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安徽省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决赛二线上比赛参赛名单 

创意赛 

序号 类别 组别 作品名称/项目名称 参赛队员 

1 创意赛 研究生 基于物联网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设计方案 朱岚岚、曹泽星 

2 创意赛 研究生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重症患者护理床 孙艳、郑博文、孙智博 

3 创意赛 研究生 助老送药服务机器人 孙智博、吴梦杰、谢凯凯 

4 创意赛 研究生 基于 YOLO5 的交通标志目标检测 彭欣怡、卢慧敏、曹亿亿 

5 创意赛 研究生 基于 OneNET 的云边协同车间交互式感控一体系统 柏跃屹、鲁良伟、许鹏飞 

6 创意赛 研究生 智慧天眼——火灾实时监测与响应系统 王瑞、叶李敏、鹿广志 

7 创意赛 研究生 基于 AIoT 区域气象精准预测气象 杨萍、唐俊、王锋 

8 创意赛 研究生 
基于云边协同的高压电缆安全警戒及运行状态监测系

统 
王克定、何娜、刘坤明 

9 创意赛 研究生 “慧听”——基于音频分析的工业车间故障检测系统 陈乐、倪旺旺、邢丹 

10 创意赛 研究生 茶树苗智慧培育系统 黄洋洋、钟华、向旺 

11 创意赛 研究生 
基于 Faster R-CNN 的膀胱癌浸润性辅助诊断模型研

究 
嵇文、杨瑞、吴磊 

12 创意赛 研究生 基于 5G 物联网的智能粮仓 疏玉兵、张远、吴森威 

13 创意赛 研究生 基于 5G+的多用途移动小车 张远、疏玉兵、吴森威 

14 创意赛 研究生 云智车联-云端车辆智能测试与诊断系统 许于涛、饶正卿、孙睿 

15 创意赛 研究生 基于物联网的柴油机后处理装置实时监测系统 汪一舟、伍梦琪、朱祖巍 

16 创意赛 高职 基于 ZigBee 的智能家居安全控制系统 姚丽瑞、陈祥、邓佳敏 

17 创意赛 高职 智能语音保健头盔 单润泽、于子辰、李士玉 

18 创意赛 高职 基于 android 的智能厨房安全卫士系统 魏春芳、许强、陈笑笑 

19 创意赛 高职 未来农林牧渔智慧生态屋 刘书豪、马雪旺、屠永康 

20 创意赛 高职 智能课桌 孙登荣、崔美笛 

21 创意赛 高职 智能雨伞 李龙川、沈怀康 

22 创意赛 高职 智能儿童座椅 马理想、王祥庚、李子默 

23 创意赛 高职 沉浸式智能小车巡防控制系统 汪文凯、明瑞庆、王龙飞 

24 创意赛 高职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 刘春涵、金孟军 

25 创意赛 高职 智能商超解决方案 王耀弘、刘彤、严梓芃 

26 创意赛 高职 基于多普勒雷达探测器的夜间防盗警报系统 李腾飞、周玉龙、申剑鹏 

27 创意赛 高职 基于物联网的安全健康监控系统 陈帅帅、黄敬、韦晓莉 

28 创意赛 高职 基于 5G 的车联网智能系统——车路通 王景涛、卢雪瑞、杨吉 

29 创意赛 高职 智能语音垃圾分类系统 姚佳俊、杨文硕、卢传奇 

30 创意赛 高职 基于 Zigbee 技术的无人区森林火灾预警系统 李文彬、丁亚东 

31 创意赛 高职 基于无感人脸识别防控管理系统 刘东、高明、孙振涛 

32 创意赛 高职 基于单目视觉的健身行为辅助纠错系统 曹健、俞纪晨、范俊杰 

33 创意赛 本科 微卫士——基于 MQTT 的智能护老系统 张文娟、张雨桐、张慧源 

34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的后疫情时代智能校园物流运输链 吴永琪、邹雨璇 

35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时代以及 5G 技术的城市智慧消防系统 张煜萌、陈卓、苏怡 

36 创意赛 本科 智能家庭小助手 胡雨君、杨增柯、张家宽 

37 创意赛 本科 基于无线通信的旅客列车乘降指示器 张乔雅、扈浩然、余婷 

38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OneNet 云平台及 NGC 核心网的校园一体化电动

