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软件创业团队赛 

选拔赛获奖名单 

 

学校名称 参赛队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是否进

入决赛 

西藏大学 生命之花团队 健康宝 一等奖 是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凌式软件工作室 睿智众创威客圈创业计划书 一等奖 是 

西安工业大学 我约学车团队 我约学车 一等奖 是 

哈尔滨工业大学 快客 基于云平台的高效社团管理系统 一等奖 是 

黄冈师范学院 WStwo 基于 Android 的移动安全接入系统 一等奖 是 

咸阳师范学院 爱心守护 在线心脏智能监测系统 一等奖 是 

成都学院 Explorer 鹰眼 一等奖 是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飞虫 飞虫 一等奖 是 

湖南工业大学 起凡创业团队 基于安卓平台的医疗康复游戏系统 一等奖 是 

江西师范大学 RYL 团队 随心而行 一等奖 是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十一队 回家看看 一等奖 是 

北京工业大学 RASPI 互联网加传统停车场车位管理系统 一等奖 是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芝麻开门 外贸直通车调价金手指 一等奖 是 

武昌工学院 LifunAgain 神笔成真小画家移动在线绘画平台 一等奖 是 

福建师范大学 钱要么 钱要么推广服务平台 一等奖 是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爱创团队 急了吗 一等奖 是 

青岛农业大学 GIRLS SaveGirls 一等奖 是 

福建师范大学 E 对账 E 对账智能对账核算平台 一等奖 是 

武昌工学院 TriLifun 基于四维立体图形化检索的历史文献云系统 一等奖 是 

山东建筑大学 正音朗声团队 基于地域的方言正音 APP 朗声 一等奖 是 

山东交通学院 冰雪 基于重力感应系统的洗车系统 一等奖 是 

广东工业大学 VR 科技 仁大 VR 方案 一等奖 是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起迈 天府决 一等奖 是 

大连交通大学 大赢家 大赢家 一等奖 是 

西安科技大学 EveryWhere 二货 一等奖 是 

山东交通学院 星之火 坐在云端的冰箱 一等奖 是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逐梦队 智能物流 一等奖 是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十二队 匠心 一等奖 是 

江西师范大学 汗水青春队 百草园 一等奖 是 

成都学院 微积分 梦境 Dreamshop 一等奖 是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小树林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自闭症儿童服务设计 一等奖 是 

厦门理工学院 智运动 智运动 一等奖 是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KTV 魔音包厢升级方案 KTV 魔音包厢升级方案 二等奖   



 

浙江科技学院 DreamTeam FM 潮男帮 二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守护天使 OldBird 二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凌云 微约教学圈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十六

队..thisMoment 
Smart.Express 二等奖   

广西师范学院 三 i.Inheritance 基于 webGis 的目的地旅游气象灾害预警系统 二等奖   

成都学院 colocker 智能自行车锁 二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华成创业团队 基于 Android 的嵌入式智能厨电系统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三队..wego 基于体感交互技术的家庭医疗护理电控系统 二等奖   

湖北理工学院 SUNDAY 团队 易租网 二等奖   

西安科技大学 ARser AR 扫一扫 二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fighting 工作室 专职医生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二十一队 畅厨 二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创享团队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大学生兼职软件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二队..懒人团 懒人四六级 二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SUPER 蚁停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十四

队..Aspire 
Aspir..学在当下 二等奖   

中南民族大学 XDemonsTeam 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云学习畅享平台 二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小小三 Cain 智慧温室 二等奖   

广东海洋大学 
深圳云创时代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运动 DV 智能应用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二十六队 
基于 Xamarin 和 ARM.Linux 的远程智能家居控

制系统 
二等奖   

成都学院 霍比特人 超校 二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溯源小助手 基于微信的二维码防伪溯源系统 二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蚂蚁创业团队 知音单车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二十七队 果果购物 APP 二等奖   

河北北方学院 TryMan 聚子伴软件系统平台 二等奖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光速 同学快跑 二等奖   

德州学院 风中胡杨 ai 旅游 二等奖   

韶关学院 环创特工 开心帮 二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SuperHero 智能浇花系统 二等奖   

武汉科技大学 一颗大白菜 家常菜蔬菜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   

黄冈师范学院 FTW 邻食家庭厨房共享服务平台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十三队 idio 旅行 二等奖   

广东海洋大学 网维团队 全城夺宝 二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领先生活团队 领新生活 二等奖   

