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第一届湖南省研究生计算机创新大赛 

获奖队伍公示 

 

2022 年 12 月 10-11 日，第一届湖南省研究生计算机创新大赛决赛

在长沙理工大学举行，共有省内 18 所高校 100 支队伍参赛，参赛作

品中，理论创新赛道 34 件、技术创新赛道 16 件、应用创新赛道 50 

件。经线上答辩、专家评审，三个赛道分别有 11、5、17 支队伍获

得一等奖，23、11、33 支队伍获得二等奖，综合在初赛中获得三等

奖的队伍，详细结果如下： 

 

2022 年第一届湖南省研究生计算机创新大赛 

理论创新赛道获奖结果 

序

号 

团队 

编号 
赛道 参赛队名 学校 

参赛 

选手 

获奖 

等级 

1 llcx-002 理论创新 OOM 

长沙理工大学 谭恩 

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姜宁静 

长沙理工大学 吕震宇 

2 llcx-102 理论创新 
铁路安全卫士

智能体研究队 

中南大学 杨宇西 

一等奖 中南大学 蒯明锦 

    

3 llcx-050 理论创新 巴丹布拉 

湖南大学 舒锦梅 

一等奖 湖南大学 王瑞泽 

    

4 llcx-098 理论创新 蜘蛛网 

中南大学 赵鑫 

一等奖 中南大学 付铄雯 

中南大学 陈运鹏 

5 llcx-028 理论创新 南湖小分队 

湖南理工学院 刘智 

一等奖     

    

6 llcx-087 理论创新 智核时代 

南华大学 雷济充 

一等奖 南华大学 孙爱扣 

南华大学 刘程伟 



7 llcx-007 理论创新 硕士上班日记 

长沙理工大学 饶淑莹 

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刘颖 

    

8 llcx-067 理论创新 对对队 

湘潭大学 张阳 

一等奖 湘潭大学 李君瑶 

湘潭大学 徐亚馨 

9 llcx-108 理论创新 WCMC_3 

中南大学 伍维尚 

一等奖 中南大学 任芳 

    

10 llcx-044 理论创新 密码人队 

衡阳师范学院 陈文 

一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杨金玲 

    

11 llcx-001 理论创新 逐梦队 

长沙理工大学 贺蔓 

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周子凯 

    

12 llcx-041 理论创新 勇拓队 

吉首大学 华成 

二等奖     

    

13 llcx-066 理论创新 二四六七八 

湘潭大学 宋一剑 

二等奖 湘潭大学 张英子 

    

14 llcx-111 理论创新 WCMC-DA 

中南大学 蒋平 

二等奖 中南大学 吕聪昊 

中南大学 杨民 

15 llcx-005 理论创新 Ying子姐队 

长沙理工大学 雷盈 

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张颖 

长沙理工大学 陈博文 

16 llcx-058 理论创新 算法秃击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朱凯凯 

二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小强 

    

17 llcx-113 理论创新 群龙昂首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代鑫龙 

二等奖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谢慰群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程昂 

18 llcx-114 理论创新 肆零柒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李芹 

二等奖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姜小波 

    

19 llcx-051 理论创新 
工业装备智能

运维小队 

湖南大学 肖一鸣 

二等奖 湖南大学 闵志闪 

湖南大学 林健 

20 llcx-023 理论创新 卷王之队 

湖南科技大学 蒋囿富 

二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唐鹏 

湖南科技大学 刘佰溢 

21 llcx-097 理论创新 创视 南华大学 杜青 二等奖 



南华大学 郭昊童 

    

22 llcx-031 理论创新 天韵队 

湖南工业大学 黄亮亮 

二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任梦楠 

湖南工业大学 白宗正 

23 llcx-043 理论创新 好好学习 

衡阳师范学院 刘嘉辉 

二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尹志诚 

衡阳师范学院 张叶舟 

24 llcx-046 理论创新 智诊小分队 

衡阳师范学院 吴芸 

二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刘佳豪 

衡阳师范学院 杨圆 

25 llcx-015 理论创新 Linear 

湖南科技大学 赵钰琳 

二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邓颖芊 

湖南科技大学 谷庆 

26 llcx-074 理论创新 貌似狠队 

湖南师范大学 陈海军 

二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刘颖 

湖南师范大学 陈英本 

27 llcx-012 理论创新 
图像数据挖掘

机 

长沙理工大学 胡海浪 

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付航 

长沙理工大学 黄明豪 

28 llcx-092 理论创新 
智慧矿山赋能

队 

南华大学 耿新洋 

二等奖 南华大学 王楼 

南华大学 郭陆林 

29 llcx-081 理论创新 传承经典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 张伦伦 

二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任高 

湖南中医药大学 郭志恒 

30 llcx-053 理论创新 创新求是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邱红 

二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严加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倩 

