夷 二等奖

17
腔内术中清创液异常损耗智能监测
系统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创新2队 李明飞,王世峰 谭懿行 肖远莹 刘娆 二等奖

18 人人环卫---互动型垃圾管理系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追光队 周桃云,彭遨员 王亚飞 高卓林 曾鹏 二等奖

19 基于物联网应用的”智能温控衣” 怀化学院 超越队 张学斌,刘先明 汤新玲 吴安庆 肖静威 二等奖

20 可移动数电实验台 长沙学院 进度飞起 李玮,苏钢 肖衡 唐剑兰 王子璇 二等奖

21 智能互联互控开关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创新1队 陈义,郑志凌 蔡世昌 罗钰佳 李珍丽 二等奖

22 城市环境污染源实时监测平台 湖南工业大学 宏创科技团队 吴志辉,王昱 李文俊 何信思 郭铭庆 二等奖

23 Wit—光启安防弯道会车云预警系统 湖南科技大学 光启安防 王晓亮 张博玮 宋文华 吴宇鑫 二等奖

24 智能农药配比喷洒小车 衡阳师范学院 NewStar 焦铬,陈坚祯 易星科 曹继琛 李凡 二等奖

25 茶生产物联技术云端信息系统 湖南师范大学 正山小种 邓月明,周志彬 周进 夏羽 邓昭宇 二等奖

26 高校实验室智能安防系统 湘南学院 海豚队 张雯雰,于芳 谭鑫 周向 黄勉 二等奖

27 变电站智能喷雾降温系统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创新3队 张宇驰,冯淑媛 罗文斌 欧艳萍 唐蔚 二等奖

28 基于WIFI的雕刻机控制系统设计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永不言败 向诚,陈亚妮 余锋 吴归一 刘宇轩 二等奖

29 水域环境监测与防洪智能预警系统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科创队 艾琼龙，李尹 谭林 黄建晴 汤萍 三等奖

30
基于模块化和插件式设备管理的轻
量化云智慧家居平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一觉醒来队 李伟民,彭遨员 黄旭民 邹晓东 李墨 三等奖



31 Wherever 湖南师范大学 弄潮儿 罗迅，魏叶华 张宁 自永红 三等奖

32 图书馆座位管理系统 湖南文理学院 图书馆12306 王文虎,王南兰 向拥志 李勇奇 贺国峰 三等奖

33 基于视觉捕捉的拾球机器人 长沙学院 Inverse style 陈威兵,苏钢 彭科源 李虎成 肖典 三等奖

34 “i陪伴”智能老龄陪护系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1
队

张凌涛,张永忠 熊思诗 吴俭 彭杰 三等奖

35 健康小管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我觉的很队 向诚,桂玲 袁烯桂 彭高 王雪媚 三等奖

36 基于近场通信的快递优化系统 湖南科技大学 轻生活队 廖璟 黄尹剑峰 李浩 孙庞博 三等奖

37 智慧空中种植大棚 湖南文理学院 小飞马 刘长青,胡惟文 罗江宏 凌玲 刘莎 三等奖

38
基于安卓平台和蓝牙技术的紧急求
救系统

南华大学 超正经的队 刘芳菊,李悛 邱忠喜 刘华伶 范心雨 三等奖

39 智能家居系统 湘南学院 Thinker 樊洪斌,陈雪刚 刘婉晴 胡铭 罗俊 三等奖

40
基于脑电波传感技术与大数据分析
助眠头戴式无线耳机

中南大学 一千零一夜 郑瑾 颜永威 朱思雨 鲍雪培 三等奖

41 基于云平台的车祸事故应急系统 湖南农业大学 喜马拉雅小分队 匡迎春 周玲玲 湛誉 符磊 三等奖

42 智能超市购物车 湖南工业大学 沧海队 周丽娟,肖哲 杨乐 徐旺新 段凯 三等奖

43 净几明窗—智能化光伏节能窗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Dream Catchers队 李石林,林道光 刘诗赞 杨乐 李卓杰 三等奖

44 智能社区综合零售一体化服务平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Miracle-创奇队 黄诠,李曾妍 袁茂林 赵贺明 黄伟强 三等奖

45 脉搏医疗系统 湖南商学院 金鳞队 李小龙,何静 何金国 姜澳雄 孙月 三等奖

46 称重式自助餐厅无人量贩装置 吉首大学 吉大-杨帆 胡力,廖柏林 徐齐国 颜瑞 唐俊 三等奖

47 会议通”——大型会议管理平台 长沙理工大学 威斯盟 史长琼,蔡碧野 吴诗宇 朱莎莎 肖玉 三等奖



48 大型超市智能促销车 长沙学院 有所谓 陈威兵,苏钢 唐欢 陈璐萍 付博 三等奖

49 运动智享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4
队

谢铁强,徐卓农 王海洲 蒋孟凡 陈涵 三等奖

50 智能输液监控系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天鹅队 向诚 袁雨鑫 王源锋 刘英 三等奖

51 智慧用电安全系统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创新4队 郑志凌,陈义 曾石保 曹玉枫 戴丽兰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