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 

设计竞赛（技能赛和挑战赛）获奖名单公示 
 

各高等学校：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举办 2022 年全省普通高校大学生

学科竞赛的通知》（湘教通〔2022〕84 号）精神，2022 年（第六届）

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竞赛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湖南省

物联网学会协办，长沙师范学院承办，于 2023 年 3 月 18-19 日完成

技能赛和挑战赛决赛（创意赛已于 2022 年 12 月完赛）。技能赛共有

全省 29 所高校 102 支队伍、306 名选手参赛，经现场竞赛评选技能

赛一等奖 15 项，二等奖 20 项，三等奖 27 项；挑战赛共有 32 支队

伍、96 名选手参赛，经现场竞赛评选挑战赛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8 项；评选技能赛和挑战赛优秀指导教师 20 名；长沙学

院等九所高校获优秀组织奖。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示，具体见附件 1-

4，公示日期：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3 日。 

公示期间，对获奖名单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可以书面形式向组委

会提出。单位提出异议的须写明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并加盖公章；

个人提出异议的须写明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并附本人的

签名。邮箱：hunaniot@qq.com，联系人：李老师（15173125339）。 

 

附件 1：2022 年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竞赛（技能赛）获奖名单 

附件 2：2022 年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竞赛（挑战赛）获奖名单 

附件 3：2022 年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竞赛（技能赛和挑战赛）优秀

指导教师名单 



附件 4：2022 年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竞赛优秀组织奖 

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竞赛组织工作委员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日



序号 类别 学校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获奖等级

1 技能赛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技能赛）1队 田清龙,周荣华 李旸 卢锦长 罗正文 一等奖

2 技能赛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技能赛）2队 邬思奇,胡瑛 李汕 刘韧 谢旗峰 一等奖

3 技能赛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技能赛）1队 付彬,赵欢 欧阳生 梁苏银 许彧玮 一等奖

4 技能赛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技能赛）1队 周涵,雷荣华 杨锐 徐小飞 陈振阳 一等奖

5 技能赛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技能赛）2队 钱彭飞,刘峰 陈嘉骐 尹瀚琳 王彦博 一等奖

6 技能赛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技能赛）1队 常赟杰,曾利军 朱廉希 顾洪玮 罗泽旺 一等奖

7 技能赛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技能赛）4队 李悛,李敏 龙运 黎振望 邓运翔 一等奖

8 技能赛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技能赛）2队 于芳,张雯雰 梅勇彪 刘雅柔 张洲榕 一等奖

9 技能赛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技能赛）1队 万李,杨振南 曾一凡 袁观杰 郑萱 一等奖

10 技能赛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技能赛）1队 胡瑛,邬思奇 邹昀 王文青 黄耀 一等奖

11 技能赛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技能赛）1队 邓月明,魏叶华 曾理 彭俊希 王鸿裕 一等奖

12 技能赛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技能赛）4队 余庆春,胡勇华 刘泽康 邓馨悦 黄冠联 一等奖

13 技能赛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技能赛）4队 陈浩,秦华 李洋 柳衡 王毅涵 一等奖

14 技能赛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技能赛）4队 焦铬,彭亚云 高万惠 尹佳晟 高汝嘉 一等奖

15 技能赛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技能赛）2队 王靖宇,李琳 程毅 孙志鹏 何姗 一等奖

附件1    2022年(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竞赛（技能赛）结果公示



16 技能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技能赛）1队 张凌涛,刘帅 谢雨欣 曾楠馨 刘佳豪 二等奖

17 技能赛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技能赛）1队 傅卓军,李伟 李渊桥 李昀骏 唐京伟 二等奖

18 技能赛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技能赛）2队 杨振南,段国云 潘治国 陈超 张宏 二等奖

19 技能赛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技能赛）2队 尹鹏飞,李宗寿 冯志勇 李金鑫 黄志强 二等奖

20 技能赛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技能赛）3队 石俊萍,印煜民 李文宇 李心琥 李方超 二等奖

21 技能赛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技能赛）1队 廖柏林,李建锋 肖鸣 朱金林 彭宇凡 二等奖

22 技能赛 长沙师范学院 长沙师范学院（技能赛）3队 裴宇驰,陈琦 顾声武 李孟萱 贺志伟 二等奖

23 技能赛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技能赛）3队 廖璟,张世文 张莫林 李嘉诚 蓝海博 二等奖

24 技能赛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技能赛）1队 张世文,夏新军 王启航 吴奥成 伍鑫豪 二等奖

25 技能赛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技能赛）2队 刘芳菊,刘立 周新辉 曹傲凯 罗凯文 二等奖

26 技能赛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技能赛）1队 王靖宇,李琳 罗夕林 邱继宇 陈嘉文 二等奖

