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区 学校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东北赛区 大连理工大学 智能化行车辅助系统 王一帆 雷国军 周泓吉 耿翔

东北赛区 大连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导览服务机器人系统 林驰 严凯宸 刘致远 张鑫彦

东北赛区 大连理工大学 基于TSM肢体情绪识别 刘胜蓝 赵劲景 马艺鸣 杜晓聪

东北赛区 东北大学 AI小语—面向心理咨询的共情对话生成系统 王大玲 蔡铭修 刘璇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程大学 “AI Enhancer”—基于飞桨的微光增强移动终端应用 赵国冬 张学士 王亦菲 司一为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程大学 基于飞桨的稻米加工品质监测系统 李冰 吕子楠 孙靖博 胡竣博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程大学 Soul Painter—基于深度学习图像处理技术的移动App 孟宇龙 陈骏豪 叶笑君 吕欣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AI语文教师—基于图片的多类文学性文本生成 张宇 侯鹏钰 汤嘉琦 吴佳良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基于无人机航拍的人群聚集检测及口罩佩戴示警 张宇 杜贺 黄鹏程 高天舟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小图大景”—基于ERNIE的中国地理知识启蒙教育地图 张宇 李尚展 庞鑫乐 王昊峰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基于飞桨的违停检测系统 张宇 陈澍 敬刘畅 孙沛含

东北赛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疫情防控背景下基于深度学习的开关门禁智能控制系统设

计
唐艺军 刘建桐

东北赛区 沈阳工业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心电信号分析 郭莹 李绍杰 吴楠 吴春迪

东北赛区 沈阳工业大学 基于机器视觉的智能樱桃分拣机 杨德国 邱凯 年玉博 张榜恺

东北赛区 沈阳工业大学 基于FPGA的视觉感知加速系统 苗宇 张正奇 张芷菀 王一如

东北赛区 长春工业大学 基于飞桨的果蔬智能识别与辅助系统 倪鹏 杜昱庆 孙耀文 王泽宏

华北赛区 北京交通大学 多TCP链路带宽智能聚合系统 董平 乔文萱 刘凯旋

华北赛区 北京理工大学 列车停车场智能监控 鲁溟峰 杨振 王岩

华北赛区 北京理工大学 城市环境无人群体空地协同感知技术与仿真平台 刘驰 叶语霄 刘嘉辉 焦鹏屹

华北赛区 北京理工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船舶腐蚀检测与评估 李位星 张瑜 周健 贾普阳

华北赛区 北京理工大学 基于多模态情绪识别的智能交互助手 鲁溟峰 华尔默 马思懿 王宏博

华北赛区 北京理工大学 基于paddle的单幅无载波光纤端面检测仪 鲁溟峰 邢若琪 朱灿杰 张天山

华北赛区 北京理工大学 基于cyclegan的人声哼唱转乐器创作 谢湘 杜驿轩 董林康 郭怡彤 

华北赛区 北京邮电大学 潮涌杭州:基于飞桨的多目标实时智能追踪表演原型系统 杨亚 梁昊骞 高源辰 许君

华北赛区 北京邮电大学 基于飞桨的杭州亚运会体育图标模仿交互体验系统 杨亚 王晓晖 王永蓁 袁思怡

华北赛区 河北大学 基于飞桨的皮肤病识别与辅助诊断系统 彭锦佳 刘译玮 刘慧颖 郑浩琦

华北赛区 华北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小目标检测系统 李思思

华北赛区 内蒙古大学 基于飞桨的煤矿厂区场景下的安全驾驶智能预警平台 马明 逯志明 郭旭 焦文强

华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基于深度学习的地震降噪模型 江国明 祁善博

华东赛区 东华大学 基于多模态数据的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算法 章昭辉 胡超超 裴若萱 张家豪

华东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基于飞桨的手语翻译 张盛平 谢焕宜 武军龙 杨舒翔

华东赛区 合肥工业大学 基于飞桨的多模态情感计算车载驾驶员心理干预系统 孙晓 崔丰麒 陈瑞洋 卢家烨

华东赛区 华东理工大学 袋鼯麻麻—智能零售结算平台 胡庆春 王鑫 颜鑫 沈晨

华东赛区 华东理工大学 STAY—多维度情感分析平台 胡庆春 周天奕 王仪琳 姚景曦

华东赛区 华东理工大学 基于知识领域库的智能问答平台 胡庆春 林宏聪 韩响尘

华东赛区 华侨大学 基于飞桨Yolov3的智慧食堂智能结算系统 宋益国 骆华钦 丁纪翔 陈鑫

华东赛区 淮海工学院 基于无人机系统的水面漂浮物检测 张恒 徐赵凡 吴昊 赵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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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赛区 集美大学 基于飞桨的急性脑梗死影像智能诊断系统 苏锦河 韦俊 陈以彬 黄钊宏

华东赛区 南京工业大学 智能苹果果害识别与自动采摘机器人 王莉 胡铭宇 刘春阳 张盛

华东赛区 南京工业大学 道路交通智能监控系统 王莉 汪磊 王馨懿 王康宁

华东赛区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基于飞桨的青光眼影像筛查系统 姜枫 武铭远

华东赛区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飞桨及深度学习的人机对弈机器人 谢非 葛浩然 陈羽馨 戴亮