四川大学 YuanYang.Pot 
购时 GoSmart.基于 LBS的平台型商业服务.大数

据精准营销 
二等奖   

集美大学 智者追风 智能车的远程遥控与自动驾驶 二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自由人 自由人行业解决方案 二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我最酷 智慧停车系统 二等奖   



 

中南民族大学 MonShine 智能聊天机器人 二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Wethk 团队 Wethk 智能家居系统 二等奖   

北京工商大学 服务街公社 服务街 二等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雏鹰振翅 校园智能云打印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二等奖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海潮 DIY 文化衫 海潮 DIY 二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期刊特工队 期刊图谱 二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冥火代表队 基于移动设备的汽车服务系统 二等奖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TankStudio 高校课堂智能考勤系统 APP 二等奖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维纳队 维纳队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六队 云端一体化停车场系统 二等奖   

北京工商大学 Aurora 队 好钱途 二等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智诚创新团队 节奏脸谱 二等奖   

中国海洋大学 寻课 寻课 二等奖   

韶关学院 SKY 非儿校城免费无线 WIFI 公益建设项目 二等奖   

厦门理工学院 智能家居小分队 智能安防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二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我邦队 我邦 二等奖   

河北科技学院 Future 梦 基于 Android 的慈善事业管理软件 二等奖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Dream 基于 ZigBee 的老人健康智能监护系统 二等奖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空气净化 空气净化 二等奖   

河海大学 Coders 飞课虚拟学习社区 二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齐天大圣的筋斗云 享骑 二等奖   

广东工业大学 聚匠 广州市聚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爱乐兔 爱乐兔 二等奖   

成都学院 家无忧 家无忧 二等奖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广西船联网队 广西船联网智能平台 二等奖   

长沙学院 一起长大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车辆远程定位系统 二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BoYoung 口袋超市网上购物 APP 系统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十队..报名宝

团队 
报名宝 二等奖   

河海大学 LLM LeapSpace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二十八队 练字小精灵 二等奖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Finner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图书馆智能盘点定位系统 二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JustBoys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和 Arduino的智能温室监控

系统 
二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追梦代表队 虚拟健身房 二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游好科技 游好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一队 伴侣 二等奖   

河海大学 随心云定位创业团队 随心云定位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旅行筛 旅行筛 三等奖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广涉车评估 广涉车评估平台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天地方舟 基于中高端社区的智能.知邻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十五队 快帮 三等奖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梦影团队 人仁房.一个没有中介的 OTO 二手房网站 三等奖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Biotornado 生命科学服务云平台 三等奖   

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 力量的船 食品安全评价 APP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徽音队 以图搜乐 三等奖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JustDoit 智老者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Winner 基于 VR 技术的旅游导航系统 三等奖   

山东科技大学 爱迅行创意团队 迅行智能停车系统 三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二五六 礼物 三等奖   

哈尔滨工业大学 愤怒的 HIT 基于移动端的校园资源分享平台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十八队 旅友 三等奖   

成都学院 Well 游我定制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XCT 队 基于图像搜索识别系统 三等奖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机器视觉技术创意创

新团队 
面向个性化定制制造的云排样优化系统 三等奖   

河南大学 蒲公英的约定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居民健康自助体检设备与

APP 
三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开拓者队 基于物联网的家庭健康监护系统设计与实现 三等奖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享包车 享包车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LOGO 医管家 三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课堂动力团队 课堂动力 三等奖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飞翔的企鹅 基于矩阵算法的物流配送系统 三等奖   

武昌理工学院 流星队 温故笔记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宠物圈 宠物圈 三等奖   

大连大学 南国信科队 基于 BS 架构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 三等奖   

西安科技大学 聚星创梦团队 鲜果网 三等奖   

韶关学院 元能队 智能老人状态检测仪 三等奖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知音思途队 智能停车寻车位系统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初阳代表队 基于移动端的智能停车场系统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光合作用 时立派智能短物流 三等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安全卫队 互联网安全保险箱 三等奖   

中南民族大学 Simplecode 智能购物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乐游动力 基于安卓平台开发的自驾游移动端 APP 乐游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八队 基于 TGAM 脑电芯片的音乐情绪调节系统 三等奖   

南京中医药大学 互联网加医博团队 网眼看中医 三等奖   

西安科技大学 逐梦三人行 基于用户多参数可信任算法的社区服务平台 三等奖   

山东中医药大学 ARVR 学习 
基于沉浸式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人体解剖学

APP 
三等奖   

苏州大学 卓创队 构件化 WSCN 编程架构与开发平台设计及应用 三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宜衫网团队 宜衫网 三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LzL 队 远程助理 三等奖   