27 技能赛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技能赛）2队 陈德鹏,杨格兰 廖杰 陈杰 谭奕枫 二等奖

28 技能赛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技能赛）4队 李南樱,李桂继 陈志斌 李润基 欧阳新华 二等奖

29 技能赛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技能赛）3队 刘备,王章弘 邓栋 成虹辉 唐亚丽 二等奖

30 技能赛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技能赛）5队 肖雄仁,周旭 龚一凡 欧阳荣桓 王静 二等奖

31 技能赛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技能赛）3队 潘怡, 乐振昊 吴丰宁 赵丽竹 二等奖

32 技能赛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技能赛）3队 雷琳,高广珠 谭凯 张英杰 刘程 二等奖



33 技能赛 长沙师范学院 长沙师范学院（技能赛）5队 李列文,徐雨明 王斌 黄良兴 张吉滨 二等奖

34 技能赛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技能赛）1队 陈德鹏,曾敏 欧阳雪英 曾德海 梁欢 二等奖

35 技能赛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技能赛）1队 宋晓虹,方跃春 李爱国 尹嘉辉 胡亮成 二等奖

36 技能赛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技能赛）2队 胡勇华,余庆春 张宏辉 高祥玉 刘彬 三等奖

37 技能赛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技能赛）5队 谢冬水,周涵 罗涛 江志政 蒋恒盛 三等奖

38 技能赛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技能赛）5队 郭承恩,李清芝 李丹 袁晟凯 蔡文韬 三等奖

39 技能赛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技能赛）1队 刘懿, 孙乐涵 赵景 周骏龙 三等奖

40 技能赛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技能赛）1队 张剑,王承龙 周伊婷 黄璐瑶 石锐 三等奖

41 技能赛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技能赛）5队 邬思奇,胡瑛 陈恩 徐欣如 李苗苗 三等奖

42 技能赛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技能赛）5队 焦铬,张剑 王芳艳 陆金佳 袁依平 三等奖

43 技能赛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技能赛）1队 王文虎,彭琛 蒋杰 孙楠 王鑫骏 三等奖

44 技能赛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技能赛）3队 高春辉,文兵 肖珍隆 聂冬 罗先绪 三等奖

45 技能赛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技能赛）1队 张晋平,刘朝晖 雷泽群 刘传松 李凌帆 三等奖

46 技能赛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技能赛）3队 胡瑛,邬思奇 汤毅 王海斌 胡雯 三等奖

47 技能赛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技能赛）1队 李晓琪,康钦清 张轩 谭德义 杨柠蓉 三等奖

48 技能赛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技能赛）5队 樊希平,方勇昌 周桂丽 熊秦 吴涛 三等奖

49 技能赛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技能赛）3队 刘芳菊,李悛 龚力涵 叶钰炜 廖章翔 三等奖



50 技能赛 长沙师范学院 长沙师范学院（技能赛）2队 裴宇驰, 陈啸 李家英 李琼 三等奖

51 技能赛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技能赛）5队 王湘林,胡炎贵 范湘玉 刘韦希 周宏辉 三等奖

52 技能赛 湘南学院 湘南学院（技能赛）1队 张雯雰,刘爱林 丁博凡 黄粤 李钰潞 三等奖

53 技能赛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技能赛）5队 刘备,王章弘 李铭达 阮嘉伟 林福永 三等奖

54 技能赛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技能赛）2队 黄丽霞,郭平 朱春琴 危志翔 文辉正 三等奖

55 技能赛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技能赛）4队 张洪杰,刘峰 薛子萱 姜怡楠 梁婷婷 三等奖

56 技能赛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技能赛）3队 魏叶华,邓月明 盖潇文 马婧 刘勇宏 三等奖

57 技能赛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技能赛）4队 陈爱贵,周书礼 何涛 张会鑫 刘易 三等奖

58 技能赛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技能赛）1队 邓锬 刘清 李嘉俊 周威彤 三等奖

59 技能赛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技能赛）1队 刘鸣春,杨成 陈嘉仪 段泽军 周康龙 三等奖

60 技能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技能赛）2队 郑志安,谢铁强 邓世超 刘彦君 廖婷 三等奖

61 技能赛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技能赛）2队 曾利军,常赟杰 黄泽林 郭丽伟 谭宝岗 三等奖

62 技能赛 邵阳学院 邵阳学院（技能赛）2队 许建明, 邓谨仪 肖睿 谭泽龙 三等奖



序号 类别 学校 队伍名称 指导老师 队长 队员1 队员2 获奖等级

1 挑战赛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挑战赛）3队 唐雅媛,刘倩兰 邱隆泉 李湘 侯雨婷 一等奖