华东赛区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飞桨的非机动车违规行为智能监测系统 谢非 邬昆晓 王可瑞 丁子扬

华东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危险天气下雷暴影响区域智能划设研究 方巍 张文 王建强

华东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ENSO预测系统 方巍 沙雨 齐媚涵 薛琼莹

华东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热带气旋路径预报系统 方巍 陆文赫 李佳欣 贾雪磊

华东赛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YOLOv7的林业有害生物识别软件 方巍 袁众 沈亮

华东赛区 厦门大学 侦听“砰砰”的信号，做身边健康守护者 李绍滋 杨国庆 高松

华东赛区 厦门大学 基于飞桨的室内智慧消防机器人预警系统 李杰 张梓敬 张睿宁 张粤

华东赛区 山东大学 基于飞桨的饮食健康管理系统 孟雷 吴杭 李象贤 郑裕泽

华东赛区 山东科技大学 智慧城市+智慧监控 李画画 赵雨晴

华东赛区 山东师范大学 基于边缘计算的智能化教室管理系统 刘珂 刘冠麟 臧文超 董增杰

华东赛区 上海海洋大学 基于飞桨的深度学习异常诊断系统 彭高翔 王子赋 文彦崧 刘宇博

华东赛区 阳光学院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视频烟雾检测 林灶钢 李志明

华东赛区 浙江大学 基于Paddle框架的电网紧急控制DRL模型脆弱性研究 孙铭阳 万旭

华东赛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忠犬八公”—基于paddlepaddle的智慧导盲犬设计 李昕 孟祥奇 孔凡华 冒翔

华东赛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基于深度学习的皮肤癌诊、学、研一体化平台 邵明文 万业聪 邱识遇 陈富

华南赛区 广西师范大学 基于飞桨和可解释的智能脊柱辅助诊断系统 吴璟莉 禤浚波 李荣远 朱麒

华南赛区 广州大学
基于注意力卷积神经网络的常见根及根茎类中草药识别方

法
曹忠 王坤辉 林汶贤 廖玟皓

华南赛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物联网边缘存储平台设计与路由优化 陈俊彦 肖微 李欣梅 黄丹丽

华南赛区 海南大学 口腔疾病人工智能筛查系统 谢小峰 曾庆聪 余海涛 龙松涛

华南赛区 海南大学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气象要素网格化降雨预测模型 唐荣年 张璞 马卓雅 唐松

华南赛区 海南大学 复明科技 刘博艺 孙逸龙 吴雨君

华南赛区 海南师范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火焰烟雾分割算法以及火灾预警的应用与

研究
吴淑雷 王垚儒 黎志远 鲁华珺

华南赛区 华南师范大学 基于飞桨深度学习平台的中药饮片识别与推荐系统 梁艳 冯柏 吴瀚懋 江海琪

华南赛区 三亚学院 遥感地块变化检测 杨博雄 方婷 王伟多 高晓阳

华南赛区 深圳技术大学 基于飞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李蒙 张宝坤 陈俊雍 苏梓铙

华南赛区 五邑大学 AI智能皮影机器人 秦传波 谢泽源 彭贤滨 钟春婵

华南赛区 五邑大学 基于飞桨的农作物害虫识别与智能监控系统 秦传波 李婉莹 骆伟斌 谢梓源

华中赛区 安阳工学院 基于飞桨的智能导盲眼镜 姚海燕 杨洋 张文强 廖奥博

华中赛区 安阳工学院 基于Paddle的智慧门禁系统设计 李立 刘松鑫 刘晨晨 石梦晴

华中赛区 赣南师范大学 未燃防火—云智能火灾防控 李宝磊 樊家成 谢中央 周颖

华中赛区 河南大学 慧课堂—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课堂学情实时监测系统 王冬 罗子珺 祖岩岩 张晨龙

华中赛区 河南工业大学 基于飞桨的智慧安防系统 侯惠芳 来新璐 黄冠方 郝文杰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图像识别与辅助诊断app 赵珊 陈艺卿 娄书凯 王莹昊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井下煤流视频智能分析系统 李小军 姜航顺 王明杰 卢姜文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慧“眼”识火—基于飞桨的火灾智能预警系统 岳磊 梁梦豪 赵江豪 毛以琳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中学理化实验考试智能评分系统 芦碧波 曹如意 汤文康 吴思睿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乳腺癌图像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系统 张秋玲 李玉佳 胡传福 马得草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车牌图像智能识别 芦碧波 李书煜 刘凯伦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飞桨平台的盲人导航眼镜 罗军伟 王家怡 余亚楠 吴旭阳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数据可视化分析系统 王春阳 苑春雨 薛载琦 郝道前



华中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大学生实时安全管理系统 陈建峡 杨帅 龚道军 王颖

华中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膜片式EFPI光纤语音增强 龚姣丽 余梓威 郭灿 何新龙

华中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预训练模型的卷积神经网络医疗情感分析 陈建峡 余天赐 张姝曦 毛磊

华中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飞桨的考招智能问答平台创意书 陈建峡 王天赐 陈志康 张云飞

