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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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队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是否进

入决赛 

重庆邮电大学 互联网取证团队 互联网数据取证与证据保全、还原系统 一等奖 是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三十五队 
宠爱——最放心的宠物代养，最全面的

宠物社区 
一等奖 是 

郑州轻工业学院 郑轻软创-004 基于 GPS 与 RSSI 的防走失与寻回系统 一等奖 是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3Dreamers 优房 Go 一等奖 是 

南京工程学院 南工程计算机院队 互联网 物理实时在线仿真交流平台 一等奖 是 

徐州工程学院 XZIT 
基于大数据处理的扬尘污染预警系统

系列 
一等奖 是 

河南大学 医疗知识图谱小分队 医疗知识图谱 APP 一等奖 是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极速搜索创业团队 跨境电商自动化营销外贸神器 一等奖 是 

北京工商大学 服务街团队 服务街 一等奖 是 

南京中医药大学 针技 
AcuCloud云针灸平台 ——基于移动端

的针灸机器人控制及资源共享系统 
一等奖 是 

湖北师范大学 HCI 实验室 2017 智能康复助手系统 一等奖 是 

山东交通学院 SLS 代表队 智能门锁系统 一等奖 是 

华东政法大学 Too Young Too Simple 
“法点点”——大学生学习法律的不二

法宝 
一等奖 是 

德州学院 Yolo 汇农 一等奖 是 

郑州轻工业学院 郑轻软创-02 同船渡近场交易平台 一等奖 是 

哈尔滨工业大学 MultiWorld 
基于开源硬件人体动作捕捉通用套件

（MDK） 
一等奖 是 

天津工业大学 CrazyTeam 
基于安卓系统的 GMM模型的音色匹配 K

歌软件 
一等奖 是 

中南民族大学 CppCode 
基于 leap motion实现双向手语翻译软

件 
一等奖 是 

湖南工业大学 智居创业团队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嵌入式智能窗系

统 
一等奖 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工程大学 
蓝空有爱 蓝空有爱 一等奖 是 

厦门大学 厦影科技 AR 医学教学系统 一等奖 是 

北京工业大学 智享停车 智享停车 一等奖 是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 
理赔宝队 理赔宝 一等奖 是 

江西师范大学 兼果壳 兼果壳 一等奖 是 

保定学院 云创工作室 智能微护系统 一等奖 是 



 

厦门理工学院 BodyPlan BodyPlan 一等奖 是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飞虎队 车联天下 APP 一等奖 是 

北京科技大学 SLOOK 全景导游 SLOOK 全景导游 APP 一等奖 是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三易团队 三易植物养护集成系统 一等奖 是 

成都学院 SWT Super 智能健身服 一等奖 是 

河南大学 基于地址基类的签到系统 基于地址基类的签到系统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如来佛 考研库 二等奖   

河南工业大学 互联网驾培-学车堂 互联网驾培-学车堂 二等奖   

常熟理工学院 闲时科技 “闲时间”个性化时间和技能交易平台 二等奖   

河南大学 
基于网络爬虫的医疗禁忌信息微信小

程序 

基于网络爬虫的医疗禁忌信息微信小

程序 
二等奖   

河南大学 爱心播客小分队 医检溢查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Vavant 找工作助手 二等奖   

河南大学 智能设备应用研究团队 欢乐农夫 二等奖   

重庆邮电大学 antS 科创团队 顺带 APP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第 30 组 基于互联网 的云智能社区系统 二等奖   

武昌工学院 点 c 恩 
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高校实验及实践

教学服务平台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Fiting！ 智能试题组卷系统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主旋律 
基于 EDF 算法的智能一体化停车场系

统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Ripple 高校教务信息管理云平台 二等奖   

河南大学 不走寻常路 基于 GPRS 的呼叫系统 二等奖   

西安培华学院 豆芽创想 豆芽学管 二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工程大学 
云商店 宠物家园 二等奖   

河南大学 很有想法 “医 ”互联急救平台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创维码 创维码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Rooffy 
基于物联网的随点随到饮用机器人系

