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暨 2017 年（第 10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江苏省级赛 

结果公示 

2017年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暨 2017年（第 10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江苏省级赛

共收到有效报名作品 750 件，涉及作者 1938 人次，参赛学校 88 所，其中本科类院校 62 所，共提交作

品 595件；高职高专类院校 26所，共提交作品 155件。 

在专家初评阶段，组委会聘请了来自 48所不同院校的 87位评审专家对 750件作品进行了初评。初

评阶段采用将本科类院校作品与高职高专类院校作品按作品类别统一评审、分开计分的方式，按分值和

比例遴选进入决赛的作品。最后经专家复审，进入决赛的作品共 266件，推荐国赛的作品共 175件（详

情见附件 1），分布于 50所院校。 

2017 年 5 月 20 日在盐城师范学院通榆校区举行了 2017 年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暨 2017 年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江苏省级赛的现场决赛。决赛根据作品类别和数量分为 15 组同时进行，邀

请了来自省内各院校相关领域的 45 位专家作为决赛评委，大赛仲裁组 3 位成员和监督组 3 位成员对现

场决赛进行了巡视和监督。决赛采用现场答辩的方式，每件作品总答辩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经过一天

激烈的角逐，共评出特等奖作品 26 件，一等奖作品 42 件，二等奖作品 52 件，三等奖作品 110 件（详

情见附件 2、附件 3、附件 4、附件 5）。此外，共 39 人次获得优秀教师指导奖（见附件 6）；20 所学校

获得优秀组织奖（见附件 7）；20人获得优秀管理员奖（见附件 8）。 

特此公示。 

 

 

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组织委员会 

2017年 05月 20日 

 

 

 

 

1．省级赛联系人： 

王金玉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电话：025-83592313  手机：17712909989  邮箱：tracy@nju.edu.cn 

2．省赛国赛信息发布网站：http://www.jsjds.org 

  



附件 1  2017 年（第 10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江苏省级赛推荐国赛作品名单（175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6036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剪纸乐园 东南大学 本科 吉轩帆 吴小宝 王鑫 

26038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芒果云 东南大学 本科 王佳卓 冯森 李朋原 

26039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追影--青年约拍社交平台 东南大学 本科 黄鑫晨 兰威 申皓月 

26040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食行记 东南大学 本科 贾昊楠 崔颖华  

26041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纸飞机 东南大学 本科 李朝华 

26043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学 “脂”识就是力量 东南大学 本科 陆明琦 夏文琪 许洲源 

26044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汉语言文学 烟雨朦胧 梦回江南 东南大学 本科 沃媛 徐呈豪 王宇啸 

26046 数媒设计普通组-产品设计 海豚之泣 东南大学 本科 张紫璇 王纪元 陈晨 

26051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动物二次方 东南大学 本科 王恒强 曾琪昕 叶卓凡  

26052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守护者 东南大学 本科 张嘉琦 丁岳鹏  

26054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森林之旅 东南大学 本科 冉智丹 徐育晖 肖志尧 

26055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探秘动物城 东南大学 本科 戚耀磊 蒋驰 苏恬 

26058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金陵寻 Roaming  东南大学 本科 朱柠 孙豪 黄文超  

26060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人机交互应用

（省级赛用） 

基于  Leapmotion 的  3D 展示交互

系统 

东南大学 本科 刘凯  王嘉伟 彭梓瑞  刘文

景  

26066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和谐无价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 尚奇奇 靳宇航 薛冰琛 

26070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月熊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 徐家睦 王子聪 秦之涵 

26073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Hello Mirror” 智能镜子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 王家宸 黄尔齐 夏恒永 

26127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揭开“病毒”的神秘面纱 南京林业大学 本科 黄悦 许童玲 刘艺淋 

26187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手中世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彭可兴 于浚哲 隋秀章 

26277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进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蔡慧雯 

2634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动画 墨卷––民族建筑揽胜 中国药科大学 本科 封硕 卢泓佳 

26399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拯救动物园 南京大学 本科 殷嘉俊 

26412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尊以和，调以谐 南京大学 本科 邓淳元 丁一秦 

26416 数媒设计普通组-产品设计 扇面-人与动物 南京大学 本科 李儒丁 

26434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学 6min 带你认识希腊字母 南京大学 本科 牛庆林 欧阳鸿宇 

2643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汉语言文学 《长恨歌》赏析 南京大学 本科 贺强 谷媛 葛静怡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6529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动画 壶之韵 江苏理工学院 本科 金蕾 乔广静 徐玖 

26540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漫游仙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刘圣洁 赵宇 

2654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动画 春江花月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李怡婷 常可依 

26562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物联网应用（省

级赛用） 

基于 WSN 的智能餐具回收服务机器

人 

太湖学院 本科 刘森  龚柯瑶 范跃飞  徐靖 

常昊 

26565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互联网 智能宿舍管理系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

城学院 

本科 孙小俊 秦兴杰 郝本坤  

26569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汉语言文学 古文字的魅力——小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

城学院 

本科 侯杰 朱冉冉  

26571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益助社区 苏州大学 本科 张赟杰 王顺 田渭霞  

26574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小蜜，你的智能新家——针对澳大利

亚滑翔鼠类居住空间设计 

江南大学 本科 王笑寒 葛超宇 

26575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Lively 暖萌——蛋宝宝 江南大学 本科 罗舒仁 王二将 

26580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面向 Java 编程语言的教学辅助系统

的设计与实现 

南通大学 本科 陈克强 

26583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智慧安监 南通大学 本科 曹凯博 茅家伟 顾群 