31 llcx-059 理论创新 汪汪立大功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汤蕾 

二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何豪杰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肖高尚 

32 llcx-103 理论创新 没有队名 

中南大学 王晨辉 

二等奖     

    

33 llcx-065 理论创新 工科楼 609队 

湘潭大学 林豁 

二等奖 湘潭大学 廖海滨 

湘潭大学 尹君 

34 llcx-078 理论创新 
湖南师范大学

晚睡早起队 

湖南师范大学 赵文 

二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汤玉祺 

湖南师范大学 黄培纪 

35 llcx-110 理论创新 WCMC_security 
中南大学 赵云龙 

三等奖 
中南大学 裴新军 



中南大学 王喆 

36 llcx-018 理论创新 车友车行队 

湖南科技大学 梁博文 

三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肖勇 

湖南科技大学 王洋 

37 llcx-022 理论创新 今天不摸鱼 

湖南科技大学 王志敏 

三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唐滢璇 

湖南科技大学 马嘉勇 

38 llcx-057 理论创新 喵喵摆大烂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吴江妮 

三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罗浩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魏莹莹 

39 llcx-068 理论创新 3-hinge 队 

湘潭大学 李涌泉 

三等奖 湘潭大学 李改 

湘潭大学 王梦阳 

40 llcx-004 理论创新 0.69315 

长沙理工大学 贺睿懿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漆非凡 

长沙理工大学 陈嘉豪 

41 llcx-014 理论创新 527 

湖南科技大学 毛春献 

三等奖     

    

42 llcx-099 理论创新 优雅永不过时 

中南大学 梁润富 

三等奖 中南大学 李启强 

中南大学 蔡旺 

43 llcx-040 理论创新 开心每一天队 

吉首大学 罗亮 

三等奖     

    

44 llcx-045 理论创新 啥也做不对 

衡阳师范学院 郭延宇 

三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肖焱婷 

    

45 llcx-071 理论创新 黄鹂白鹭队 

湖南农业大学 周宇博 

三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邹豪杰 

湖南农业大学 黄丹 

46 llcx-017 理论创新 不做负优化 

湖南科技大学 于涵 

三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朱思奇 

湖南科技大学 耿乾栋 

47 llcx-019 理论创新 创新银河队 

湖南科技大学 汤卓悠 

三等奖     

    

48 llcx-020 理论创新 飞腾 matrix 队 

湖南科技大学 程奥博 

三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李志豪 

湖南科技大学 邓琳运 

49 llcx-082 理论创新 何石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 何康 

三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石胜源 

    



50 llcx-084 理论创新 组个团队 

南华大学 杨觐赛 

三等奖 南华大学 张涵 

南华大学 范诗帆 

51 llcx-090 理论创新 阳光小队 

南华大学 严杭丽 

三等奖     

    

