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参赛学校 参赛学校英文名 参赛题目 指导教师 参赛学生 参赛学生 参赛学生
1 南京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城市守望者—用于城市服务与管理的智能浮空器 李杨 陈旭东 周昊 李明

2 南京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光影魔术手 袁杰 李博文 彭振辉 张延

3
南京理工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超级管家”智能控制系统 薛文 程智强 陈亦曼 孟畅

4
上海理工大学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无人机空中投影及光效展示系统 夏鲲 李涵 倪嘉文 张晔蕾

5 复旦大学 Fudan University 基于无人机的室外大型场景三维精确重建系统 李旦 李睿康 柳阳 黄彦淇

6 上海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脑卒中病人上下肢一体化在线康复训练评估系统 陆小锋 薛宜明 葛飞杨 胡佳磊

7 上海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混合现实智慧之窗 王瑞 潘祥晖 秦亦晨 刘瑞显

8 同济大学 Tongji University 基于Kinect的主动推送广告屏 张冬冬 刘启超 徐子豪 秦锐

9 同济大学 Tongji University 基于二维码的自适应安防巡逻系统 蒋磊 钱城晖 陈曦 裴家银

10 同济大学 Tongji University 室内自主巡逻预警机器人 叶晨 刘炀 王建亮 王任为

11 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基于RealSense手势识别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王赓 杨铭 马逸淳 翟煜

12 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驾驶行为习惯评估系统 方向忠 魏桐雨 柏硕 李志康

13 华中科技大学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智能居家监控机器人 肖看 陈翊 彭子豪 邹应天

14 华中师范大学 CENTER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编钟出荆楚，机器舞韵律——智能编钟演奏系统 张青林 李达 李凤 张丽

15 华南理工大学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桌面教育机器人 徐向民 李浩宇 赵银湖 吴涛

16 华南理工大学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你是我的眼——盲人阅读助手 秦华标 梁志坚 林小颖 许华杰

17 华南理工大学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 史景伦 肖焕侯 邱威 莫子昊

18 湖南大学 HUNAN UNIVERSITY 我的第三只手 徐成 曹国良 陈明艳 陈海贤

19 武汉大学 WUHAN UNIVERSITY Genius Arm-基于EMG信号控制的智能探险机器人 谢银波 田元 陈世增 严志聪

20 武汉大学 WUHAN UNIVERSITY 反无人机侦察兵 杨文 莫帮杰 何婉君 刘俊伟

21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基于VR的穿戴式交互设备--COPYMAN 刘寄 张更知 冯金源 彭昊天

22 电子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儿童身姿检测系统 段景山 杨铭宇 田双坤 李泽萱

23 电子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捕风捉影--无人机空中目标搜索与跟踪 傅志中 徐飞翔 孙乾 王超

2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Xidian University 基于双目运动轨迹追踪与虚拟3D成像的投篮训练系统 谢楷 罗文雯 马原曦 李超

2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Xidian University 基于非接触传感的日常健康监护座椅 王新怀 柯世兴 张佳辰 刘海珠

26 西北工业大学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智能跳棋机器人 吴俊 李梦媛 张翼 张凯杰

27 西安交通大学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基于运动想象的脑控游戏 冯祖仁 雷雪菁 范经纬

28 四川大学 Sichuan University 基于（盲）OpenCV的盲人导盲系统 李小舜 王文光 李小虎 王栋

29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智能健身和体育教学系统 陈江 杨宛星 魏后民 孙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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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新概念触摸输入设备研究 杨延军 魏宇轩 刘珂飞 张  越
31 北京工业大学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围棋机器人 王宗侠 王政飞 王  奈 姚  兴
32 北京交通大学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中八台球机器人 陈  新 刘晓军 杨宏达 孟祥麒

33 北京科技大学 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基于MinnowBoard的智能家居机器人系统 王粉花 郑  烨 梁  爽 薛建强

34 北京理工大学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景深成像娱乐交互系统 吴琼之 王  智 王海鑫 张天利

35 北京邮电大学 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 空中人流监控预警系统 赵同刚  杜逾凡 相恒永 孙尚威
36 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基于ATOM的手持式B超诊断仪 张  石 张洪嘉 李治华  郭恒哲

37 哈尔滨工程大学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于MinnowboarTurbot的图书馆自助智能取书系 侯长波 李浩哲 彭艳华 汪神岳

38 哈尔滨工业大学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IT Go 何胜阳 陈文达 李立东 曹梦宇

39 吉林大学 Jilin University 校园安全巡逻员 郜峰利 张桐搏 瓮  杰 朴盛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