26586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乡下狗与城市狗 南通大学 本科 唐敏 王雪 陆伟豪  

26590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阿姨来了 南通大学 本科 赵英全  袁智丹 窦祖俊 彭

超华 曹燕 

26591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电子商务（省

级赛用） 

智能货运 南通大学 本科 林华睿  柯延杰 郭天豪 魏

世鑫 吴嘉凯 

26592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电子商务（省

级赛用） 

巧匠帮 南通大学 本科 李春桥  何蔓 刘明  程湉湉 

李晞 

26596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手机短信管理与信息挖掘应用研发 南通大学 本科 刘心诚 王凯舸 周猛 

26603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Rabbit`s Hope 中国药科大学 本科 任翔宇 

26650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Deliver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科 张俊东 陈俊帆 李继鹏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6665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会议室预约管理系统 苏州大学 本科 王俊 陈石松 马亮 

26669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校易通”大学生综合服务 APP 淮海工学院 本科 史祥平  吴生涛 杨淇  计永

刚 

26674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校友的移动互联生活 淮海工学院 本科 甘朝阳 耿明达 李鑫  

26681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农药残毒及追溯系统的设计 宿迁学院 本科 董佳佳 茆玉辰 季倩倩 

26683 软件应用与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基于人脸识别的学生考勤系统 江苏理工学院 本科 张宇峰 蔡立宇 葛晓东 

26784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其他（省级赛

用） 

ONELAND 东南大学 本科 罗易凡  熊广为 冯若愚 梅

毓 严格 

26844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指法神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本科 郭倩 

26855 软件应用与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套牌稽查系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科 宋力翔 于辛 丁熠玮 

26976 数媒设计普通组-交互媒体 我想为你 南京医科大学 本科 孙汉垚 邱妍 谢祯晖 

26994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云端上的健康”——大学生健康管

理系统 

南京医科大学 本科 张荣鑫 刘嘉玥 张静 

27000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雍逸堂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本科 胡道远  

27065 数媒设计普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理 小人国里的猫 南京医科大学 本科 苏丽丽 余嘉俐 洪罗媛 

27163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文本相关性计

算详解 

苏州大学 本科 吴大洋 

27186 数媒设计普通组-交互媒体 往事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苗清 罗嘉欣 

27188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考研助手——研

帮会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罗怡君  杨叶博 严浩  刘凌

云  

2719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学 探索磁铁在铝管中缓慢下落之谜—

—楞次定律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朱姝婷 叶子 陈婉怡 

27191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小学生养成记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赵安琪 崔佳丽 张津玮 

27194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我的邻居有点怪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刘佳雨 郑素燕 左亚茹 

27196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基于 OpenCV 和机器学习的手语翻译

APP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陈其文 陈潘怡 卢逢阳 

27198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汉字拼音连连看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曾琦 邹洁 王娉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7281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基于移动终端的中药饮片追溯系统 南京中医药大学 本科 徐佳待 徐孟辉 胡伟男 

27289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IT TIME 在线程序编译训练系统 江苏科技大学 (张家

港) 

本科 王嘉宁 朱玉洁 

27397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丝路之旅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宁秋怡 马文 郑蒋滨 徐倩  

27403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基于 M2M 的云风阀控制器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沙铜 王文斌 孙梦婷  

27441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冒泡排序算法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马文 史公朋 张志刚 

27448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与资产审计系统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董炳希 赵志强 狄新艺  

27453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你是我的眼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郑蒋滨 徐大勇 刘必淳  

27454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谁在收藏中国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郑蒋滨 徐大勇 王亚楠  

27473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基于 Linux 平台的语音识别与问答系

统 

淮阴工学院 本科 凌迎港 程宇健 

27474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人机交互应用

（省级赛用） 

AR 智能交通行车辅助应用 淮阴工学院 本科 颉正 李乾 李锐 李木子  

2747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PPT 竟能这么酷！ 淮阴工学院 本科 李乾 李文婷 

27479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电子商务（省

级赛用） 

AR 购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梁吉超  吴茂佳 李康康 王

斯弘 苑永平 

27480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107 秒：别眨眼！ 淮阴工学院 本科 戈瑶 郭芙 

27482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健康医学计算

（省级赛用） 

智慧中医健康平台 南京中医药大学 本科 黎钲晖  高桂春 刘震  陈燕 

赵文杰 

27487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最后的挽歌 常州大学 本科 王浩 孙云丽 王福升 

27501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健康医学计算

（省级赛用） 

多器官组织的三维建模软件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赵飞 蔡中冰 张玥 张啸蔚  

27546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IN-SPOC 在线云课堂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高正 文壮壮 姜夏平 

2754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二进制及进制转换——“零一君”与

“十朵花”的爱情故事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陈越 房楼 

27557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秦淮花灯的守望者—曹真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倪杰  顾涵之 何曼可  崔宁 

郭心悦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7559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禅意小镇——拈花湾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褚琦 曹晨 洪璐 刘菲宇 

27561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是梦？是梦！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程文静 芮依萍 杨彦颀 

27748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纪录片 金陵剪纸记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华惠  曹超凡 尹俊男  卢清

扬 万少康 

27898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请假系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

院 

本科 任正肖 韩潇 蔡全煜  

27921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可编程网页计算器 中国矿业大学 本科 王颖 赵轶杰  

28048 数媒设计普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理 我和你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 何艺 汤梦婷 