车管理系统 
刘馨蔻、李墀塬、吴雨婷 

39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STC 单片机的智能床帘控制系统 庄尹群、张雨涵、陈旭芹 

40 创意赛 本科 规格化快递货车物流载具及其管理平台 王婕茹、麦嘉昊、史倩倩 

41 创意赛 本科 智能早餐保温柜 葛素秋、许晴 



 

42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的绿色可追溯智慧菜园 吴军、乔俊辉、付梦圆 

43 创意赛 本科 智慧防疫方舱先行者 柴畅、刘珍妮、田天赐 

44 创意赛 本科 智慧电梯-基于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疫情防控监察 杨焱、韩静蕾、张支援 

45 创意赛 本科 助力防疫的智能小车 昂申、昌可祥、胡波 

46 创意赛 本科 物流分拣转运小车 陈雨尘、徐萍、程泽涛 

47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OpenCV 人脸识别的情绪辅助系统 姜祺凡、张雅芬、王旭康 

48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的鲍鱼品质实时分析系统 苏丽、李旭、方正 

49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WIFI 的智能检修机器人 杨睿雯、张海澜、王信 

50 创意赛 本科 云端乐谱播放器 林鹰翰、陈朝亮、康彬雁 

51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AIoT 技术的智慧光环境营造系统 叶智勇、钱敏、王步历 

52 创意赛 本科 慧光者 温忠杰、朱晨旭、杨敬 

53 创意赛 本科 基于人脸识别和安卓的交互门锁控制系统 褚鸿杰、王玉杰、程薇薇 

54 创意赛 本科 基于人脸识别的教室考勤管理系统 刘智勇、王然、李甜甜 

55 创意赛 本科 基于指纹识别的智能家庭安防平台 潘瑞、刘兆盛、张宇 

56 创意赛 本科 智能看护--轻型输液监护系统 万尚坤、李宇龙、曹永康 

57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数据集成的分散式多方位牵引智能颈椎康

复装置 
孙皓楠、张翰林、刘子涵 

58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的肉牛健康管理系统 程俊杰、田辰坤、王觊睿 

59 创意赛 本科 集环境监测和远程控制于一体的智能雏鸡养殖系统 王伟杰、李伟建、邓秋枝 

60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技术与深度学习的矿道智能巡检系统 周馨蕊、何晓东、王超 

61 创意赛 本科 低成本多功能广范围农业测控平台 张永恒、王鹏、王雨婷 

62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远程水文动态监测及预警系

统 
王浩宇、倪程 

63 创意赛 本科 设施农业——光照调节智能温室 倪程 

64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监控技术的汽车蓄电池灭火系统设计 方阳阳、王昊、李树仁 

65 创意赛 本科 基于激光雷达的地表三维形貌数字化重构与解析系统 汪达、曹文贺、丁威志 

66 创意赛 本科 基于霍尔效应的智能重金属处理装置 丁佳伟 

67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Lora/4G 的模块化智慧农棚系统 张东阳、黎梓晗、邬一涛 

68 创意赛 本科 基于时空图卷积神经网络的动作感知与预警系统 邹鑫成、韩晓乐、祝家乐 

69 创意赛 本科 锂电池自主判别 缪东吴、李博文、施珂迪 

70 创意赛 本科 室外语音智能分类垃圾桶 王斯文、储晓丽、任经岗 

71 创意赛 本科 智能书包 刘子杭、张慧敏、申豪豪 

72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多功能履带救援智能机器人 李国兴、吴进、何静杰 

73 创意赛 本科 康复之星——开启智能人机交互康复新时代 管振宇、朱婉若、刘在强 

74 创意赛 本科 
一种基于车联网的 5G+北斗+大数据的智慧交通方案设

计与实现 
包文华、方圆、王阳 

75 创意赛 本科 
运之新，动之变--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算法下智能无人搬

运装置 
方强龙、王书生、马孟可 

76 创意赛 本科 环城科技-新时代智慧垃圾分类运输系统 王海淼、饶星宇、练雨欣 

77 创意赛 本科 基于“5G+无人机基站”移动通信网络系统 郑鑫、邹文洁、江峰 

78 创意赛 本科 失眠治疗床垫 季雨涵、霍新康、韩号号 

79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红外热成像的人体体温辅助筛查仪 霍新康、韩号号、季雨涵 

