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答辩组别 项目名称 班级 项目负责人 指导老师 项目级别 备注

1 6 温室大棚智能灌溉远程控制系统 电子Q1641 邓玲敏 沈田 校级 重点

2 7 魔方自动还原机器人 电子Q1641 冯叔锟 吕植成 校级 重点

3 19 基于STM32尤克里里多功能智能辅助系统 计科Q1641 罗运帷 李红艳 校级 重点

4 28 基于视觉场景理解的随行管家 软件Q1541 严辉 唐建宇 校级 重点

5 33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在线手机数码维修平台开发 软件Q1641 王松 曾宇容 校级 重点

6 40 教师自主排课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软件Q1642 马帅 汪波、汪长凌 校级 重点

7 46 基于人脸识别的智能教室点名APP 数媒Q1641 向书成 胡胜红 校级 重点

8 62 输电通道移动巡检信息智能交互技术研究 物联Q1741 李文彬 胡雯 校级 重点

9 3 电容测试仪的设计与制作 电嵌Q1741 徐亚琦 杨蕊 校级 一般

10 8 智能停车检测系统 电子Q1641 罗玲 帅晶 校级 一般

11 10 家庭火灾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 电子Q1641 盛红霜 李俊 校级 一般

12 11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秤技术 电子Q1741 艾梦婷 张淑玲 校级 一般

13 27 基于SpringBoot的社联综合管理系统 软件Q1541 陶秋岑 李祥 校级 一般

14 36 基于Java的“么么答”微信小程序 软件Q1642 张昆 刘坤 校级 一般

15 60 基于物联网的模拟共享停车位系统 物联Q1641 陈紫怡 王金庭 校级 一般

16 61 基于物联网的物流货物车载监控系统 物联Q1641 刘文鹏 刘光然 校级 一般

17 2 基于单片机的环境检测系统的设计 电嵌Q1741 梅阳阳 张淑玲 院级

18 4 基于行为大数据的公共选修课评价与推荐系统 电嵌Q1741 柳超凡 田浩 院级

19 5 基于虚拟仪器的行车记录仪 电子Q1541 韩意超 沈田 院级

20 9 智能分拣系统 电子Q1641 袁梦莹 吕植成 院级

21 12 模仿式机械手臂 电子Q1741 刘灏洋 陈莹 院级

22 14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经院互助平台 计科Q1641 袁慧 汪波 院级

23 15 经院智慧生活小程序 计科Q1641 唐逸凡 刘鹏远 院级

24 16 基于树莓派的智能场景监控系统 计科Q1641 王子康 叶雪军 院级

25 18 食堂订餐预约服务APP 计科Q1641 胡成 周刚 院级

26 20 基于云服务器的健康管理微信小程序 计科Q1641 李淑雅 王茜 院级

27 22 基于Andriod的防作弊二维码签到系统 计科Q1641 王冉冉 邱月 院级

28 23 基于视觉水果识别的自助结账系统 计科Q1741 何梓玥 叶雪军 院级

29 24 基于seq2seq“看图说话”应用系统 计科Q1741 陈意 周刚 院级

30 25 基于手势识别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计科Q1741 肖宇亮 李志辉 院级

31 29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资源回收O2O平台 软件Q1541 徐天裕 邓沌华 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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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0 基于视觉人脸识别的学生宿舍监控系统 软件Q1641 陈雪沁 王婷 院级

33 31 掌上College微信小程序 软件Q1641 葛秀峰 戴志锋 院级

34 32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在线书城开发 软件Q1641 叶双全 石黎 院级

35 34 基于web开发的实验室耗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软件Q1641 龚园 李媛 院级

36 37 基于Windows的多功能计算器的设计 软件Q1642 庹峰巍 李媛 院级

37 38 基于python爬虫的对IT行业职业需求的数据分析 软件Q1642 张志鹏 刘坤、王涛 院级

38 41 物流分拣作业仿真演示系统 软件Q1642 商凯 汪成义 院级

39 43 智慧党建的微信程序开发 软件Q1642 金智杰 关培超 院级

40 44 数字文化黄鹤楼 软件Q1642 张绵益 李红艳 院级

41 45 校园代取快递软件开发 数媒Q1641 柯月蓉 戴志峰 院级

42 47 基于Android平台的校园交易应用软件 数媒Q1641 彭小敏 王涛 院级

43 48 基于unity3D的“蜂巢逃亡”游戏设计 数媒Q1641 陈甜 王涛 院级

44 51 基于unity3D的像素风卡通人物格斗游戏 数媒Q1641 沈依 谭生龙 院级

45 52 基于Unity3D的开放结局动作冒险游戏 数媒Q1641 乐宇 陈婕 院级

46 55 基于.net的在线成绩管理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物联Q1641 代明华 张棋飞 院级

47 56 基于物联网的物流搬运系统 物联Q1641 徐安森 汪成义 院级

48 58 基于.NET的在线考试系统 物联Q1641 姚云 曾长军 院级

49 59 “即到即停”智能共享车位系统设计与开发 物联Q1641 李若琳 宋莺 院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