28057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纪录片 半壁门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陈柳宏 李金枫  

28087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愿你知晓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

院 

本科 薛恒键 李佳瑶 

28104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集梦创业交流平台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

院 

本科 彭志星 朱倚秋 袁野 

28145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大数据分析（省

级赛用） 

基于 Keras 与 TensorFlow 的校园监控

智能分析系统 

江苏理工学院 本科 邰阳  赵永航 王樱  周煜颉 

周睿康 

28146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人机交互应用

（省级赛用） 

智能视频摘要检索系统 江苏理工学院 本科 徐金溪  刘珺 朱金铭  陆佳

雯 

2839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汉语言文学 《声声慢 寻寻觅觅》——宋词中的

音律美 

江苏开放大学 本科 罗亚茜 薛婉倩 冯元 

28397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PPT 超链接的交互应用 江苏开放大学 本科 张英杰 窦刘柱 王锡凡 

2840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神奇的缩放 江苏开放大学 本科 邱冬 姚琎 吴昊 

28401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JAVA 多线程的创建 江苏开放大学 本科 周扬扬 刘涵 夏威伟  

28491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VGSC（同线性分析的生物绘图软件） 南京林业大学 本科 杜思源 王启昂 陈辉 

28682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印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

城学院 

本科 赵哲妍 

28697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白驹过隙—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

城学院 

本科 蒋源 王艺蓉 印洁 

28738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基于 Bot Framework 的校园社团服务 江苏科技大学 (张家本科 姜强强 罗元孟 孙厚权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港) 

2900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虚拟实验平台 图书馆入馆教育平台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朱梦琪 申皓宁 杨慧 

29055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纪录片 徽州的消逝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顾嘉欣 周嘉瑜 

29127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爱护动物让人类不孤单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宋苗苗 顾月 季梦兰 

29197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基于 WIFI 的室内定位与跟踪系统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王琦 武康康 冯川苏 

29199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掌上签到系统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郭城 许仁益 梅丽娜  

29202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物联网应用（省

级赛用） 

老人行为状态监测系统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黄太愉 柏京 周岚 叶月 王

盼悦 

29213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学 认识角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卢潇宇 周琴 宋欣 

2922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RPG 游戏地图生成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贡丽伟 李朝霞 潘依乐  

29225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演出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邢树宜 屠张雷 高若宇 

29226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角落里的星星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路彤 孙颖莹 杨发彩 林瑶 

29233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守护天使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徐奎 张万杰 吴海桐 

2923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学 勾股定理 泰州学院 本科 张力超 姚宇 赵玉红 

29237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雏鸟留情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李婷婷 章康 刘星辰 

29242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物”转“心”移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计音成 邢宇 郁钦 

29248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鹤之女孩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陈澍稼 金宇 吴静艳 

29252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奇妙的朋友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何陆香 刘梦姣  

29348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掌上签到应用开发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本科 王揆豪 计俊康 洪鑫鑫 

2936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学 5 分钟-了解你的泌尿系统 徐州医科大学 本科 李翔 李巧利 刘正立 

29372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夜跑卫士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陶星雨 仲伟宇 管弋铭 

29373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基于脑电波的智能情绪识别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牛夕源 孙雨楠 崔新 

29374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可穿戴疲劳驾驶预警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陈明阳 李天宇 常嘉乐 

29378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同根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张芷瑞 

29384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共享地球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黄良慧 

29388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迷鹿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旷鑫宇 周玖宏 谢丹鸿  

2939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动画 羿思月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张阳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9403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和 苏州科技大学 本科 谢可昕 

29404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假如你和我一样 苏州科技大学 本科 刘彤棻 乐子妍 宣永刚  

2942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电子插画设计----星次主题插画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本科 王丹辰 

29441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营救瞪羚羊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

院 

本科 关淦中 彭程 

29449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掌上淮师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窦媛媛 孙其勇 董方 

29545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数字博物馆 三江学院 本科 韦晨 李旺 朱成 

2954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虚拟实验平台 《善学》教学 app 开发 三江学院 本科 徐厚森 王文贤 潘昕宇 

29741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木缘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

院 

本科 陈佳新  王健群 黄宇星 任

远 李铮儿 

29872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共生·公益海报设计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本科 季敏 胡子轶 李怡凡 

29874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物联网应用（省

级赛用） 

菁漾智能浇花系统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本科 周方骁  梁浩 俞光宇  顾晶

蓉 刘垚鑫 

29889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捏合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陈苏伦  王蓉 霍蓓  吴宇灵 

焦亦熙 

29891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沁兰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梁耀元 王天燕 方镜皓 

29892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梅里长干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高湘婷 范婧瑜 赖云千姿 

29897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哑琴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陈明慧  王爽 毛威 

29971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琵琶愿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王雪茹 王曦雯 徐文杰 

29974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亲爱的它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陈臣 刘聪 张海燕 

29990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趣味小助手创新设计 宿迁学院 本科 朱彤 王思瑶  

3000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学 神奇的 3D“瞄准上色”技术 南京林业大学 本科 荀文婧 朱宸 姜珊 

30077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基于物联网的沿海湿地环境监测系

统 

盐城工学院 本科 高子仪 叶阳 高建军  

30103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数字漫画 光与影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

院 

本科 薛锦慧 

30135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王老师讲编程—递归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本科 钱勤红 刘伟 孙雪 

3014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Photoshop 中剪贴蒙版的应用——看 江苏大学 本科 吴淑敏 杨以臻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透房屋的秘密 

