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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金 新型夜间智能监控系统 计算机学院 张涛 洪阳、李和松、郑永荣、魏恺轩、邹云昊、梁瑛平 付莹、王国仁、郑德
智

C2 金 基于区块链平台的可信安全智
慧医疗系统

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 袁祥博

张璨、马小晨、邓淏天、赵明阳、徐彧铧、唐湘云、肖
尧、胡晨菲、王炜杰、符海灵、李梓涵、郑希曦、谢兴

奕、张川
张川、徐畅、祝烈煌

C3 金 电动卡车高性能多源耦合滑板
底盘矢量控制

机械与车辆
学院 刘济铮 张志强、尹晓轩、赵明明、孙立权、袁恒、郑佳成、 程

树辉 王震坡、张雷

C4 金 新型镓基液态合金技术开发 宇航学院 苏政宇 张曼曼、严松、励明君、王圣智、李晶、陈尊灿、贺心
怡、曲泗驹、韩译辉、赵梓旭、赵冉旭 邓月光、姜毅

C5 金 复合耐磨材料技术 材料学院 申鑫雨 孙亚男、闫倩芸、苑京久、李承威、桑钦、李淦 范群波、徐舜、杨林

C6 金 基于昇腾算力及CANN的创新
应用

信息与电子
学院 韩煜祺 刘毅波、金秋宇、张子鹏、罗兴诗、徐君、檀乔治、杨

林、武家鹏
邓宸伟、唐林波、王

文正、王彦华

C7 金 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检测与加
固技术 计算机学院 王亚杰 孙家正、王昊宸、黄蓉、夏晨笑、叶恒、邱执、胡楠、

谭冬黎、吴冠廷 张全新

C8 金 面向国产自主可控服务器的固
件安全检测技术 计算机学院 邱克帆 陈思益、刘欣睿、刘雅诗、陈康冰、郑之涵 谭毓安、李元章

C9 金 类脑智能及互联网+应用 计算机学院 陈耀宇
许婧茹、尤鑫洋、陈镜杨、谢之非、元智萌、李明锐、
路秉鑫、毛思扬、高菀聪、安俊杰、王惟笑、林子超、

朱语诗
杨旭

C10 银 基于云计算智能充电桩解决方
案

机械与车辆
学院 邹巍涛 罗磊、田忠昊、闫崇浩、何书丞、杨璐铭、王天赐 李建威

产业命题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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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银 小空间-环绕声重放系统声场可
视化与效果评估

信息与电子
学院 邱音良 张汉琦、刘含玥、李知禹 王晶

C12 银 车体点焊品质在线检测系统 机械与车辆
学院 张宝鑫 宋凯杰、林子栋、发永哲、刘新如、邬竣韬、崔金瀚、

朱子谦、王小鹏、赵学峰 于兴华

C13 银 面向2D/3D医学图像的交互式
分割系统 / 薛超 孙毅、陈奕坤、张娜、冯恒振 娄文忠

C14 银 基于性状鉴别的枸杞（干）产
地AI在线识别系统 计算机学院 邹金根 邬政钢、刘育榕、蔺嘉怡

C15 银 车载电池管理系统应用的无线
通信技术研究

机械与车辆
学院 谭佳欣 罗来恩、李梓涵、敖鑫、陈柏霖、王雨辰、刘佳琪、林

晋磊、王威威、马天翼、费林茂、田芸箫 王伟、魏中宝、朱杰

C16 银 数据外包场景下的可验证隐私
保护查询平台

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 张璨

袁祥博、邓淏天、赵明阳、马小晨、陆鑫、肖尧、王炜
杰、胡晨菲、徐彧铧、于惠莹、黄逸萱、张姝馨、陈曦

、李梓涵

张川、徐畅、曾亮、
祝烈煌

C17 银 高导热、高功率密度功率宽禁
带半导体封装金属绝缘基板 材料学院 熊子杉 陈左政、王喜锋、谷松昭、丁一鸣、刘毛妞、乔芃益、

张栋林、曹宸瑞
霍永隽、赵修臣、高

丽红、王一光

C18 银 增材制造用高强铝合金丝材的
开发与制备

机械与车辆
学院 闫杨予 胡锦龙、彭司弋、韩启飞、符瑞 郭跃岭

C19 银 适应未来共享汽车的钢铁材料
设计 张超 张超、杨德振、朱浩飞 熊志平

C20 铜 智慧环卫方向 计算机学院 姚淞瀚 王依林、王骁驹、乐玳杉、王崇杰、覃朗、张荐科、周
天行、杨其锟 曹杰

C21 铜 乡村经济数字化应用解决方案 / 祝筱妍
周天行、倪润峰、刘伊琳、高冰洁、郭懿佳、李天新、
田雨萱、侯亦崴、苏伽欣、文淳宇、吴宗阳、胡清宇、

时皓铭、王浩
曹杰、孙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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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铜 智慧环卫方向 / 周天行 王依林、王骁驹、乐玳杉、王崇杰、覃朗、张荐科、周
天行、杨其锟 曹杰

C23 铜 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营管理创新 / 黄逸萱 文可、喻云柯、邢子怡、曹尔立、陈海潮、陈镜杨、李
莹莹、张焰凯、王华莹、丁妮、李文博、田一涵、张程

尹西明、张永冀、汪
雪锋

C24 铜 基于昇思MindSpore的“AI战新
冠”创新解决方案

信息与电子
学院 覃恒宇

戴宙辰、李雨轩、李征峻、胡楠、陈晓亚、郭艺杰、孙
家琪、乔若昕、朱艺博、汪岩、王红佳、刘铭蔚、朱苡

萱
石秀民

C25 铜 航天题材网络游戏研发 / 张雪婷 王懿哲、王志远、巩莉霞、张峰、王昇、齐桂杰、邱智
扬、胡薰匀、侯开元 马志峰

C26 铜 高速低噪音新能源汽车轴承关
键技术

机械与车辆
学院 韦春辉 高鑫、侯潇男、李铁 吴维、Daniel、 André

、 Roger NéLIAS

C27 铜
AI+教育数字化转型——人工智
能赋能教育教学数字化的场景

应用创新
/ 郭铠源

刘万正、王朝磊、丁哲明、陈逸天、曹天泽、王子宸、
徐嘉悦、常中豪、李嘉伊、黄晨丹、耿培轩、张永冀、

汪雪锋、尹西明

尹西明、张永冀、汪
雪锋

C28 铜 乡村非遗艺术及传统技艺在文
创产品中的创新设计 / 林泽鑫 刘子源、王文轩、原正航、张世春 黄天羽、孙远波、王

丽君

C29 铜 “双减”下的体育教学智能评价
系统 计算机学院 王文博 吴佳奇、董延甲 王崇文

C30 铜 数字化助力乡村振兴 / 韩松 盛晖雅、李奥星、周百川 王刘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