52 llcx-010 理论创新 哇哈哈 

长沙理工大学 罗归权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黄彪 

长沙理工大学 张兆磊 

53 llcx-047 理论创新 底层小分队 

湖南大学 彭浩诚 

三等奖 湖南大学 高伟国 

湖南大学 张博 

54 llcx-075 理论创新 对对队 

湖南师范大学 邓昕 

三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戴龙宝 

湖南师范大学 王嘉珂 

55 llcx-079 理论创新 什么都不队 

湖南师范大学 郑浩东 

三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56 llcx-101 理论创新 哇哇哇 

中南大学 谢欣奕 

三等奖 中南大学 王菡 

中南大学 付宇 

57 llcx-105 理论创新 Dirac sea 

中南大学 赵仁鑫 

三等奖 中南大学 廖佳 

中南大学 袁冰洁 

58 llcx-063 理论创新 五零六 

湘潭大学 李蔚 

三等奖 湘潭大学 张柯涵 

湘潭大学 刘嘉雄 

59 llcx-083 理论创新 我竟无言以队 

南华大学 阳智欢 

三等奖 南华大学 刘赛男 

南华大学 陈英杰 

60 llcx-052 理论创新 咕咕咕咕 

湖南大学 李昊 

三等奖 湖南大学 黄河 

湖南大学 王磊 

61 llcx-086 理论创新 "核"你同行 

南华大学 黄国财 

三等奖 南华大学 张怡卿 

南华大学 朱琳 

62 llcx-089 理论创新 
医学人工智能

小分队 

南华大学 沈凌云 

三等奖 南华大学 李玉丹 
  

63 llcx-032 理论创新 jsj616 

湖南工业大学 夏威 

三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王克 

湖南工业大学 陈博 

64 llcx-072 理论创新 披荆斩棘的 湖南农业大学 陈晓轩 三等奖 



503 湖南农业大学 王夏雨 

湖南农业大学 龚珺瑶 

65 llcx-030 理论创新 狐狸第一支队 

湖南理工学院 宋伟 

三等奖     

    

66 llcx-095 理论创新 226 

南华大学 辛佳怡 

三等奖 南华大学 于婷 

    

67 llcx-048 理论创新 疯狂星期三队 

湖南大学 许卓群 

三等奖 湖南大学 张力 

湖南大学 张漩 

68 llcx-036 理论创新 全村的希望 

湖南工商大学 张明远 

三等奖 湖南工商大学 夏丹霞 

    

69 llcx-073 理论创新 HCN-Team 

湖南师范大学 贺勇军 

三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曹芃淋 

湖南师范大学 宁应强 

 

  



2022 年第一届湖南省研究生计算机创新大赛 

技术创新赛道获奖结果 

序

号 

团队 

编号 
赛道 参赛队名 学校 

参赛 

选手 

获奖 

等级 

1 jscx-048 技术创新 
爱学习的摸鱼

小队 

中南大学 张明坤 

一等奖 中南大学 王子潇 

中南大学 郑智浩 

2 jscx-051 技术创新 “明察秋毫”队 

国防科技大学 李小飞 

一等奖 国防科技大学 杨佳鑫 

国防科技大学 欧萌歆 

3 jscx-004 技术创新 我们说的都队 

长沙理工大学 王启欢 

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周军 

长沙理工大学 赵芳 

4 jscx-005 技术创新 啊对对对 

长沙理工大学 林凯 

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唐海东 

长沙理工大学 王世宇 

5 jscx-006 技术创新 三人行 

长沙理工大学 雷翔宇 

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张丽 

长沙理工大学 王紫愉 

6 jscx-035 技术创新 凯哥我点了队 

湖南师范大学 郑坤一 

二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刘贤义 

湖南师范大学   

7 jscx-039 技术创新 We can we up 

南华大学 胡晓敏 

二等奖 南华大学 邱祺 

南华大学 华亮 

8 jscx-052 技术创新 从容应队 

国防科技大学 汤勇韬 

二等奖 国防科技大学 徐浩 

国防科技大学 李苗苗 

9 jscx-017 技术创新 羊驼爱吃草 

衡阳师范学院 向金 

二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吴逸纯 

衡阳师范学院 胡敏桦 

10 jscx-032 技术创新 Technical Team 

湖南师范大学 张元芳 

二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贾蕾 

湖南师范大学 罗柳 

11 jscx-041 技术创新 安康 529 

南华大学 穆静 

二等奖     

    

12 jscx-034 技术创新 雷视小分队 

湖南师范大学 匡鑫 

二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张敏 

湖南师范大学 李健浪 

13 jscx-042 技术创新 代码敲不队 南华大学 罗彧媛 二等奖 



南华大学 谭缤曦 

南华大学 成华莹 

14 jscx-033 技术创新 算法写不队 

湖南师范大学 李仁杰 

二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李淑怡 

湖南师范大学 李泽鹉 

15 jscx-022 技术创新 E路坦途 

湖南大学 张宏铭 

二等奖 湖南大学 李润龙 

湖南大学 易祥宇 

16 jscx-013 技术创新 你说啥都队 

湖南工商大学 申莉 

二等奖 湖南工商大学 李硕 

湖南工商大学 黄燕 

17 jscx-019 技术创新 稳稳当当队 

衡阳师范学院 朱建军 

三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范柳 

衡阳师范学院 胡维新 

18 jscx-029 技术创新 
八零二第一分

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宇轩 

三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晶 

    