30236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无锡大运河 江南大学 本科 刘源  李乐瑶 徐珍妮  马亮 

赵阳 

30295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信息图设计《中国旗舰物种录》 江南大学 本科 尹一行 陈柳言 

30305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信息图设计《动物驯化》 江南大学 本科 蒋洁仪 朱润泽 

30310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有度”财经媒介信息冲量分析系统 南京理工大学 本科 潘熙艳 曾轩芩 谢彤 

30314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聚匠斋 南京财经大学 本科 陈枝 王秋月 李特 

30327 数媒设计普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理 52HZ 的独唱 南京财经大学 本科 沈童 赵子维 程雯菲  

30329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信用评价与

预测系统 

南京理工大学 本科 仲晓文 罗云鹿 黄颖 

30354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寄畅圆修缮历史图 江南大学 本科 戴则宇 童港怀  

30401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智能家居检测控制系统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温佳华 

30435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练易练 江苏大学 本科 栾一威 丁蕾 赵金敏  

30473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基于物联网的车辆套牌稽核软件 徐州工程学院 本科 徐如阳 王媛媛 王家兴 

30498 软件应用与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科技文献主题分析系统 南京理工大学 本科 苏琼 陈曦 张玉豪  

30589 数媒设计专业组-交互媒体 ANIHOME 江南大学 本科 池芮瑶 向俊豪 胡雅云 

30605 数媒设计专业组-交互媒体 人类的朋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王凡 朱颖雯 吴锦莹 

30607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爪账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龙雨霏 朱莉 李娟娟  

30735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校园报修系统 APP 宿迁学院 本科 周杨 居鹏 李其超 

30782 软件应用与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地测信息图数一体化管理系统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杨莎 何亮 韩文聪 

30784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玩转南京”移动 APP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陈玥 陈蕾 

30803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南京印象-原创涂鸦插画风格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范吴财禄 

30804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保护动物原创涂

鸦插画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范吴财禄 

3082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游戏里的 C 语言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薛明怡 赵俊杰 郝云飞 

3082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虚拟实验平台 基于 VR和AR的设备装配培训与引导

系统 

南京工程学院 本科 袁文 丁剑宇 

30889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人机交互应用 智播客——基于 RTMP 的在线教学系 河海大学 本科 李博文  王睿 王乐进  连晓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省级赛用） 统 颖 赵耀 

3102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扬州印象 AR 扬州大学 本科 朱熙瑶 王晓慧 孙玉雪  

31024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人与动物·公益海报 扬州大学 本科 王径舟 李梦圆 江柳柳  

31028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苏韵·苏州民族文化艺术招贴 扬州大学 本科 吴天娇 龚耘 孔慧 

 

  



附件 2  2017 年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特等奖作品名单（26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6036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剪纸乐园 东南大学 本科 吉轩帆 吴小宝 王鑫 

26041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纸飞机 东南大学 本科 李朝华 

26055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探秘动物城 东南大学 本科 戚耀磊 蒋驰 苏恬 

26164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砰！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朱庆 

26277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进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蔡慧雯 

26434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

学 

6min 带你认识希腊字母 南京大学 本科 牛庆林 欧阳鸿宇 

26526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匠心.传承——常州非遗博物馆全景

交互系统设计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何雨晴 王婧 莫凡 

26591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电子商务（省

级赛用） 

智能货运 南通大学 本科 林华睿  柯延杰 郭天豪 魏

世鑫 吴嘉凯 

26659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基于自定义客户的消息服务平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赵刚 朱亮  

26976 数媒设计普通组-交互媒体 我想为你 南京医科大学 本科 孙汉垚 邱妍 谢祯晖 

27194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我的邻居有点怪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刘佳雨 郑素燕 左亚茹 

27403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基于 M2M 的云风阀控制器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沙铜 王文斌 孙梦婷  

27473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基于 Linux 平台的语音识别与问答系

统 

淮阴工学院 本科 凌迎港 程宇健 

2754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二进制及进制转换——“零一君”与

“十朵花”的爱情故事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陈越 房楼 

29055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纪录片 徽州的消逝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顾嘉欣 周嘉瑜 

29089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动画 古建掠影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马聪 马浩楠 赵宁 

29213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

学 

认识角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卢潇宇 周琴 宋欣 

29225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演出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邢树宜 屠张雷 高若宇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9242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物”转“心”移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计音成 邢宇 郁钦 

29403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和 苏州科技大学 本科 谢可昕 

2942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电子插画设计----星次主题插画设计 苏州科技大学 本科 王丹辰 

29562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纪录片 与你 赴一场千年的约会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周金鑫  于军 马吉磊  张志

威 权俊嘉 

2982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巧用 IF 函数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唐佳龙 杨慧慧 

30090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寻迹古城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王煜 袁泽鹏  

30314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聚匠斋 南京财经大学 本科 陈枝 王秋月 李特 

30889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人机交互应用

（省级赛用） 

智播客——基于 RTMP 的在线教学系

统 

河海大学 本科 李博文  王睿 王乐进  连晓

颖 赵耀 

 

  



附件 3  2017 年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一等奖作品名单（42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6038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芒果云 东南大学 本科 王佳卓 冯森 李朋原 

26046 数媒设计普通组-产品设计 海豚之泣 东南大学 本科 张紫璇 王纪元 陈晨 

26052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守护者 东南大学 本科 张嘉琦 丁岳鹏  

26058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金陵寻 Roaming  东南大学 本科 朱柠 孙豪 黄文超  