华中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在线推荐学习平台 陈建峡 刘迪派 张云飞 陈浩然

华中赛区 湖北工业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EFPI声波传感器人员声源定位系统 龚姣丽 陈金婷 廖欣茵 柴世一

华中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基于飞桨的肢体复检智慧屏 唐建宇 周国源 刘心雨 黄家琪

华中赛区 湖北经济学院 基于飞桨的三重识别乒乓球赛智能助手 叶雪军 李成宇 皮昕 杨艳

华中赛区 湖南工商大学 AI防疫哨兵—疫情防控社区下的违规行为监测系统 姜林 陈斯曼 刘文敏 王涛

华中赛区 湖南工商大学 知行—基于飞桨的行人过街预判系统 姜林 罗雪梅 周慧婷

华中赛区 湖南师范大学 基于PaddleDetection的智能家居物品分选机器人 罗坚 张思维 刘晓岚

华中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飞桨的手语翻译与辅助教学系统 李贤芝 徐进锋 曹勇 陈勋

华中赛区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飞桨的无人机智能工地安全监管系统 李贤芝 唐袁 魏子豪 周颖婷

华中赛区 江西理工大学 复杂环境下基于飞桨的脐橙精准快速检测系统 喻玲娟 陈际云 陈骁扬 汪成江

华中赛区 江西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智慧书桌系统 易见兵 罗坤 杨熙民 谢唯嘉

华中赛区 江西农业大学 基于飞桨的实时密集小目标检测方法研究 殷华 万家兴 刘兴森

华中赛区 南昌大学 基于百度飞桨框架的智能创作平台Creator 于海雯 殷骢睿 郭金琳

华中赛区 南阳师范学院
智慧课堂—基于飞桨的智能课堂行为分析与考试作弊检测

系统
郑伟 黄晨 何飞鹏 孟琪皓

华中赛区 三峡大学 基于飞桨的智慧渔业捕捞计数装置 黄志勇 姚玉 马欣 杨晨龙

华中赛区 武昌工学院 基于视觉的车道线检测系统 李皓 彭思康 朱文剑

华中赛区 武昌工学院 基于飞桨的皮肤病辅助诊断系统 姚远 肖雨薇 白露 卢闯闯

华中赛区 武昌工学院 基于视觉的农业害虫检测及防控系统 江晓明 刘艳声 杨杰 王启澳

华中赛区 武昌工学院 猎鹰之眼—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为异常人员检测系统 李皓 杨怀铭 刘湘琳

华中赛区 武昌工学院 基于改进的条件生成对抗网络的精确皮肤损伤分割模型 黄文文 秦帅 熊菲 史睿娟

华中赛区 武汉大学 基于RFID无线信号的步态识别和身份认证 朱卫平 沈静远 陈子涵 常宜萱

华中赛区 武汉大学 问路—基于飞桨的自动驾驶辅助解决方案 李华玮 满伯明 刘涛榕 杨昊骐

华中赛区 武汉大学 基于百度飞桨的牧场牛只追踪和姿态估计系统 朱卫平 赵卓轩 吴浩宁 徐硕

华中赛区 武汉大学 NFT纪元—基于AI绘画的数字艺术品交易平台 王正 汪家伟 常元和 蒋博

华中赛区 武汉大学 基于飞桨的分肾功能预测系统 刘修恒 郑庆源 杨瑞

华中赛区 武汉大学 服务导向型AI智能数据众包平台 王毅 杨淇雅 詹语欣 莫杨

华中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基于飞桨的汉绣知识引导的图案生成系统 夏定纯 梁鸣岩 程信 曾铭喆

华中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核酸检测人流量实时监测与显示系统开发创意书 邓在辉 简万峰 李畅 孙银涛

华中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 基于飞桨的手语识别系统 夏定纯 罗飞扬 王文心 方丹琪

华中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无声的旅行 孙小龙 吕嘉隆 吕瑞承 曾梓轩

华中赛区 武汉工程大学 AI分析智能驾驶行为识别预警系统解决方案 周耀胜 蔡俊 马澎家 杨望宇

华中赛区 武汉工程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垃圾分类收集装置 周耀胜 何杰 黄鑫 唐铮

华中赛区 武汉工程大学 基于无人机及其着陆平台的海上智能应急搜救系统 毛金城 宋圣伟 刘巧慧 关莎莎

华中赛区 武汉工程大学 矽缤云塾—多功能可视化动态监测及反馈系统 周耀胜 陈龙 翦易柯 蒋海洋

华中赛区 武汉工程大学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书法图像去噪 周耀胜 焦云旭 徐子绚 姚悦熙

华中赛区 武汉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敏感信息隐藏与恢复系统 朱安娜 赵世鑫 苏航宇 杨俊杰