统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Venus U-safe 您的贴身安全卫士 二等奖   

重庆邮电大学 最最有爱小组 一个小目标 二等奖   

重庆邮电大学 Olivia   二等奖   

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

程学院 
勇创未来小队 “食”分快乐——蓝桥杯策划 二等奖   

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

程学院 
potato 土豆校园 二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逐浪 wego 大学生组队平台 二等奖   

安徽大学 伪基站“狩猎者” 伪基站“狩猎者” 二等奖   

山东大学（威海） You 客团队 滴滴导游 二等奖   

北京语言大学 2 乘 333 大家教 二等奖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十八桐人 Light ——楼宇智能照明系统 二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游动力 基于 Android 平台的健身游戏软件 二等奖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志行团队 《微信汽配商城系统》 二等奖   

南昌大学 Visit0R 
道儿门禁——基于云平台的智能门禁

管家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3A 
基于 NFC 及静脉识别的移动互联金融

服务平台 
二等奖   

哈尔滨工业大学 cat 赏金 二等奖   

黄冈师范学院 WMY 易购地铁系统 二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工程大学 
童话世界 童话世界 二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工程大学 
蓝色冲击波 天天闲余快递 二等奖   

西华大学 三缺一 BangBang 二等奖   

成都学院 Archers 爱问卷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爱生活 快递帮 app 二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QL 魔法橱子 二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八个核桃代表队 基于公交车网络的智能环境检测统 二等奖   

中南民族大学 CPP2017 智能音乐 播放器 二等奖   

黄冈师范学院 ZXR 基于物联网的无人智能图书馆 二等奖   

广州商学院 Maker 校园微淘 二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智居互联 
智居互联—基于 ARM 的物联网家居系

统 
二等奖   

河北经贸大学 新月芽 智慧医疗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简 Simple-Lab 二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金克丝战队 微物流平台 二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TEAM  ONE 基于云平台的智能充电系统 二等奖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

院 
赞客 One 赞助 二等奖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e 家科技 
“牛插”——基于物联网的组合式模块

化智能插座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工大小花队 
“老来伴——如家人的陪伴” 老年综

合服务平台 
二等奖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云居科技 
“云居”——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居中

央控制系统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创元 创元广告采集分析系统 二等奖   

韶关学院 鹏宇 “惟客”代步交通工具智能租赁系统 二等奖   

韶关学院 微校通 汇聚科技微校通 二等奖   

厦门理工学院 挨踢青年 地铁交通快速售验票系统 二等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焦皮教育 O2O 模式的学霸定制型教育 二等奖   

成都学院 Fly 社圈 二等奖   

西安科技大学 TeamTwo HomeDefense 二等奖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不会累团队 优做优改 二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A.M.团队 《宇宙之旅》酷跑游戏 二等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量子盾团队 面向互联网的后量子数字信封系统 二等奖   

成都学院 七叶 popic（啵哔乐拍） 二等奖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

院 
WOLF 丛林狼 "畅行“汽车维修养护连锁 二等奖   

成都学院 迎接明天 独家记忆 二等奖   

韶关学院 智鹿 “智鹿”基于安卓的室内定位应用项目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iSmart “PG-watch”人工智能健康监测系统 二等奖   

厦门理工学院 Cube Alpha 二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Young 智游校园 二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行与歌 
基于大数据的儿童出行安全智能监测

系统 
二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Smart Supermarket Smart Supermarket 二等奖   

河北经贸大学 猕猴桃队 摄影帮 二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聚才中国 聚才 二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花闲”远程养花平台 “花闲”远程养花平台 二等奖   

成都东软学院 NCNL 无•界电子纸 二等奖   

哈尔滨金融学院 凝心 云中寄养 二等奖   

武昌首义学院 首义先锋工作室 Effwork 移动端 APP 二等奖   

成都学院 SHC 智能垃圾回收车 二等奖   

西藏大学 天域战队 民族 e 家藏文输入法 二等奖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锦江海图 高级图片信息处理平台 二等奖   