19 jscx-001 技术创新 畅想 AI队 

长沙理工大学 韦慧敏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李敏 

长沙理工大学 吴佳欣 

20 jscx-003 技术创新 说的都队 

长沙理工大学 陈国辉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毕轩 

长沙理工大学 刘依憧 

21 jscx-007 技术创新 
侧信道攻击小

队 

湖南科技大学 邓拓 

三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何达林 

湖南科技大学 叶雯 

22 jscx-010 技术创新 流量明星车队 

湖南理工学院 肖杰 

三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谢少雄 

湖南理工学院 徐阳 

23 jscx-016 技术创新 披荆斩棘队 

吉首大学 张晗 

三等奖     

    

24 jscx-023 技术创新 全都队 

湖南大学 胡健 

三等奖 湖南大学 纪生义 

湖南大学 赵欣悦 

25 jscx-025 技术创新 
AI研究所砥柱

大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子杰 

三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浪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吴翰宁 

26 jscx-026 技术创新 
AI研究所中流

大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楼恒恺 

三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胡荣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伍颖斐 

27 jscx-030 技术创新 信息云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胡魁 

三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张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杨多玮 

28 jscx-038 技术创新 乌拉队 

湖南师范大学 姚泽楷 

三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李诗文 

湖南师范大学 李恬 

29 jscx-040 技术创新 
410智能信息处

理实验室 

南华大学 谢欣宇 

三等奖 南华大学 朱紫微 

    

30 jscx-043 技术创新 不知道对不队 

南华大学 邓佳炜 

三等奖 南华大学 吴潮宇 

南华大学 何松领 

31 jscx-049 技术创新 LTS 队 

中南大学 吕志 

三等奖 中南大学 唐翱 

中南大学 孙圣杰 

32 jscx-011 技术创新 我们都队 

湖南工业大学 吴昊璇 

三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罗靓 

湖南工业大学 徐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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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创新赛道获奖结果 

序

号 

团队 

编号 
赛道 参赛队名 学校 

参赛 

选手 

获奖 

等级 

1 yycx-161 应用创新 
混合现实手术

导航系统团队 

中南大学 陈秋扬 

一等奖 中南大学 彭柴扬 

中南大学 庞鈜 

2 yycx-125 应用创新 加油努力就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李冉 

一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伟杰 

湖南中医药大学 曹嘉璇 

3 yycx-019 应用创新 医疗小队 

长沙理工大学 黎衍繁 

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许慎 

长沙理工大学 杨雪莹 

4 yycx-089 应用创新 粉色裤子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高鹏飞 

一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张博文 

    

5 yycx-010 应用创新 金村干饭人 

长沙理工大学 覃宇 

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陈文韬 

长沙理工大学 王祖楼 

6 yycx-039 应用创新 骑驴队 

湖南科技大学 池志伟 

一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晏紫微 

湖南科技大学 任飞翔 

7 yycx-163 应用创新 爱爬岳麓山呀 

中南大学 岳海林 

一等奖 中南大学 万文芳 

    