华中赛区 武汉理工大学 智航深蓝—基于飞桨与ROS的智能船舶自主航行仿真系统 程艳芬 周凯 郝振宇 周凯文

华中赛区 武汉理工大学 基于遥感影像和深度学习技术的贝藻类养殖场碳汇评价 何晓蓉 潘雅文 陈庆阳 张琪杭

华中赛区 郑州大学 基于飞桨的智能攀塔光缆巡检机器人 马竞 王昌 张正壮 师相龙

华中赛区 郑州大学 基于飞桨的无纺布智能检测系统 卫洪涛 潘浩杰 仝鑫 施锦鹏

华中赛区 郑州大学 基于飞桨深度学习与AMDN神经网络的无人机路径规划算法 王东署 崔永逸 姜新航 殷浩翔



华中赛区 郑州大学 基于飞桨的元宇宙在线课堂手势同步系统 马竞 陈家宝 曾娣 杨偲艺

华中赛区 郑州大学 基于飞桨的“小书虫”儿童电子阅读器 马竞 宋一凡 汤海波 张昊

华中赛区 郑州轻工业大学 基于百度飞桨的驾驶员危险行为监测预警系统 陈志武 周何彬 吴国伟 赵耀祖

华中赛区 郑州轻工业大学 基于PaddlePaddle的恶性肿瘤检测系统 李一浩 陈新杰 陈泓利 李奕儒

华中赛区 郑州轻工业大学 基于飞桨的自供电式物联网智能分类垃圾桶 陈志武 王佳骏 王东方 蔡明哲

华中赛区 中南大学 基于飞桨的盲人辅助阅读戒指 郭璠 王志远 何汉东 王琪

华中赛区 中南大学 基于人像分割与2D-3D转换技术的智能服装搭配应用 鲁鸣鸣 周星洋 姚艺峰 姜佳欣

华中赛区 中南民族大学 智能商品识别结算系统 徐科 胡海杰 兰佳亦 李虹均

西北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OpenCV和CNN新型交通指挥机器人 胡世军 吴宗翰 王文轩 王丽媛

西北赛区 宁夏大学 基于飞桨的虚拟试衣系统 吴素萍 袁智翔 彭雨欣 栗盘

西北赛区 宁夏大学 基于飞桨的智能人体跌倒检测系统 吴素萍 张博洋 林磊 马克华

西北赛区 西北工业大学 基于无人机平台的黄河冰凌遥感图像语义分割 冉令燕 魏辰旭 王殿仪 王康威

西北赛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基于飞桨的杏鲍菇生长阶段识别系统  杨会君 张文倩 张越玲 赵子强

西北赛区 中北大学 基于飞桨的跨平台智慧农业遥感监测平台 李华玲 杨毓栋 陈玥 李梓璨

西北赛区 中北大学 基于飞桨的文化创意图像处理小程序 王斌 周启辉 郏俊朋 赵旭峰

西北赛区 中北大学 “初创”—基于GPS定位的智能耕地机器人 李传坤 姚星辰 王康桥 郝翔宇

西北赛区 中北大学 智采小匠—蘑菇柔性采摘与云监控系统 闫晓燕 闫文 卫昭岩 张娟

西南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智慧医疗—基于飞桨的皮肤病辅助诊疗系统 钟剑丹 刘苈乐 范美楷 方志

西南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飞桨的复杂条件下PCB表面缺陷检测系统 钟剑丹 汪银 叶袖妃 黄鹏程

西南赛区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飞桨的奶牛异常行为监测系统 吴思东 韩鹏远 王涛 张桦

西南赛区 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飞桨的眼底图像分割与诊断系统 李永杰 谭玉博 黄衍林

西南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基于飞桨自动送药机器人 朱克超 李继超 郭钦萍 戴洵

西南赛区 贵州师范学院 茶场白细胞-基于人工智能的茶场异己捡除设备 桑海伟 吴承思 齐思思 田莹莹

西南赛区 贵州师范学院 光导视觉—异形插件机 桑海伟 邓江远 曹娅 宋洪伟

西南赛区 贵州师范学院 我是你的眼—深度学习助力盲人出行 余雄 贺文周 康庆雄 廖红佳

西南赛区 四川农业大学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柑橘智慧种植系统 陈晓燕 陈骏扬 张代科 张雅婷

西南赛区 西南交通大学 高分辨星地协同计算硬件系统“云图” 邸志雄 陈羿多 马晓宝 陈旋

西南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基于飞桨的多功能台灯 罗洪 郭培滨 陈杨煜 杨璐怡

西南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坐姿要端正—基于飞桨的坐姿识别提醒系统 罗洪 赵鹏斐

西南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基于YoloV3的智能识别垃圾系统 邵彩幸 苏冠宇 马天阔

西南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独臂盘点侠—基于飞桨和ROS机器人的智能盘点系统 郭建丁 胡娉瑜 陈晓天 蒋中青

西南赛区 西南民族大学 “彝心彝译”—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互译平台 向伟 米克丽娅·阿地里 李佳琪