北京工商大学 牛叉叉队 
校园帮手 —移动互联网校园二手物品

和跑腿服务平台 
二等奖   

成都师范学院 E-Life 工作室 
电脑小哥--基于 O2O 模式的移动互联

软件 
二等奖   

佳木斯大学 祖国的栋梁 基于 AR 的交互式家居场景“美家”App 二等奖   

中南民族大学 NEWDB 口语练练 二等奖   

山东科技大学 厉 Hello world 队 嵙 Guide 项目计划书 二等奖   

成都学院 同路人 Mobuy 墨宝 二等奖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金点子团队 吃得放心-农产品营养及安全信息平台 二等奖   

西安科技大学 TeamOne 基于 Kinect 体感设备的康复训练系统 二等奖   

成都学院 y3 拼友 二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有花果 盟主创业服务平台 二等奖   

北京工商大学 社联家 社联家 二等奖   

北京工商大学 粥冰冰 快递帮 二等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SOG 工作室 彩云办公 二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耀青春 掌上校园 app 三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Flame 基于图像识别的无人机拍摄系统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sun 心游 三等奖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 
小区帮团队 小区帮生活服务平台 三等奖   

武汉理工大学 万卷书创业团队 万卷书 三等奖   

河南大学 http 疾病的金标准与防误诊 APP 三等奖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

院 
最懂你 REC 物品系统 三等奖   

武昌理工学院 追梦队 拍吧 三等奖   

常熟理工学院 慧医 嵌入式医疗数据智能采集及集成系统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东风来了 远程智能家居智能系统 三等奖   

河南大学 三人游 
抑郁症交流平台及正能量智能提取推

送干预系统 
三等奖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

院 
LUV 不凡音 三等奖   

哈尔滨工业大学 Triple X 
SmartLife--基于云服务器的智能管家

系统 
三等奖   

河南大学 BigBang 361 掌上医生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Viking “微地”——农业电商平台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Fsky 菜游缘 三等奖   

武昌工学院 wuyang 基于 WSN 的智能社区老人监护系统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蜂鸟速递 蜂鸟速递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春风十里 
基于三维全息投影的高沉浸式体验直

播平台 
三等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微印云创 基于云计算架构的正版图片认证平台 三等奖   

郑州轻工业学院 郑轻软创-001 基于心理测试的智能分寝系统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五十二队 “微美” 三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MIFOOD 团队 基于美食真实评价的监控规划方案 三等奖   

重庆邮电大学 克拉伯 智慧安防夜灯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匠人 匠心——弘扬传统之光，传递匠人精神 三等奖   

武汉纺织大学 ACE 亮剑队 基于 AR 技术的严肃类手机游戏 三等奖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

技学院 
Explore 

基于互联网 的风机设备状态监测及故

障诊断系统 
三等奖   

北京工业大学 信优保全 “信优保全”数据保全平台 三等奖   

西安理工大学 臭皮匠 
“转转”APP-为大学生量身定做的旅游

软件 
三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莘友团队 莘友网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游迹线 游迹线 三等奖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

港） 
Light Push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公众伞共享系

统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小葵编程队 小葵编程 三等奖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 
艺兼职队 艺（易）兼职 三等奖   

重庆邮电大学 Never Say No 博物馆实时订票管理系统 三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工程大学 
智慧机场 基于物联网的机场运营解决方案 三等奖   

德州学院 “想要红”团队 Angel Eyes 电子导盲系统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飞鸽小队 农城通平台 三等奖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

院 
果滋狸东盟水果跨境电商 果滋狸东盟水果跨境电商 三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宏创科技 智能道路管理系统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皮皮虾三人组 老友伴 三等奖   

北京联合大学 联大信息一队 玩旅 AR 三等奖   

德州学院 TRAVEL PEDESTRIAN 智行者 三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工程大学 
鹿塬极客 互联网 3D 打印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春风医药团队 春风医药---移动医护平台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优创团队 睡眠宝宝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永动机 乐 约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追梦团队 智能家庭水族箱监控系统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笑傲江湖 基于云端控制的高校多媒体中控项目 三等奖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

院 
追梦小组 室内环境监测 三等奖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

院 
梦想合伙人 移动智慧校园 三等奖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Creating 团队 睿室 三等奖   