8 yycx-122 应用创新 健康守卫队 

湖南师范大学 申新杰 

一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张斯娆 

湖南师范大学 唐旭东 

9 yycx-022 应用创新 张余小丸子队 

长沙理工大学 谢鑫 

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黄江杰 

湖南师范大学 单泽虎 

10 yycx-080 应用创新 
机器人总线对

对队 

湖南大学 刘旺 

一等奖 湖南大学 刘至臻 

湖南大学 范章木 

11 yycx-156 应用创新 
数字医疗飞虎

队 

中南大学 邱启恩 

一等奖 中南大学 袁锋 

中南大学 易佳乐 

12 yycx-105 应用创新 一飞冲天 

湘潭大学 魏名安 

一等奖 湘潭大学 焦健斌 

湘潭大学 聂旺 



13 yycx-162 应用创新 脚脚也很重要 

中南大学 韦钰涓 

一等奖 中南大学 李志琳 

中南大学 韩付昌 

14 yycx-117 应用创新 我都可以队 

湖南师范大学 邓加欣 

一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唐小晴 

湖南师范大学 李纳 

15 yycx-071 应用创新 番茄炒蛋 

衡阳师范学院 易蒙婷 

一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朱炫莹 

衡阳师范学院 文坤辉 

16 yycx-017 应用创新 遥不动的感 

长沙理工大学 刘蒋 

一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熊凯 

长沙理工大学 陈东 

17 yycx-082 应用创新 阿猫阿狗 

湖南大学 王中甲 

一等奖 湖南大学 彭碗丽 

湖南大学 谢  娇 

18 yycx-155 应用创新 
智能无人售货

柜团队 

中南大学 任子欣 

二等奖 中南大学 王彦聪 

中南大学 陶泽 

19 yycx-129 应用创新 中药养生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 朱勇 

二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陈颖 

    

20 yycx-134 应用创新 南华大学 6队 

南华大学 杨涛 

二等奖 南华大学 孙明龙 

南华大学 范腾 

21 yycx-101 应用创新 小镇做题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亚楠 

二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胡世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杨丑君 

22 yycx-063 应用创新 我的中国芯 

湖南工商大学 罗文杰 

二等奖 湖南工商大学 陆多杰 

湖南工商大学 李迈 

23 yycx-001 应用创新 ACFINAL 

长沙理工大学 许帅 

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马启童 

    

24 yycx-077 应用创新 做核酸要排队 

衡阳师范学院 王露洁 

二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刘童哲 

衡阳师范学院 龙博峰 

25 yycx-086 应用创新 
计算机视觉感

知一定队 

湖南大学 杜闯 

二等奖 湖南大学 谢珂 

湖南大学 钟祖浩 

26 yycx-106 应用创新 呜啦啦啦队 

湘潭大学 易红波 

二等奖 湘潭大学 宋威 

湘潭大学 李星星 

27 yycx-102 应用创新 星火燎原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张育楷 二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一楠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杨益欣 

28 yycx-153 应用创新 正好一队 

南华大学 蔡霖翰  

二等奖 怀化学院 程凯军 

怀化学院 侯赢 

29 yycx-051 应用创新 磨刀队 

湖南工业大学 肖宏日 

二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张中原 

湖南工业大学 李晓璇 

30 yycx-020 应用创新 以杖助航 

长沙理工大学 洪荣 

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胡广龙 

长沙理工大学 夏红芳 

31 yycx-008 应用创新 
弹尤克里里的

蟠桃 

长沙理工大学 曹文彪 

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罗睿 

长沙理工大学 朱志洪 

32 yycx-070 应用创新 从容应队 

衡阳师范学院 陈悦 

二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张法超 

    

33 yycx-013 应用创新 三头六臂 

长沙理工大学 张璐 

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张兆磊 

长沙理工大学 邵敬波 

34 yycx-119 应用创新 啊对对队 

湖南师范大学 黄逸奇 

二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康宇晗 

湖南师范大学 唐杰 

35 yycx-145 应用创新 智创三农 

南华大学 孙二杰 

二等奖 南华大学 马国宁 

南华大学 赵莉 

36 yycx-045 应用创新 翱空探影小队 

湖南理工学院 廖晓龙 

二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王志 

湖南理工学院 刘亚茹 

37 yycx-030 应用创新 HZX 

湖南科技大学 黄代琴 

二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赵津 

    

38 yycx-025 应用创新 深度学习小队 

长沙理工大学 刘家智 

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郭晨茜 

长沙理工大学 张瑞瑞 

39 yycx-064 应用创新 有志青年 

湖南工商大学 刘坤 

二等奖 湖南工商大学 尹云鹏 

湖南工商大学 冯懿归 

40 yycx-103 应用创新 学的都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张宇豪 

二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方奕轩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马靖超 