80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ESP32 的掌上心率血氧仪 钱源、张宇、徐圣杰 

81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STM32 和 Onenet 的环境监测系统 张宇、钱源、丁子云 

82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LORA 的测温手表 叶木林、卓娅、何雨婷 

83 创意赛 本科 智能输液装置 周睿、王勇、王永强 

84 创意赛 本科 Speak 自定义语音用药助手 胡叶超、翟雪晴、陈子康 

85 创意赛 本科 社区智能照明监测系统 唐昌盛、杨志爽、陈俊健 

86 创意赛 本科 智慧空调节能系统 刘郑、刘永海、张超 

87 创意赛 本科 智慧停车场 张现磊、方翔、史文慧 

88 创意赛 本科 智能插排 周健、朱勇、陶凯 



 

89 创意赛 本科 “Fast”智能云端快递站 王帅、周健、周宇 

90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NB-IoT 的水质监测和大数据分析系统 黄守杰、柴浩哲、李婷婷 

91 创意赛 本科 基于口腔医学专业知识图谱诊断对话系统设计与实现 宫丽、常心语、潘梦洁 

92 创意赛 本科 基于模式识别的智能养老床研究与实现 王康、彭若琪、王奥宇 

93 创意赛 本科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物联网智能婴儿保育箱的优化设

计 
王达、耿康伟 

94 创意赛 本科 高校宿舍疫情防控系统 李重志、李圣洁、刘明诚 

95 创意赛 本科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周磊、孙金灿、郭青青 

96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天空区域分割图像去雾算法 袁长久、杨越、王孜嫣 

97 创意赛 本科 基于数字化农业发展，打造新型果树防治数据库平台 王骏、汪沛、李茹萍 

98 创意赛 本科 管道腐蚀规划检测 王梓洋、曹玥、粘蓥蓥 

99 创意赛 本科 基于区块链和计算机视觉的九华黄精溯源防伪系统 张阿龙、李浩楠、陆文奇 

100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WSN 的桥梁钢筋腐蚀远程监测预警系统 汪荣杨、秦涛、朱宏全 

101 创意赛 本科 车载异常情绪识别预警助手 黄皓宇、孙智康、朱心茹 

102 创意赛 本科 区域分层级的碳排放监管系统 陈赛赛、韩昕雨、薛白雪 

103 创意赛 本科 一种物联网型应急防溺水装置 李亚非、卢文旋、节国伟 

104 创意赛 本科 坐姿小管家 赵自强、丁清风、张义 

105 创意赛 本科 多功能便携式静脉滴注监测系统 关俞龙、王小宝、丁志景 

106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Arduino 的智能戒烟管家 陈添艺、李仕杰、李旭 

107 创意赛 本科 SDAS 多功能安全驾驶智能监测辅助系统 杨晨、杨大为、金雪峰 

108 创意赛 本科 水域水质实时监测智能小船 刘家远、郭盼盼、王莹鸿 

109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Zigbee 的工厂园区立体防火系统 刘超、杨大为、杨晨 