大连交通大学 Fight 工作室 筹梦园 三等奖   

河北经贸大学 鸡年大吉队 趣行车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BuliFlag 虚拟遗产 三等奖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

院 
大黄人 智能服装搭配推荐系统 三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工程大学 
开拓者 FACE WHO 三等奖   

包头医学院 爱医信管 医药知识学习助手 APP 三等奖   

河北科技学院 跃起动力 人工智能保姆——家政 O2O 系统 三等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师生联 校园师生微信公众平台 三等奖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专业课程易 社会组织易 三等奖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浪潮之巅 “薇妮”--AI 时代下的校园智慧顾问 三等奖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

息学院 
长理光电一队 

基于 GIS 林业资源信息采集移动客户

端开发 
三等奖   

黄冈师范学院 HLWYY 互联网 社区糖尿病实时监控平台 三等奖   

河北经贸大学 飞鸟队 校园生活帮 三等奖   

山东中医药大学 PM2.5 PManager —— 项目知识管理系统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翼起飞队 维依私人定制婚礼策划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竹之逸 
基于移动端的智能医疗管理系统  —

——医 
三等奖   

哈尔滨工业大学 冰魄 学生志愿平台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云图队 基于移动端的智能选座统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新晨杰 
基于移动端的智能餐厅评价与预约软

件 
三等奖   

山东交通学院 圆梦团队 智能鸟笼 三等奖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三个刚学会开机的人 纪元魔塔前传 三等奖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起源科技 
“1024 快送”——基于云计算的高效

型末端配送系统 
三等奖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

院 
独行者 独行创意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自由人网络科技 自由人网络科技 三等奖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

院 
追梦青年 淘花院 三等奖   

重庆邮电大学 磨音之路 智能磨音测量仪 三等奖   

重庆邮电大学 红外测温开拓者 
基于回转窑的红外高速扫描温度监测

系统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NewIDEAS 大学帮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BRCloud 云存储解决方案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Three.C 团队 Rainbow 小镇 三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HUT_WE 
基于协同过滤的高校资源个性化推荐

系统 
三等奖   

河北经贸大学 时光漩涡 智能运动健身系统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老司机车队 校园公交实时定位系统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乐瑞网络科技 小白宠物服务平台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小小世界队 宠学小世界 三等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战队 “找导游网” 三等奖   

重庆邮电大学 We can 口袋乐谱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青春飞扬队 百米速递 三等奖   

韶关学院 867 无线远程多参数监护系统 三等奖   

福建师范大学 大象团队 教育知识管家 三等奖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

院 
企润信息科技 A 梦校园 三等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面向 Project 创业团队 蒲行面向 Project 创业团队 三等奖   

湖北理工学院 FLY 团队 学吧 三等奖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智能盲人导航 智能盲人导航 三等奖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全聚科技 
CloniDine——基于云存储的积木式跨

屏办公系统 
三等奖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

息学院 
长理光电三队 小博士在线教育 三等奖   

西华大学 3WZ 天成网 三等奖   

西华大学 西部华少 Word 菜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乐租 乐租 三等奖   

武昌理工学院 java 不是我的爱 自习室座位智能解锁系统 三等奖   

上海海洋大学 火炬之光 中华绒鳌蟹养殖智慧服务系统 三等奖   

河南大学 美特斯邦威团队 插翅难逃 三等奖   

哈尔滨剑桥学院 创梦之火 智能家居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一个好队名：信敏廉毅 
基于多组态策略下与 PLC 的智能温室

控制系统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一个支点 创新江财 APP 三等奖   

山东科技大学 中蓝桥桥 全民农场 三等奖   

成都学院 oZo 搜购 三等奖   

江西师范大学 心晴 心晴—心理健康帮助平台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江财波毅悦 校园闲书 三等奖   

山东建筑大学 NewBee 团队 约跑越绿 三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伴游 伴游 三等奖   

北京工商大学 蓝桥三角铁 
让爱回家 ——寻找走失老人和儿童的

移动互联网平台 
三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Bingo 基于 WebRTC 的流媒体内容传输 三等奖   