西南赛区 重庆工程学院 研学派—基于飞桨开源的深度学习的智能终端 朱世宇 方鑫 王帅 罗丽蓉

西南赛区 重庆工程学院 智慧导盲机器人 朱世宇 冉程好 杨红艳 卢政旭

西南赛区 重庆工程学院 智能垃圾分拣装置 丁志强 李文杰 赵兴耀

西南赛区 重庆工程学院 人脸攻击对抗系统 朱世宇 周智强 王正豪 皇甫乐媛

西南赛区 重庆工程学院 基于飞桨的脑卒中三维分析平台 朱世宇 方正浩 王楠 阳绪铃

西南赛区 重庆科技学院 基于飞桨的齿轮箱异常声音“听诊”系统 辜小花 毛禄红 张鑫鹏 孙志恒

西南赛区 重庆科技学院 基于飞桨的婴儿“护道者” 辜小花 张鑫鹏 毛禄红 张煜

西南赛区 重庆科技学院 全自动肺癌检测诊断器 辜小花 敖桂亮

西南赛区 重庆科技学院 基于飞桨的奖励类智能文档识别和整理系统 罗雯涛 袁兵 张璇 彭李芳馨

西南赛区 重庆科技学院 基于飞桨的有杆抽油机智能通用故障诊断系统 辜小花 潘琚涛 张益宁 韩磊

西南赛区 重庆文理学院 基于飞桨的X光片诊断报告自动生成系统 严海升 杨鹏程 蒋忪涛

西南赛区 重庆文理学院 基于飞桨的视网膜疾病检测分类系统 黄弈 贾世博

西南赛区 重庆移通学院 百度飞桨元宇宙短视频APP-BinLin 贾明杨 王健霖



西南赛区 重庆邮电大学 数字乡桥—乡村桥梁安全检测系统 吴德成 余猛 程隆奇 王鹏

西南赛区 重庆邮电大学 智诊智慧医疗在线对话平台 邓欣 梁子龙 梁书睿 符永骥



赛区 学校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东北赛区 北华大学 基于EasyDL餐具污渍检测及清理系统 董绪斌 赵雅轩 王宏翔

东北赛区 北华大学
基于EasyDL的有关国旗元素以及各类敏感信息的图像智能

识别与辅助标注系统
董绪斌 朱浩然 刘宇诤

东北赛区 大连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声表面波细胞分离系统 武震林 殷祺云 李昊宇 温晴

东北赛区 大连理工大学 “天网”—智能实时监考系统 林驰 叶志恒 吴基玉 曾欣荣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程大学 “智语仿声”—基于EasyDL的听障人士手语识别系统 刘海波 张银翔 刘晓伟 段毅航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专利之眼—基于文心大模型的专利关键信息阅读理解系统 杨沐昀 马翊轩 张文婷 袁靖昊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养生不止于枸杞：基于EasyDL的亚健康人群个性营养师系

统
张宇 赵泽宇 唐玉情 沈芊彤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识百草:基于EasyDL的中草药识别系统 张宇 朱浩萱 任千昊 孙健航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基于EasyDL的线上运动指导打分模型 李东博 王晨雪 刘浩宇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基于人体姿态迁移的虚拟换装技术 左旺孟 梅艳婷 姚澜 陈洋

东北赛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糖尿病眼底视网膜病变图像辅助诊断系统 裴晓敏 汪哲豪 赵泽宇 张宗星

东北赛区 沈阳工业大学 基于飞桨的深海液压机械臂 周英钢 李继冯 刘振兴 杨红丹

东北赛区 沈阳工业大学 人脸识别会议签到 苗宇 钟豪 张智杰 于泽淼

华北赛区 北京邮电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感染性角膜炎辅助诊断系统 欧中洪 李旭宸 朱炫柳 李旭钊

华北赛区 华北电力大学
基于EasyDL与图像分割的地域交通网光伏发电潜力评估方

法
马剽 陆熠熠 林威

华北赛区 天津大学 基于EasyDL的线上考试监考系统 魏继增 李嘉伟

华北赛区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
“Eyes of Depth 2.0”区块链非法交易活动预测和监控

平台
杨巍 贾文洋

华北赛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基于飞桨的EasyDL图像智能识别与森林火灾及预防监测系

统
艾刚 马申奥 张馨玥 邢家成

华北赛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基于百度EasyDL的化工园区安全风险预警系统 于沛 王常乐 张国琛

华东赛区 安徽工程大学 基于EasyDL的围墙翻越智能哨兵系统 修宇 章佳乾 张长峰 王娜娜

华东赛区 东华大学 基于EasyDL图像分类的旗袍定制系统 刘晓强 向兆宇 周钱 付梦琪 

华东赛区 福建江夏学院 基于飞桨的信访信息智能分类系统 谭睿璞 吴家豪 郑耀 黄晓娟

华东赛区 福州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下的康复训练系统 陈平平 林婉婷 蔡松晋 张劲笛

华东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行车伴侣 张盛平 赵怡森 刘鼎坤 张瑜

华东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基于EasyDL和海量文本信息的To B端智慧营销系统 朴学峰 丁灏 何欣 张伟杰

华东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安室无忧—基于EasyDL的化学实验室智能安全管理系统 宋蕙慧 刘鼎坤 王昊 霍亮宇

华东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基于飞桨的竞技体育视频查重系统 徐永东 沈宏灿 高佳乐 王东晓

华东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基于EasyDL的果蔬分级系统 张小东 吴俊洋 周俊涵 严杰曼

华东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基于EasyDL的板书去遮挡智能阅读编辑系统 朴学峰 严沐阳 何依宸 廖小溪