110 创意赛 本科 智能安防动点检测小车 朱申奥、刘超、杨晨 

111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5G 的智慧农业物联网 邢凯、崔杰、杨云飞 

112 创意赛 本科 节能安防实验室 邢洋、朱玉柱 

113 创意赛 本科 “自感精灵”——基于多传感物联的安全智慧消毒系统 杨佳伦、董磊、李浩然 

114 创意赛 本科 国家石油储备区无人巡检机器人系统 孙文昊、杨佳伦、范佳伟 

115 创意赛 本科 超视巡检—全方位桥梁巡检云平台 吴长延、曾凡一、虞少杰 

116 创意赛 本科 蓝藻爆发初期无人机监测预警打击一体化装备及系统 张启民、李子铭、陈天仪 

117 创意赛 本科 避雷卫士-基于云计算的雷电云 刘赟、刘丽娜、叶子琦 

118 创意赛 本科 基于双目视觉的坑洞测量系统 杜嘉程、帅竞贤、刘朔辰 

119 创意赛 本科 智锂科技-基于机器视觉的电池盖帽检测系统 董浩杰、何煦、陈逸康 

120 创意赛 本科 
“Day-Light”-多功能导盲杖与云服务平台结合的无障碍

出行物联网导盲系统 
周子航、朱智文、孙亚男 

121 创意赛 本科 
疫情下基于无线测温和语音识别技术的电梯智能控制

系统 
揭晓薇、贺永富、郭旭 

122 创意赛 本科 守护者-不再失“宠” 赵涛、崔灿、刘绪 

123 创意赛 本科 香榧种植系统 韦浩南、郁胜辉、陈施园 

124 创意赛 本科 小斑狗——校园快递外卖机器人 尚官兴、张贝、许浩龙 

125 创意赛 本科 一心“移疫”小能手 沈鑫、马思媛、郝梦娟 

126 创意赛 本科 我的健康锅做主 姚俊豪、付余涛、李梓桐 

127 创意赛 本科 儿童滞留车内报警系统 龚佳佳、谢礼逊、王玉娟 

128 创意赛 本科 智能化衣物晾晒器 吴金山、代升旭、童庆 

129 创意赛 本科 疫情防控智能辅助小车 侯少杰、李悦、徐德华 

130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的病房检测系统 李悦、侯少杰、钱江 

131 创意赛 本科 校园智能防疫系统 徐道灿、杨恩赐、范宁骁 

132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的“云养猪”系统 单畅、郭婉、关梦楠 

133 创意赛 本科 动态水域智慧检测平台 杜思意、董炜峰、孙玉燕 

134 创意赛 本科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行为检测系统 侍可才、孔嘉成、朱秀麟 

135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EM PSSR 技术的信息化显微镜 赵龙、姚虹宇、张永奇 

136 创意赛 本科 智能游戏随身转 汤士琪、张琦、张武杰 



 

137 创意赛 本科 基于深度学习的病虫害识别系统研究 张博伟、赵斌昊、郭昕蒙 

138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Arduino 与 Raspberry PI 及 YOLOV5 的视觉式多

场景服务平台 
潘国庆、杨梦、李晓佳 

139 创意赛 本科 Jeson nano 智能视语双联合交互臂 张仕远、倪冰倩、宋之洋 

140 创意赛 本科 
基于树莓派的物联网人工智能图像识别自动驾驶机器

人 
邵明宇、刘畅言、李浩 

141 创意赛 本科 
基于 Python3&OpenCV 颜色识别与追踪及自动驾驶智

能机器人 
王佳、闫誉文、赵家蕊 

142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物品识别智能垃圾回收系统 吴旻、邢杨、李丽君 

143 创意赛 本科 校园快递投放机器人 王畅、孙家琪、马静宇 

144 创意赛 本科 吸烟行为检测装置 王翼鹏、韩志圣、陈涛 

145 创意赛 本科 路标自动检测系统 孙亚楠、钮成智、聂新宇 

146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工业生产检测 葛姚、徐铸、邓媛媛 

147 创意赛 本科 基于计算机视觉与物联网技术的电路板缺陷检测 孟金葆、聂伟 

148 创意赛 本科 草方格辅助治沙车 顾恒、赵春霖、朱鑫蕾 

149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的模块化山地植树车 吕婧、谢士豪、徐慧 

150 创意赛 本科 “药监师”—基于物联网的药品储存管理系统 何梦奇、何玉洁、汪润 

151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的林火防控无人机 曹峰、王如军、周宇晨 

152 创意赛 本科 基于物联网的大别山道地药材种植管理系统 王如军、薛芹、卫骏洲 

技能赛 

序号 类别 组别 队名 作品名称/项目名称 参赛队员 
1 技能赛 本科 龙山极客 1队 VR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孙安、徐春辉、管昌杰 
2 技能赛 本科 龙山极客 2队 VR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凌德州、汪璨、李翰文 
3 技能赛 本科 龙山极客 3队 VR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聂友海、章超然、蔡明锐 
4 技能赛 本科 牛人队 VR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张金露、赵宇龙、于菲 
5 技能赛 本科 宿信 5队 VR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翟梦成、胡洪 
6 技能赛 高职 仿真队 VR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吴子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