2 挑战赛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挑战赛）1队 聂作财,周碧静 陈志强 钟子豪 熊程 一等奖

3 挑战赛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挑战赛）3队 何文德, 付浩文 陈湘奇 徐享 一等奖

4 挑战赛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挑战赛）2队 刘秋喜,陈爱贵 赵佳怡 陈井杏 易棣 一等奖

5 挑战赛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挑战赛）2队 扈乐华,宋梅 胡晔 姚宇珍 言玉格 一等奖

6 挑战赛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挑战赛）1队 张剑,刘新宇 潘彦卓 陈雅丽 尹旺 二等奖

7 挑战赛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挑战赛）3队 汪琳霞,何啸峰 谢海源 周嘉伟 李江武 二等奖

8 挑战赛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挑战赛）1队 李伟民, 何政 李浩 王玉 二等奖

9 挑战赛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挑战赛）3队 印煜民,廖柏林 陈聪 曾麒 汪俊秀 二等奖

10 挑战赛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挑战赛）4队 刘欣, 钟郁珍 杨斌 段建伟 二等奖

11 挑战赛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挑战赛）2队 陈浩,秦华 刘冰冰 季朗 王彦博 二等奖

12 挑战赛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挑战赛）1队 李宗寿,尹鹏飞 周多木 盘轩 鲁杰伟 三等奖

13 挑战赛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挑战赛）1队 汪琳霞,刘立 容琦 王陈 彭春柳 三等奖

14 挑战赛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科技学院（挑战赛）1队 张彬,胡蓉 曾祁聪 张彩云 何磊磊 三等奖

15 挑战赛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挑战赛）4队 陈昌奉,李必云 邓聪睿 杨仡劼 朱子涵 三等奖

16 挑战赛 长沙学院 长沙学院（挑战赛）5队 张志宏, 周贤杰 陈杰 李欣钰 三等奖

17 挑战赛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挑战赛）1队 胡晋彬,王静 陈正东 岳洲 胡周 三等奖

18 挑战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挑战赛）2队 钟少宏, 唐稳达 王程 何庆来 三等奖

19 挑战赛 南华大学 南华大学（挑战赛）2队 汪琳霞,聂明星 贺惠娟 代霞 刘亚 三等奖

附件2   2022年(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竞赛（挑战赛）结果公示



序号 学校 教师姓名 奖项

1 长沙学院 田清龙 优秀指导教师

2 湖南工程学院 邬思奇 优秀指导教师

3 湖南大学 付彬 优秀指导教师

4 湖南工商大学 周涵 优秀指导教师

5 湖南大学 钱彭飞 优秀指导教师

6 湖南工学院 常赟杰 优秀指导教师

7 南华大学 李悛 优秀指导教师

8 湘南学院 于芳 优秀指导教师

9 湖南科技学院 万李 优秀指导教师

10 湖南工程学院 胡瑛 优秀指导教师

11 湖南师范大学 邓月明 优秀指导教师

12 湖南科技大学 余庆春 优秀指导教师

13 湖南城市学院 陈浩 优秀指导教师

14 衡阳师范学院 焦铬 优秀指导教师

15 湖南信息学院 王靖宇 优秀指导教师

16 湖南科技学院 唐雅媛 优秀指导教师

17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聂作财 优秀指导教师

18 长沙学院 何文德 优秀指导教师

1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刘秋喜 优秀指导教师

20 湖南科技学院 扈乐华 优秀指导教师

附件3 2022年(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
竞赛优秀指导教师（技能赛和挑战赛）结果公示

注：指导队伍获一等奖且排名第一的指导老师，排名不分先后（创意赛优秀指导教师已另行公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 长沙学院 1 1 1 1 2 1 1 1 1 20 优秀组织奖

2 湖南科技学院 2 2 1 1 2 1 18 优秀组织奖

3 吉首大学 2 2 3 1 2 18 优秀组织奖

4 湖南大学 1 1 2 1 1 14 优秀组织奖

5 湖南工程学院 1 1 2 2 12 优秀组织奖

6 湖南科技大学 1 1 1 1 1 1 12 优秀组织奖

7 湖南信息学院 2 1 2 1 12 优秀组织奖

8 衡阳师范学院 2 1 1 2 1 12 优秀组织奖

9 南华大学 2 1 1 1 1 2 12 优秀组织奖

备注：一等奖3分，二等奖2分，三等奖1分；得分相同时依次比较一、二、三等奖个数。

附件4    2022年(第六届)湖南省大学生物联网应用创新设计竞赛优秀组织奖结果公示

奖项
创意赛（个数） 技能赛（个数） 挑战赛（个数）

序号 学校名称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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