26060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人机交互应用

（省级赛用） 

基于  Leapmotion 的  3D 展示交互

系统 

东南大学 本科 刘凯  王嘉伟 彭梓瑞  刘文

景  

26073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Hello Mirror” 智能镜子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 王家宸 黄尔齐 夏恒永 

26127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揭开“病毒”的神秘面纱 南京林业大学 本科 黄悦 许童玲 刘艺淋 

26187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手中世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彭可兴 于浚哲 隋秀章 

2621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

学 

初识空气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高职 陈晓婷 祁奉谨 

26378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守卫者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

包职业学院 

高职 丁好 窦浩 

26379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忆亭忆窗忆城楼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

包职业学院 

高职 周梦楠 马炳艳 李宸 

2643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汉语言文学 《长恨歌》赏析 南京大学 本科 贺强 谷媛 葛静怡  

26537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物联网应用（省

级赛用）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水杯设计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胡晨 任宸 杜浩 郭宙 

26540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漫游仙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刘圣洁 赵宇 

26574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小蜜，你的智能新家——针对澳大利

亚滑翔鼠类居住空间设计 

江南大学 本科 王笑寒 葛超宇 

26586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乡下狗与城市狗 南通大学 本科 唐敏 王雪 陆伟豪  

26590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阿姨来了 南通大学 本科 赵英全  袁智丹 窦祖俊 彭

超华 曹燕 

26665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会议室预约管理系统 苏州大学 本科 王俊 陈石松 马亮 

26669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校易通”大学生综合服务 APP 淮海工学院 本科 史祥平  吴生涛 杨淇  计永

刚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6784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其他（省级赛

用） 

ONELAND 东南大学 本科 罗易凡  熊广为 冯若愚 梅

毓 严格 

27065 数媒设计普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

理 

小人国里的猫 南京医科大学 本科 苏丽丽 余嘉俐 洪罗媛 

27289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IT TIME 在线程序编译训练系统 江苏科技大学 (张家

港) 

本科 王嘉宁 朱玉洁 

27397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丝路之旅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宁秋怡 马文 郑蒋滨 徐倩  

27441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冒泡排序算法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马文 史公朋 张志刚 

27561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是梦？是梦！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程文静 芮依萍 杨彦颀 

27689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鹅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鲁文文 庞珍珍  

27748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纪录片 金陵剪纸记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华惠  曹超凡 尹俊男  卢清

扬 万少康 

28142 数媒设计专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

理 

鹤·憩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雷旭 

28768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有价的生命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

包职业学院 

高职 潘思宇 孙悍夫  

2922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RPG 游戏地图生成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贡丽伟 李朝霞 潘依乐  

2936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

学 

创意水果电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方飞 杨雨季 陆鹏程 

2936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

学 

5 分钟-了解你的泌尿系统 徐州医科大学 本科 李翔 李巧利 刘正立 

29372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夜跑卫士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陶星雨 仲伟宇 管弋铭 

29449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掌上淮师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窦媛媛 孙其勇 董方 

29872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共生·公益海报设计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本科 季敏 胡子轶 李怡凡 

29889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捏合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陈苏伦  王蓉 霍蓓  吴宇灵 

焦亦熙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30038 数媒设计专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

理 

特殊的子女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严溯 娄思琦 

30069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平江历史街区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黄圩锋 华诚  

30077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基于物联网的沿海湿地环境监测系

统 

盐城工学院 本科 高子仪 叶阳 高建军  

30295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信息图设计《中国旗舰物种录》 江南大学 本科 尹一行 陈柳言 

30784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玩转南京”移动 APP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陈玥 陈蕾 

30803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南京印象-原创涂鸦插画风格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范吴财禄 

 

  



附件 4  2017 年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二等奖作品名单（52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6039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追影--青年约拍社交平台 东南大学 本科 黄鑫晨 兰威 申皓月 

26040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食行记 东南大学 本科 贾昊楠 崔颖华  

26051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动物二次方 东南大学 本科 王恒强 曾琪昕 叶卓凡  

26054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森林之旅 东南大学 本科 冉智丹 徐育晖 肖志尧 

26066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和谐无价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 尚奇奇 靳宇航 薛冰琛 

26237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纪录片 选择·雕琢·坚守 南通职业大学 高职 杨鑫 顾义 

26262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印即得在线图文制作 南通职业大学 高职 胡立伟 夏志诚 张华信  

2634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动画 墨卷––民族建筑揽胜 中国药科大学 本科 封硕 卢泓佳 

26399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拯救动物园 南京大学 本科 殷嘉俊 

26416 数媒设计普通组-产品设计 扇面-人与动物 南京大学 本科 李儒丁 

26529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动画 壶之韵 江苏理工学院 本科 金蕾 乔广静 徐玖 

26562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物联网应用（省

级赛用） 

基于 WSN 的智能餐具回收服务机器

人 

太湖学院 本科 刘森 龚柯瑶 范跃飞 徐

靖 常昊 

26580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面向 Java 编程语言的教学辅助系统

的设计与实现 

南通大学 本科 陈克强 

26592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电子商务（省

级赛用） 

巧匠帮 南通大学 本科 李春桥 何蔓 刘明 程湉

湉 李晞 

26609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遇见—唯美风手机 UI 界面设计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黄宇萍 陈佳芬  

26821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 苏州市职业大学 高职 孙嫦艺 

26844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指法神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本科 郭倩 

26855 软件应用与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套牌稽查系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科 宋力翔 于辛 丁熠玮 