华东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基于EasyDL的禽蛋孵化异常图像检测 张小东 秦占悦 吕一波

华东赛区 金陵科技学院 基于EasyDL的声控取证预警报警器 洪蕾 余舒沁 仲文杰 杨海威

华东赛区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电力二次系统巡检APP 帅辉明 高誌怡 王梦彦 刘晨曦

华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 基于EasyDL-EdgeBoard的设施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系统 杨绍兰 于锦涛 吴颖 曾祥朔

华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 基于EasyDL的粮食产量预测系统 宋彩霞 曲可加 倪文硕 姜润泽

华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 基于百度飞桨的沙田柚病虫害识别系统 宋彩霞 陈勃宇 刘慧玲 马悦

华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 基于EasyDL的梨树病虫害识别系统 宋彩霞 张汝文 宋宜泽 杨超然

华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 基于飞桨的智能导盲手杖 宋彩霞 王先桢 吴修善

华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梨叶病虫害与缺素图像识别系统 宋彩霞 任佳佳 张金涛

华东赛区 青岛农业大学 基于EasyDL的网络暴力语言识别系统 宋彩霞 祝颖鹃 唐源鸿

华东赛区 山东科技大学 网联环境下高速路车辆编队自主控制系统 张福新 张庆正 董成洋 丁赛雅

华东赛区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基于百度飞桨的玉米果穗智能筛分系统 刘敏 齐志浩 孟凡宇 谢志贤

华东赛区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基于EasyDL的口罩佩戴及距离检测系统 刘敏 许光宇 张正裕 刘豪

华东赛区 烟台大学 基于EasyDL的中老年群体数字困境解决方案 刘志中 郭嘉程 张萌萌 尹澳

赋能组

参赛队员



华东赛区 中国矿业大学
基于EasyDL的时政评论文章标题生成与摘要关键词抽取系

统
毕方明 胡钧耀 李春阳 黄凯

华东赛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医舌象智能识别系统 张千 赵宇涵 李伟峰 李鑫

华南赛区 广州软件学院 “慧眼丰登”—基于EasyDL的农业机器人病虫害检测系统 何苏利 李城滔 陈龙赫 庄浩霖

华南赛区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EasyDL和EdgeBoard的全自动化多端农业 雷晓春 林奕铮 张子豪 黄剑箫

华南赛区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基于EasyDL的社区自助废弃塑料瓶回收管理系统 饶雪峰 黎满 黄晓丽 彭明明

华南赛区 海南大学 中脑—基于BML的阿尔茨海默症智能普筛产品 谢小峰 孙骅伟 蔡艺文 张佳乐

华南赛区 海南大学 疫清—校园防疫小助手 杨厚群 张鸿 武炙翼 毛洁然

华南赛区 海南大学 慧影-基于MMgSN和联邦学习的鼻咽癌图像合成系统 李德顺 施逸铭 黄硕 王振辰

华南赛区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农作物的防护系统 陈捷 李帅杰 孙佳澎 谢易含

华南赛区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纪检员 雷华军 王博艺 魏群京 崔嘉恒

华南赛区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EasyDL的电路板装配缺陷检测系统 李华洲 蒙桂阳 何丽韵 杨锦鸿

华南赛区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果蔬识别与定位系统 李华洲 姚柳清 黄挺 屈柳岚

华南赛区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基于EasyDL的防疫信息识别统计系统 刘夏 李志强 王佳乐  张鑫

华南赛区 三亚学院 云琼智检—数字农业平台 杨涛 汪新迪 蓝玲 王梦露

华中赛区 河南工业大学 基于EasyDL的小麦不完善粒快速检测系统 蒋玉英 熊浩添 吴春晓 王鹏博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苹果叶片病斑检测智能分析系统 王春阳 许美 马婉丽 孙扬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玉米分蘖智能检测和识别系统 张霄宏 董熙润 王娇娇 孟路亮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绘画疗法的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 雒芬 李颖颖 许焕 张雪莹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综采工作面矿压预测系统 李振华 徐杰 赵贝贝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多场景口罩检测系统 张霄宏 赵伟嘉 姚天改 杨鑫鹏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脑肿瘤图像分类 唐朝生 李斌 席梦博 石佳伟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瓷砖瑕疵检测 芦碧波 崔嵩 牛婷婷 胡曦赟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煤矿井下监控视频的人员及打钻智能分析系统 李小军 王文轲 贾俊豪 赵明炀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菌类毒性识别与分析 谷亚楠 陈甜甜 陈雪微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植物叶片图像分割 芦碧波 周飞飞 徐新超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健康码行程码智能识别系统 张建春 侯心雨 魏洋洋 卢校虎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小麦条锈病识别 王春阳 潘迪 刘兴旺 王哲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吸烟监测识别系统 陈艳丽 史紫晗 任曼瑜 宋赛爽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垃圾分类智能识别 芦碧波 花洋 封舒琪 刘梦珂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玉米病虫害检测 芦碧波 李子滢 武萱 华蕊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翻越行为智能检测系统 郑艳梅 刘晨阳 万怡菲 李伊帆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火眼金睛—火灾预警的图像分析系统 谷亚楠 于建磊 陈子坤 郭晓博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城市道路风险检测 芦碧波 彭乾泰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视网膜OCT图像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系统 谷亚楠 王滢溪 詹玉寒 马高岩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湖泊垃圾智能识别系统 芦碧波 宋秋爽 马帅 张子扬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垃圾分类系统 芦碧波 王圆洁 宋育苗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草莓病虫害识别检测 芦碧波 周宇杭 秦保富 张宇海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东北猫科濒危动物的检测 芦碧波 袁玫琦 石文溢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金属部件缺陷检测 徐文鹏 李秋歌 徐豪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鲕粒智能检测系统 芦碧波 秦聪聪 张晓燕 路宽阔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大场景安全帽佩戴识别 芦碧波 戚恒熠 裴前勇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作业人员是否佩戴安全帽检测 陈艳丽 王宇豪 肖成龙 袁润总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可燃物类型识别 芦碧波 胡紫维 徐梦娇 刘端威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铁轨障碍物检测系统 芦碧波 许兆培 王乾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风机叶片故障识别与辅助分类系统 张霄宏 范文兰 高晨晨 郭孟其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图书馆人员穿着的智能检测 芦碧波 张婷婷 王梦珂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幼儿独乘识别报警系统 王科峰 任雨凡 耿付超 陈晨雨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骑车人是否戴头盔识别 王春阳 巫统仁 文婷婷 李康弘