成都学院 Thunderbolt 掌上洗衣 三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纪创队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智能酷跑游戏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多多益善 大学生生活费公益平台 三等奖   

河南大学 水滴团队 友师 三等奖   



 

成都学院 Risker 队 礼物颂 三等奖   

黄冈师范学院 starrysky 基于互联网的 PCP 平台概要 三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科技联盟队 基于射频识别技术的实验室管理系统 三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DJStars 校企通 三等奖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Random 团队 十分 三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Fire TCT 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三等奖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D.S 优医 APP 软件 三等奖   

苏州大学 更好队 更好 app 三等奖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三人行 途享旅游软件 三等奖   

首都师范大学 呜啦啦 快递帮 APP 三等奖   

中南民族大学 CWeYoung 功夫健身 三等奖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铅笔头创意团队 方向标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A.M. Who.Am.I 三等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三轮车队 多功能远程智能小车 三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卓越中精英 卓业网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创业街 创业街 三等奖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Ghost 众议 三等奖   

浙江科技学院 
杭州微舒科技有限公

司 
户舒宝 三等奖   

河南大学 李钰坤 贴吧医院提取 三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猫铃团队 猫铃网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新创梦之队 龙心 OS 三等奖   

长沙学院 友谊的泰坦尼克号 矿井智能探测车 三等奖   

德州学院 ReTsinghua 希碑 三等奖   

黄冈师范学院 yez 小微财务管理系统 三等奖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W.A.Y 网配圈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Brave 智能戒指 三等奖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蜂人棩 HomeCare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SuperTeam 
基于互联网平台下相似物品的图片与人脸序列

检索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雷霆代表队 校园公共物流信息平台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FreshTime 团队 每日鲜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ROM 
基于 Android 的 Romantic.travel 浪漫随心游

系统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二十二队 Ripple.脉动. 三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Microdream 安全家具管理系统 HomeSafety 三等奖   

浙江科技学院 这棵大树创业团队 这棵大树 三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Seed 社区助手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有范咖 YouKnowMeApp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My.farm 我的农场 三等奖   

汉口学院 青春护盾 小红伞手机卫士 三等奖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TuoweiPowerise 拓维创智家教辅导网站 三等奖   

浙江科技学院 Eagles 团队 酷客 cook 三等奖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Tortoise 基于互联网下的新型农家乐平台 三等奖   

西安理工大学 e 享联盟 聚享时光 三等奖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新视野科技 超级图片项目 三等奖   

汉口学院 在路上 在路上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纵恒代表队 基于 VR 技术的私人记忆软件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二十队 基于互联网.的云智能社区系统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畅游 校畅游智能手机应用 三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起航 育种 APP 三等奖   

黄冈师范学院 HelloWorldHSP 医疗信息移动应用系统 三等奖   

韶关学院 酷信联盟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检测 三等奖   

河北经贸大学 青柠队 多网融合农产品交易云平台 三等奖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TankTeam 帮偶买 三等奖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SKY 云上 云上 baby 家校通 三等奖   

广西师范学院 三 i 梦之队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景区水质实时智能监控系

统 
三等奖   

郑州轻工业学院 BabyCoding 
倍盈.专注为零售业互联网化经营提供解决方

案 
三等奖   

德州学院 NewSoul 基于 Kinect 的姿势矫正软件 优秀奖   

长春师范大学 Test ccsfu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麒麟代表队 基于移动端的只能餐厅评价与预约系统 优秀奖   

厦门理工学院 Fancy MyCar 微型智能车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响亮 爱尚公交 优秀奖   

北京科技大学 易兔团队 基于地理定位的高校二手市场的开发与应用 优秀奖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青春飞跃 智联无止 优秀奖   

江西师范大学 小智友 小智友 优秀奖   

青岛农业大学 开创者 大学生兼职系统 优秀奖   

德州学院 Geek 爱课 优秀奖   

江西师范大学 三人行团队 健康互联 App 优秀奖   

长春师范大学 出师大捷 绿银树 优秀奖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DIB 梦创 优秀奖   

武昌首义学院 首义先锋工作室 INeeding 社区 优秀奖   

邯郸学院 女子小队 我的执行力 优秀奖   

德州学院 磐石 餐具易管 优秀奖   

郑州轻工业学院 轻软三人行 SchoolAndHome 家校交流软件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G.J 代表队 基于三维立体技术的私人衣橱 优秀奖   