26994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云端上的健康”——大学生健康管

理系统 

南京医科大学 本科 张荣鑫 刘嘉玥 张静 

27188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考研助手——研

帮会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罗怡君 杨叶博 严浩 刘

凌云  

27191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小学生养成记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赵安琪 崔佳丽 张津玮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7482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健康医学计算

（省级赛用） 

智慧中医健康平台 南京中医药大学 本科 黎钲晖 高桂春 刘震 陈

燕 赵文杰 

27546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IN-SPOC 在线云课堂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高正 文壮壮 姜夏平 

28086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遗失的善良 苏州市职业大学 高职 刘超 于茴 

28104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集梦创业交流平台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

院 

本科 彭志星 朱倚秋 袁野 

28192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薪薪向荣”——个人所得税计算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高职 马梁天舒  王旭东  倪楚

璇 

2839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汉语言文学 《声声慢 寻寻觅觅》——宋词中的

音律美 

江苏开放大学 本科 罗亚茜 薛婉倩 冯元 

2840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神奇的缩放 江苏开放大学 本科 邱冬 姚琎 吴昊 

29027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我与我身边的动物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韩天天 孙婷婷 吴晨 

29199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掌上签到系统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郭城 许仁益 梅丽娜  

29226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角落里的星星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路彤 孙颖莹 杨发彩 林

瑶 

2923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

学 

勾股定理 泰州学院 本科 张力超 姚宇 赵玉红 

29248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鹤之女孩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陈澍稼 金宇 吴静艳 

29373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基于脑电波的智能情绪识别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牛夕源 孙雨楠 崔新 

29374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可穿戴疲劳驾驶预警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陈明阳 李天宇 常嘉乐 

29378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同根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张芷瑞 

29384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共享地球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黄良慧 

2954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虚拟实验平台 《善学》教学 app 开发 三江学院 本科 徐厚森 王文贤 潘昕宇 

29744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基于微信服务号的道路停车位收费

标准查询系统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李亚敏 周玉莲 张丽雯 

29870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口腹之累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王晓玉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9891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沁兰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梁耀元 王天燕 方镜皓 

29897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哑琴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陈明慧  王爽 毛威 

30083 数媒设计专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

理 

马戏团 SUPERSTAR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陈妍 

30103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数字漫画 光与影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

院 

本科 薛锦慧 

3014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Photoshop 中剪贴蒙版的应用——看

透房屋的秘密 

江苏大学 本科 吴淑敏 杨以臻 

3015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跃然纸上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陈烁 王桐桐 薛芸 

30236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无锡大运河 江南大学 本科 刘源 李乐瑶 徐珍妮 马

亮 赵阳 

30305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信息图设计《动物驯化》 江南大学 本科 蒋洁仪 朱润泽 

30354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寄畅圆修缮历史图 江南大学 本科 戴则宇 童港怀  

30605 数媒设计专业组-交互媒体 人类的朋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王凡 朱颖雯 吴锦莹 

30685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猫港——流浪猫爱心庇护巢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朱梦娇 孙浩 

30735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校园报修系统 APP 宿迁学院 本科 周杨 居鹏 李其超 

 

  



附件 5  2017 年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三等奖作品名单（110 件）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6043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

学 

“脂”识就是力量 东南大学 本科 陆明琦 夏文琪 许洲源 

26044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汉语言文学 烟雨朦胧 梦回江南 东南大学 本科 沃媛 徐呈豪 王宇啸 

26070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月熊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 徐家睦 王子聪 秦之涵 

26165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童伴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马秀峦 

26227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最后的家园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高职 王伊兆 徐子光 

26412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尊以和，调以谐 南京大学 本科 邓淳元 丁一秦 

26527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基于 HTML5 的电子报纸制作和展示

系统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许承志 王思瑶 丁子健 

2654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动画 春江花月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李怡婷 常可依 

26565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互联网 智能宿舍管理系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

城学院 

本科 孙小俊 秦兴杰 郝本坤  

26569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汉语言文学 古文字的魅力——小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

城学院 

本科 侯杰 朱冉冉  

26571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益助社区 苏州大学 本科 张赟杰 王顺 田渭霞  

26575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Lively 暖萌——蛋宝宝 江南大学 本科 罗舒仁 王二将 

26583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智慧安监 南通大学 本科 曹凯博 茅家伟 顾群 

26596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手机短信管理与信息挖掘应用研发 南通大学 本科 刘心诚 王凯舸 周猛 

26603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Rabbit`s Hope 中国药科大学 本科 任翔宇 

26608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尊重·保护·关爱  ——寅虎、熊猫

主题 UI 界面设计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王倩滢 宋凌元 姜雯菊  

26634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一起回家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施成 吴鹏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6648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最佳伙伴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高职 徐炳姝 蔡孝丽  

26650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Deliver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科 张俊东 陈俊帆 李继鹏  

26654 数媒设计普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

理 

让爱延续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高职 秦昊 

26674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校友的移动互联生活 淮海工学院 本科 甘朝阳 耿明达 李鑫  

26681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农药残毒及追溯系统的设计 宿迁学院 本科 董佳佳 茆玉辰 季倩倩 

26682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和谐共生(插画设计1吉光凤羽2大汉

精神) 

南通职业大学 高职 管慧慧 杨素 陈媛  

26683 软件应用与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基于人脸识别的学生考勤系统 江苏理工学院 本科 张宇峰 蔡立宇 葛晓东 