华中赛区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公共场所吸烟检测 张霄宏 王书奇 李傲然 王振宇

华中赛区 湖北大学 基于神经网络控制的智能垃圾分类与调度系统 曾诚 程茹 李游

华中赛区 华东交通大学 基于EasyDL的智能防疫卫士 聂学方 简豪欣 郝书乐 简豪亮

华中赛区 华东交通大学 基于EasyDL的水果成熟度检测系统 邓锋 郝书乐 郑年华 孙路瑶

华中赛区 华东交通大学 基于机器视觉的无人车路况识别系统 聂学方 陈远豪 朱臣臣 张晨

华中赛区 华东交通大学 基于EasyDL的停车场车位检测系统 邓锋 杨家华 杜雨杉 洪远志

华中赛区 华东交通大学 水下智能机器人 聂学方 于喆 刘昀鑫 欧阳萍

华中赛区 华东交通大学 基于EasyDL的手语识别智能翻译系统 赵军辉 封涛 刘鹏 钟文君

华中赛区 江西财经大学 基于BML的遮挡人脸智能识别系统 万伟国 罗承宇 沈心怡 易宇星

华中赛区 江西农业大学
基于Yolox和Swin_TransFormer的种子纯度分析及水稻病

害综合识别平台
杨红云 刘磊锟 吴俊

华中赛区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耳聪目明识别小精灵 孙小龙 厉靖宇 陈博文 唐楚尧

华中赛区 郑州轻工业大学 基于百度飞桨的大棚草莓种植智能控制系统 陈志武 熊杰 成鑫宇 吴洪才

华中赛区 郑州轻工业大学
用于自闭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的声纹特征滤波识别诊断系

统
李一浩 陈义 张娇 陈希

华中赛区 郑州轻工业大学 基于AI数据分析的室内热环境智能优化系统 李一浩 姚梦珠 张笑薇 梁树达

华中赛区 郑州轻工业大学 智诊精护-脑卒中康复诊疗AI数字力量 李一浩 任晓妍 崔灿 师琳琳

华中赛区 郑州轻工业大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大数据糖尿病患者膳食筛选推荐系统 李一浩 张正明 姜珂 田梦柯

华中赛区 郑州轻工业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工业电机温度预测系统 李一浩 王慧钢 刘畅 李明浦

西北赛区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ROS智能规划的树木输液设备—林地园林守护者 郑海霞 张爱陆 何晨煜

西北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姿色纸缘—基于飞桨的剪纸识别平台 曹若琛 吴鑫凯 段雨欣 杨傲婕

西北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MyTalk-基于深度学习的语言障碍辅助治疗系统 谢红薇 薛惠文 程柯雷 刘璐

西北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临床乳腺钼靶图像诊断系统 杨玲珍 张玉婧 武琦 杜晨锐

西北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EasyDL的肾脏肿瘤分割系统 边婧 苏文锐 曾悦 张潇

西北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云曦智划—大数据智能分析管理平台 谢红薇 李逢龙 张晓斌 张晨辰

西北赛区 太原理工大学 农业智能生产指导系统 边婧 王一霖 王琛

西北赛区 西安航空学院 AI识别微表情 刘琼 康紫琪 李志康 肖桐

西北赛区 西安航空学院 AI智能标注邮车 彭寒 刘康 谈宇博 宋潇瑶

西北赛区 西安航空学院 基于EasyDL的导游清洁机器人 任静 陈俊宇 李方舟 李强

西北赛区 西安航空学院 飞机起落时的飞鸟检测 刘琼 李德 王明辉 寇怡晗

西北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基于EasyDL的音乐素质的培养系统 史晓楠 柯守业 许仕林

西北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基于EasyDL的煤矿常用设备识别系统 王丽雯 顾齐娟 雷玉莹 杨攀宇