中南民族大学 省略号 我的大学 三等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极客家 微门户系统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米粒 信笺 三等奖   

成都学院 MEMORY Memory 三等奖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

院 
凯纳天下 凯纳租赁平台 三等奖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

院 
Tornado 购速达-在线水果销售商城 三等奖   

华东政法大学 SEED 互联网 食堂：仓鼠食堂 APP 三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健康管理专家系统 健康管理专家 三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TOT share 三等奖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

院 
去大赛小组 去大赛 三等奖   



 

北京工商大学 Fancy 队 
维修精灵 —移动互联网设备设施故障

报修平台 
三等奖   

成都学院 青橙团队 校园公交定位与调度服务系统 三等奖   

成都学院 Wolfs 校巴在哪儿 三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失物招领系统 失物招领系统 三等奖   

青岛农业大学 果蔬队 微握-果蔬（WeGreen） 三等奖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云霄 
成都互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智慧酒店  

互联网  酒店业） 
三等奖   

北京建筑大学 埃尼阿克 老有所乐 APP 三等奖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鼎

利学院 
NEW BEEN “云裳”灌溉系统 三等奖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Servlets GT 交换平台 三等奖   

山东师范大学 星星之火 学旅——面向大学生的旅游服务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wego 互联网 煤层气开采管理助手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懂你 “懂你”关爱大学生心理健康 优秀奖   

河南大学 某天一 语音转化病例 APP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第四十六队 i 车生活 优秀奖   

河南大学 凡霍何网络公司 易打官司 APP 优秀奖   

河南大学 警务之花 快捷高效警务系统 APP 优秀奖   

东北林业大学 三人行 找座小助手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Double MY 易出行 优秀奖   

郑州轻工业学院 郑轻软创-003 盲人助手 优秀奖   

武昌理工学院 炫英小组 e 起游 优秀奖   

湖南工业大学 掀雷决电 基于安卓平台的移动医疗应用 优秀奖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智能快递系统 智能快递系统 优秀奖   

金陵科技学院 牛仔很忙 我的大学 优秀奖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Unbesiegbar 医库-让看病更简单 优秀奖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飞跃团队 O2O 定制点餐 APP 优秀奖   

江西师范大学 福利淘 
基于智能推荐系统的员工福利购买平

台“福利淘” 
优秀奖   

湖南工业大学 Mystery man 
基于 Android 和 VR 技术的四海 V 家智

能移动终端软件 
优秀奖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智能收作业 智能收作业 优秀奖   

江苏大学 51get 共享出行 51get 共享出行 优秀奖   

湖南农业大学 乘风破浪组 小影达人 优秀奖   

皖西学院 My Way 让“自行车”动起来 优秀奖   

四川理工学院 三人行 校园兼职信息系统 优秀奖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智能衣柜 智能衣柜 优秀奖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三个开机都不会的人 新型社区户籍管理系统软件平台 优秀奖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三个只会开机的人 VCMINI 框架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天工大四十三队 试衣 show 优秀奖   

黄冈师范学院 JTHY “家庭花园”植物信息监控系统 优秀奖   

德州学院 Live Demo ai 健康 优秀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工程大学 
苍穹之光 SMART HOME 优秀奖   

德州学院 Hac in hora e 疗无忧 优秀奖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

院 
冰火青春 爱旅游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工大创新创业队 果果购物 APP 优秀奖   

烟台南山学院 羡慕嫉妒恨 智能苹果套袋车 优秀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

城学院 
Smart Team 互联网 智能家居系统 优秀奖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

息工程学院 
ZERO 驴游 APP 优秀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旭利洋 家源 优秀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糖诊探 糖诊探——糖尿病诊疗系统 优秀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蘑菇、山熊和侦探队 《高校帮》校园 APP 优秀奖   

德州学院 践行者 “易互租车”—自行车租赁系统 优秀奖   

华南理工大学 WatchVoice WatchVoice 智能眼镜 优秀奖   

黄冈师范学院 儿童之星 儿童之星 优秀奖   

黄冈师范学院 JZJLFU 家族交流服务 APP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Cocos 在你身边——老年人跌倒监测系统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Persist 灯塔-高校二手书交易 APP 优秀奖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外院 1 队 菜鸟程序员论坛 优秀奖   