26792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智慧实验室管理系统 苏州市职业大学 高职 胡壮壮 朱明 张玥 

27000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雍逸堂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本科 胡道远  

27163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文本相关性计

算详解 

苏州大学 本科 吴大洋 

27186 数媒设计普通组-交互媒体 往事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苗清 罗嘉欣 

2719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

学 

探索磁铁在铝管中缓慢下落之谜—

—楞次定律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朱姝婷 叶子 陈婉怡 

27196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基于 OpenCV 和机器学习的手语翻译

APP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陈其文 陈潘怡 卢逢阳 

27198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汉字拼音连连看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曾琦 邹洁 王娉 

27281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基于移动终端的中药饮片追溯系统 南京中医药大学 本科 徐佳待 徐孟辉 胡伟男 

27448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与资产审计系统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董炳希 赵志强 狄新艺  

27453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你是我的眼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郑蒋滨 徐大勇 刘必淳  

27454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谁在收藏中国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郑蒋滨 徐大勇 王亚楠  

2745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虚拟实验平台 笔记本电脑虚拟拆装仿真考核实验

系统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李梦 陈旭阳  

27474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人机交互应用

（省级赛用） 

AR 智能交通行车辅助应用 淮阴工学院 本科 颉正 李乾 李锐 李木子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747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PPT 竟能这么酷！ 淮阴工学院 本科 李乾 李文婷 

27479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电子商务（省

级赛用） 

AR 购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梁吉超  吴茂佳  李康康 

王斯弘 苑永平 

27480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107 秒：别眨眼！ 淮阴工学院 本科 戈瑶 郭芙 

27487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最后的挽歌 常州大学 本科 王浩 孙云丽 王福升 

27501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健康医学计算

（省级赛用） 

多器官组织的三维建模软件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赵飞 蔡中冰 张玥 张啸

蔚  

27557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秦淮花灯的守望者—曹真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倪杰 顾涵之 何曼可 崔

宁 郭心悦 

27559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禅意小镇——拈花湾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褚琦 曹晨 洪璐 刘菲宇 

27898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请假系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

院 

本科 任正肖 韩潇 蔡全煜  

27921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可编程网页计算器 中国矿业大学 本科 王颖 赵轶杰  

28048 数媒设计普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

理 

我和你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 何艺 汤梦婷 

28057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纪录片 半壁门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陈柳宏 李金枫  

28087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愿你知晓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

院 

本科 薛恒键 李佳瑶 

28145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大数据分析（省

级赛用） 

基于 Keras 与 TensorFlow 的校园监控

智能分析系统 

江苏理工学院 本科 邰阳 赵永航 王樱 周煜

颉 周睿康 

28146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人机交互应用

（省级赛用） 

智能视频摘要检索系统 江苏理工学院 本科 徐金溪 刘珺 朱金铭 陆

佳雯 

28221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虚拟实验平台 数据结构动画汇虚拟教学平台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吕宇昊 魏玉鹏 季大环  

28326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汉语言文学 《菩萨蛮-绿芜墙绕青苔院》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林娜 李雪 魏海燕 

28397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PPT 超链接的交互应用 江苏开放大学 本科 张英杰 窦刘柱 王锡凡 

28401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JAVA 多线程的创建 江苏开放大学 本科 周扬扬 刘涵 夏威伟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28491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VGSC（同线性分析的生物绘图软件） 南京林业大学 本科 杜思源 王启昂 陈辉 

28682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印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

城学院 

本科 赵哲妍 

28697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白驹过隙—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

城学院 

本科 蒋源 王艺蓉 印洁 

28738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基于 Bot Framework 的校园社团服务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本科 姜强强 罗元孟 孙厚权  

2900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虚拟实验平台 图书馆入馆教育平台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朱梦琪 申皓宁 杨慧 

29033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网络综合布线子系统介绍”微课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丁晨迪 黄译 陈枢畅 

29080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非物质文化遗产——乱针绣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马奔 单明 贾美君 陈枢

畅 姚书佳 

29127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动画 爱护动物让人类不孤单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宋苗苗 顾月 季梦兰 

29197 软件应用与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基于 WIFI 的室内定位与跟踪系统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王琦 武康康 冯川苏 

29202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物联网应用（省

级赛用） 

老人行为状态监测系统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黄太愉 柏京 周岚 叶月 

王盼悦 

29233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守护天使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徐奎 张万杰 吴海桐 

29237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雏鸟留情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李婷婷 章康 刘星辰 

29252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奇妙的朋友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何陆香 刘梦姣  

29348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移动终端应用

（省级赛用） 

掌上签到应用开发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本科 王揆豪 计俊康 洪鑫鑫 

29388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迷鹿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旷鑫宇 周玖宏 谢丹鸿  

2939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动画 羿思月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张阳 

29404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假如你和我一样 苏州科技大学 本科 刘彤棻 乐子妍 宣永刚  

29441 数媒设计动漫游戏组-游戏与交互 营救瞪羚羊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

院 

本科 关淦中 彭程 

29517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钥匙扣（官）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许莹 周旬 

29521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钥匙扣（生命海洋）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高职 游雪婷 何克婷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院 

29545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数字博物馆 三江学院 本科 韦晨 李旺 朱成 

29741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木缘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

院 

本科 陈佳新  王健群  黄宇星 

任远 李铮儿 

29874 软件服务外包（省级赛用）-物联网应用（省

级赛用） 

菁漾智能浇花系统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本科 周方骁 梁浩 俞光宇 顾

晶蓉 刘垚鑫 

29892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数字短片 梅里长干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高湘婷  范婧瑜  赖云千