西北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基于EasyDL的服装风格识别 史晓楠 辛宇航 刘潇 张爱坤

西北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川菜菜品识别 符立梅 赵亮亮 张文琴 牛文静

西北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基于EasyDL的硬件识别教学系统 史晓楠 郑业恒 王懿斐 邓于亭

西北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慧眼识“筑”—基于EasyDL的建筑识别应用 史晓楠 周荣飞 贾晓庆 王嘉怡

西北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基于EasyDL的煤流异常检测系统 史晓楠 侯崯波 韩布昀 李嘉泽

西北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矿石识别系统 王丽雯 马启智 刘宏歌 康超

西北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基于EasyDL的汽车玻璃缺陷图像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系统 史晓楠 林柯瑾

西北赛区 西安科技大学 基于EasyDL的野生植物鉴别系统 何蓉 李佳音 韩伟盼 孙格睿

西北赛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指物成句”:基于手势识别的汉语描述软件 王美丽 薛皓玮 张鑫龙 陈心洁

西北赛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面向枣树种植的知识图谱应用与研究 吕志明 吕红 杨迎杰 王右玮

西北赛区 西京学院 光伏电池缺陷智能检测系统 李鸿艳 赵继源 王妍 陈孜欣

西北赛区 西京学院 基于机器视觉的PCB板缺陷检测系统 刘婧 晁波涛 何雪雪 李宇涵



西北赛区 西京学院 马拉松“替跑”行为检测系统 张少华 贾梦媛 沈文欣 官可

西北赛区 西京学院 病理性近视智能辅助诊断系统 李鸿艳 齐宇浩 郭虹利 沈文博

西南赛区 成都东软学院 疫情情感分析系统 史成凤 陈芸兆 唐萍

西南赛区 成都锦城学院
智农拍拍—基于飞桨的玉米病虫害识别诊断与预警预报系

统
李征骥 赵子发 房子扬 胡阳阳

西南赛区 成都中医药大学
基于EasyDL结合穴位敏化理论的慢性稳定型心绞痛中医疾

病与证素辅助诊断系统模型
高原 魏卓然

西南赛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基于EasyDL的仓储物体检测系统 王飞 张小丽 文亭力 罗莹

西南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基于EasyDL平台结合PCMCI方法的煤炭市场预测与分析系

统
刘凤海 陈冠羽 龚宇航 孙宁淋

西南赛区 四川师范大学 基于EasyDL的机器学习方法对离子液体粘度的预测系统 贾国柱 黄敏 梁靖翊

西南赛区 西藏大学 “虫草宝”—开创雪域瑰宝的新纪元 肖伟 杨晨 祁晋东 谢鑫焱

西南赛区 西华大学 基于EasyDL的智能识别田螺与福寿螺系统 唐明伟 谭林 李松玲 甘晨

西南赛区 西南大学 知识追踪—让学生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李莉 祖帅帅

西南赛区 西南交通大学 基于EasyDL的多场景混合目标智能监测与分析系统 滕飞 李久强 王铮

西南赛区 云南大学 巧“物”数化—传统工业系统数字化轻量改造解决方案 谢诚 沈琪 贺怀天 何佳俊

西南赛区 重庆大学 基于飞桨的光纤制备辅助决策系统 刘凯 易盛 杨作秀 欧阳兆彬

西南赛区 重庆科技学院 基于摄像设备的火焰检测系统 罗雯涛 陈诺 贺小宝 闵柯杰

西南赛区 重庆师范大学 基于EasyDL技术的智能导盲腰包 兰晓红 吴敏 勾艺洁 刘燚



赛区 学校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基于遥测数据的月球巡航卫星自主故障诊断和功能重构 刘明 赵浩天 骆天依 王以理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基于可见光与激光雷达数据融合的航天器三维精细结构智

能重建
汪洪源 刘祥 颜志强 陈昱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变形“蜂”车—基于飞桨的多机协同火星探测群 陈松林 韩雨萌 赵美含 王文瑞

东北赛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基于数据融合与智能感知的月表巡视器路径规划模块 王振华 董范天丽

东北赛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飞桨的智能新载导弹系统关键技术设计与开发 杨靖宇 刘冉旭 刘宇睿 汪兵

东北赛区 长春理工大学 基于飞桨的火星车全天候视觉导航系统 刘红 申文达 孙王韬 周俊

华北赛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飞桨的星表陨石坑智能检测分析平台 崔林艳 吴宇璇 孙浩轩 陶奕麟

华北赛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火星车着陆“黑色七分钟”内的障碍识别与规避 尹继豪 李惟潇 元哲明 许智博

华北赛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神经网络优化算法对可重复使用运载器设计方案的评

估
沈映春 刘立男 白佳毓

华北赛区 航天工程大学
基于EasyDL平台的空间目标智能识别与维修的空间站智能

管理系统
尹航 林渭凯 周文婧 蔡淑瑜

华北赛区 中国科学院大学
支持自适应科学探测的航天器智能软件架构平台及其任务

规划方法
吕良庆 张峻巍 卢广佑 何睿

华东赛区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飞桨的图像边缘检测算法 冯李航 郭子旭 汪穗 贾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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