常熟理工学院 苏州闲时科技 闲时间 优秀奖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团团团 过节 优秀奖   

哈尔滨华德学院 TheSun 应用型本科学校图书众筹平台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unbelievable 代表队 图文转换器 优秀奖   

黄冈师范学院 绿色梦想 hgsf 基于互联网的农产品流通及安全平台 优秀奖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希望之光队 校园通软件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三十一队 大数据背景下的图书馆移动服务创新 优秀奖   

大连交通大学 EDS EDS 安全大师 优秀奖   



 

潍坊学院 more 弘德社区 优秀奖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勇创辉煌 MeRemix 优秀奖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智能派 智能教室及其云管控系统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Sunshine 基于智能手机的智能自然语言交流系统 优秀奖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Hex 家庭虚拟环境教学 优秀奖   

苏州市职业大学 卓跃队 图表秀 优秀奖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

学院 
我为书狂 书来书往 优秀奖   

皖西学院 皖西微校园队 皖西微校园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给力 
互联网时代的移动汽车服务 APP 专为有车一族

配备的贴身管家 
优秀奖   

武汉科技大学 爱码队 爱 IT 在线教育服务平台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九队 智能寻物器 优秀奖   

江西师范大学 行途旅游队 行途旅游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Summer 出去玩儿 优秀奖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探险小分队 探险小分队 优秀奖   

江西师范大学 嗨咔小队 嗨咔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Transcend 
基于电子地图的汽车节能畅行红绿灯之速度预

测系统软件 
优秀奖   

成都学院 天马行空队 乐图 APP 优秀奖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鹰雁之翔 倾梦友家 优秀奖   

南通大学 漫扑团队 漫扑 app 优秀奖   

浙江科技学院 Runner healthManager 优秀奖   

大连交通大学 就业达人团 轻松就业网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二十四队 斯威特快捷旅游助手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Repeat 标准普通话 优秀奖   

福建师范大学 游友 游友 优秀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MF 惠帮 优秀奖   

嘉应学院 嘉游工作室 嘉游 优秀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三人行创业团队 手掌校团 优秀奖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Youth.Dream 基于大数据的 O.O 同城网络购物平台 优秀奖   

北京工商大学 青柠创业团队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优秀奖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几客酸梅 微悦读 优秀奖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世纪之窗创意设计工

作室 
世纪之窗创意设计工作室 优秀奖   

青岛农业大学 瑟克赛斯 智能家居 优秀奖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广西糖联网队 糖联网智能管理平台 优秀奖   

江西师范大学 盆友 植物伴侣手机 APP 优秀奖   

德州学院 C 大脑协奏曲 百般呵护 优秀奖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阿迪雄鹰 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家庭 优秀奖   

大连交通大学 艾力特思队 百卉物流信息平台 优秀奖   

青岛农业大学 农创小分队 农作物销售平台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哆啦梦之队 本地 GO 生活 APP 优秀奖   



 

广西师范学院 三 i 创易步落 基于 Android 的智能景区导航 APP 系统 优秀奖   

武昌理工学院 创业生队 创业生 APP 优秀奖   

哈尔滨理工大学 云医疗小分队 基础云计算的医疗信息化应用 优秀奖   

山东财经大学 你瞅啥瞅工作室 Yoho 种吧 优秀奖   

山东农业大学 Dreams 基于脑电波和语音的轮椅智能控制系统 优秀奖   

烟台南山学院 DigitalLab 智慧家居智能控制系统 优秀奖   

青岛黄海学院 铁头科技 互联网加传统家居 优秀奖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AMC 医院无线查房系统 优秀奖   

盐城工学院 这不是梦团队 蔬果源基于安卓的果蔬销售平台 优秀奖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TheReturnOfTheKing IStudy 优秀奖   

长沙理工大学 凡路一队 校车快搭 优秀奖   

佳木斯大学 析理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仓储货位优化 优秀奖   

合肥学院 新空气团队 考拉周边游 优秀奖   

中北大学 红鲤鱼绿鲤鱼与驴 TAG 优秀奖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 历山学院工蚁队 工蚁医号 优秀奖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紫气东来 水果大战小动物 优秀奖   

哈尔滨剑桥学院 梦想 私人医疗管家 优秀奖   

 

 

 

 

蓝桥杯大赛组委会 

2016年 5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