姿 

29971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琵琶愿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王雪茹 王曦雯 徐文杰 

29974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亲爱的它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陈臣 刘聪 张海燕 

29990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趣味小助手创新设计 宿迁学院 本科 朱彤 王思瑶  

3000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中小学数学及自然科

学 

神奇的 3D“瞄准上色”技术 南京林业大学 本科 荀文婧 朱宸 姜珊 

30057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纪录片 御窑金砖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叶小路 陆新荣  

30058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纪录片 吴平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刘书琴 吴施墨  

30059 数媒设计微电影组-微电影 传承.情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刘凯 张毓文 

3006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如梦令》动态插画设计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蔡清龙 

30064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小窝》动物领养交互产品设计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徐石 杨晨 许波 

30072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拉钩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

术学院 

高职 杜静静  

30081 数媒设计专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

理 

多与少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李新瑞 白轩 

30135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王老师讲编程—递归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本科 钱勤红 刘伟 孙雪 



作品编号 作品分类 作品名称 参赛学校 类型 作者姓名 

30310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有度”财经媒介信息冲量分析系统 南京理工大学 本科 潘熙艳 曾轩芩 谢彤 

30327 数媒设计普通组-数码摄影及照片后期处

理 

52HZ 的独唱 南京财经大学 本科 沈童 赵子维 程雯菲  

30329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企业信用评价与

预测系统 

南京理工大学 本科 仲晓文 罗云鹿 黄颖 

30346 数媒设计普通组-图形图像设计 生命不是装饰 南通理工学院 高职 熊昭 

30401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智能家居检测控制系统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温佳华 

30434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天巧寄凡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宋蒙 潘婷 吴昊 

30435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 应用与开发 练易练 江苏大学 本科 栾一威 丁蕾 赵金敏  

30473 软件应用与开发-物联网与智能设备 基于物联网的车辆套牌稽核软件 徐州工程学院 本科 徐如阳 王媛媛 王家兴 

30498 软件应用与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科技文献主题分析系统 南京理工大学 本科 苏琼 陈曦 张玉豪  

30589 数媒设计专业组-交互媒体 ANIHOME 江南大学 本科 池芮瑶 向俊豪 胡雅云 

30607 数媒设计专业组-产品设计 爪账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龙雨霏 朱莉 李娟娟  

30782 软件应用与开发-管理信息系统 地测信息图数一体化管理系统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杨莎 何亮 韩文聪 

30804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保护动物原创涂

鸦插画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范吴财禄 

30820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游戏里的 C 语言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薛明怡 赵俊杰 郝云飞 

30828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虚拟实验平台 基于 VR和AR的设备装配培训与引导

系统 

南京工程学院 本科 袁文 丁剑宇 

30947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 图形图像处理技术——旧照片翻新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 刘莹莹 宋凤云  

31021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交互媒体 扬州印象 AR 扬州大学 本科 朱熙瑶 王晓慧 孙玉雪  

31024 数媒设计专业组-图形图像设计 人与动物·公益海报 扬州大学 本科 王径舟 李梦圆 江柳柳  

31028 数媒设计中华民族文化组-图形图像设计 苏韵·苏州民族文化艺术招贴 扬州大学 本科 吴天娇 龚耘 孔慧 

 

  



附件 6  2017 年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优秀教师指导奖名单（39 人次） 

获奖人姓名 参赛学校 

王晓宇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亚萍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丹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伟 东南大学 

丁彧 东南大学 

王龙宝 河海大学 

崔俊峰 淮阴工学院 

张海艳 淮阴工学院 

黄立冬 淮阴师范学院 

周玥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朱雪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钱萍 江苏科技大学 

张笑非 江苏科技大学 

袁阳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赵莹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蒋伟伟 南京财经大学 

陶烨 南京大学 

张萍 南京大学 

王玲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严芳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张沈梅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王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静丽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俊 南京师范大学 

郑爱彬 南京师范大学 

陈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韩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获奖人姓名 参赛学校 

丁贵鹏 南京医科大学 

陈翔 南通大学 

陈虹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陈林琳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陈卫东 苏州科技大学 

刘蓓蓓 苏州科技大学 

刘骏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吴建丹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董健 盐城师范学院 

贾娜 盐城师范学院 

张德成 盐城师范学院 

张辉 盐城师范学院 

 

  



附件 7  2017 年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优秀组织奖名单（20 所学校） 

获奖学校 类型 

东南大学 本科 

盐城师范学院 本科 

南京邮电大学 本科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本科 

江苏科技大学 本科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淮阴师范学院 本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本科 

南通大学 本科 

南京大学 本科 

江南大学 本科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淮阴工学院 本科 

江苏理工学院 本科 

南京医科大学 本科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高职 

南京理工大学 本科 

 

  



附件 8  2017年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优秀管理员奖名单（20人次） 

获奖人姓名 参赛学校 

田明君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许星 江苏理工学院 

路越 扬州大学 

李芬芬 淮阴工学院 

张洁 南京大学 

隋雪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杜晓丹 南京晓庄学院 

陈茜 江南大学 

何金凤 南通大学 

戚毅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秋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杜伟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杨永高 淮阴师范学院 

杜珅镇 江苏科技大学 

戴俊梅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郑爱彬 南京师范大学 

董健 盐城师范学院 

陈伟 东南大学 

赵书安 江苏开放大学 

原昕昕 苏州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