河北科技学院 First Time 每日益 GO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誉扬团队 智能输液系统 优秀奖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三个已把开机练得炉火纯青的人 图书管理系统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DBD 队 校园微助手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梦之队 篮球 trainging 优秀奖   

山东交通学院 三翼先行者 “云“上的智慧停车系统 优秀奖   

韶关学院 no bug "一本书"书籍推送 APP 优秀奖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NC 科技 兼职易达 优秀奖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MS 校园 
“赛吧”——基于数据挖掘的创新型比

赛资讯平台 
优秀奖   

厦门理工学院 车联互通，智预城市 车联互通，智预城市 优秀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

外学院 
智慧创客 茶刺蛾智能检测与捕杀系统设计 优秀奖   

河南大学 gkate 大学生技能交易平台 优秀奖   

西安理工大学 三傻大闹互联网 炫酷你的声音——智能选歌系统 优秀奖   

福建师范大学 虫洞科技 
虫洞教育——精准、个性、智能的在线

职业教育服务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大学去哪儿项目组 大学去哪儿 优秀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

外学院 
科创梦之队 Smart-Kit 智能掌上套件 优秀奖   

福建师范大学 蜂巢 学蜂 优秀奖   

厦门理工学院 power power 优秀奖   

福建师范大学 独树一帜队 
基于 WIFI 探针与大数据分析的局域

网软件 
优秀奖   

韶关学院 新概念 口袋实验室 优秀奖   



 

武夷学院 武夷学院智行者 随行租车 Android 租车平台 优秀奖   

重庆邮电大学 星创队 棒帮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Pawpaw 木瓜校园代取 优秀奖   

江西师范大学 有史以来 有史以来 优秀奖   

成都学院 We'll 星动——选角平台 优秀奖   

成都学院 Wild Child 走呗-列车车厢信息服务系统 优秀奖   

江西财经大学 零食驿站队 零食驿站 优秀奖   

齐鲁工业大学 冠之队 
基于数据挖掘分析技术的学生综合素

质发展预测平台 
优秀奖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

息学院 
长理光电四队 数据提取项目 优秀奖   

汉口学院 叮叮开发团 叮叮网 优秀奖   

哈尔滨石油学院 Dream Fly Dream Fly Android 面试复习 优秀奖   

武昌理工学院 梅兰剑客 基于 WIFI 的消费行为调查系统 优秀奖   

哈尔滨石油学院 just do it 基于云计算 SaaS 的旅游信息服务软件 优秀奖   

山东科技大学 Teamusic Teamusic 优秀奖   

西安理工大学 白客小组 小瓢虫滞销应对平台 优秀奖   

成都学院 三角洲 云智搜索者 优秀奖   

河南大学 Play Dream 宿愿 优秀奖   

成都学院 ChaseDream 智能联网行车记录仪 优秀奖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

院 
SpiderNet 分布式数据采集工具设计方案 优秀奖   

河北经贸大学 追梦队 趣小镇 优秀奖   

江南大学 美湖队 基于物联网的水质监测系统 优秀奖   

江西师范大学 微助力 微助力 优秀奖   

青岛农业大学 @家智能安防系统 @家智能安防系统 优秀奖   

青岛农业大学 Give Hands 实时动态保护系统 Give Hands 实时动态保护系统 优秀奖   

成都学院 行乐 乐行 优秀奖   

青岛农业大学 反哺 App 反哺 App 优秀奖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

院 
【ETO】小队 Easy To Order 优秀奖   

北京工商大学 有求必应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私人中医健康管理

顾问 
优秀奖   

青岛农业大学 Super Boys 全自动智能家居系统 优秀奖   

武汉纺织大学 ACE 梦之队 
基于图像识别和多传感器融合的远程

在线监测系统 
优秀奖   

青岛农业大学 new star 队 “Gogo 购”超市购物系统 优秀奖   

 

 

 

蓝桥杯大赛组委会 

2017年 5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