41 yycx-114 应用创新 农大 X队 
湖南农业大学 张睿 

二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姚明炜 



湖南农业大学 裘孜杰 

42 yycx-151 应用创新 量子化学队 

南华大学 李盈赋 

二等奖 南华大学 欧阳文俊 

南华大学 郭梦真 

43 yycx-026 应用创新 啊对对队 

长沙理工大学 吴荆 

二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喻贝尔 

长沙理工大学 何佳雨 

44 yycx-133 应用创新 小趴菜队 

南华大学 周栋良 

二等奖 南华大学 邹力威 

南华大学 阳茜 

45 yycx-040 应用创新 汪汪队 

湖南科技大学 邓佳 

二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刘坤 

湖南科技大学 尹一鸣 

46 yycx-140 应用创新 
穿梭银河的火

箭队 

南华大学 贺一东 

二等奖 南华大学 韩文雍 

南华大学 崔文轩 

47 yycx-062 应用创新 速易科技 

湖南工商大学 唐振瀚 

二等奖 湖南工商大学 朱成 

湖南工商大学 全琪 

48 yycx-066 应用创新 天天向上队 

邵阳学院 何梦瑶 

二等奖 邵阳学院 张家豪 

邵阳学院 成汨蓝 

49 yycx-132 应用创新 探索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 郑立瑞 

二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长孙江涛 

湖南中医药大学 陆佳欣 

50 yycx-144 应用创新 智慧硕果 

南华大学 刘俊杰 

二等奖 南华大学 刘阳 

南华大学 彭江 

51 yycx-005 应用创新 Green 

长沙理工大学 徐丽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杨佳茹 

长沙理工大学 李高嘉 

52 yycx-124 应用创新 岐黄小分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 阮旭凌 

三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庞瑞涵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莹 

53 yycx-050 应用创新 开拓进取 

湖南工业大学 周健 

三等奖 湖南工业大学 付龙 

湖南工业大学 黄乐 

54 yycx-108 应用创新 我觉得可以 

湘潭大学 朱澳苏 

三等奖 湘潭大学 刘烜铭 

湘潭大学 滕连伟 

55 yycx-110 应用创新 
菠萝去眼先驱

者 

湖南农业大学 刘安稳 

三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李亚军 

湖南农业大学 雷翔茗 



56 yycx-112 应用创新 
湖南农业大学

信科院 511队 

湖南农业大学 龚珺函 

三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皮瑜 

湖南农业大学 吴闰兵 

57 yycx-120 应用创新 草本无糖队 

湖南师范大学 鄢凡松 

三等奖 湖南师范大学 王茜 

湖南师范大学 朱治霖 

58 yycx-157 应用创新 孺子牛奋蹄队 

中南大学 刘箬缇 

三等奖 中南大学 马思宇 

长江大学 刘瑜 

59 yycx-159 应用创新 鹏 

中南大学 李陈鹏 

三等奖     

    

60 yycx-160 应用创新 
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 

中南大学 杜旭燕 

三等奖 中南大学 帅芸燕 

    

61 yycx-165 应用创新 天河护卫队 

国防科技大学 毕德顺 

三等奖 国防科技大学 夏乐 

    

62 yycx-128 应用创新 程管小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 沈梓强 

三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汤嵛猗 

    

63 yycx-130 应用创新 
努力炼丹不被

卷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 侯梦晗 

三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梁攀如 

    

64 yycx-056 应用创新 369 超人强 

湖南工商大学 李诗帆 

三等奖 湖南工商大学 张小威 

湖南工商大学 岳宏远 

65 yycx-068 应用创新 爱晒太阳队 

衡阳师范学院 何晨辰 

三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孙西宇 

衡阳师范学院 吴喜梅 

66 yycx-073 应用创新 你说的都队 

衡阳师范学院 李迪 

三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李遇缘 

衡阳师范学院 张洪 

67 yycx-074 应用创新 天天健康队 

衡阳师范学院 欧阳泽 

三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陈文丽 

    

68 yycx-078 应用创新 果宝特攻队 

衡阳师范学院 崔淑铭 

三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杨云飞 

衡阳师范学院 张攀 

69 yycx-131 应用创新 
百事可乐不必

说噢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小科 

三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张仕娜 

    

70 yycx-126 应用创新 奇思妙想队 湖南中医药大学 赵紫一 三等奖 



湖南中医药大学 邓媛媛 

湖南中医药大学 梁振忠 

71 yycx-099 应用创新 汪汪向前冲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肇任 

三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向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娅茹 

72 yycx-069 应用创新 纯纯黑科技队 

衡阳师范学院 李雨航 

三等奖 衡阳师范学院 宾志鹏 

    

73 yycx-088 应用创新 啊对对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欧阳帆 

三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吴志强 

    

74 yycx-043 应用创新 护渔小队 

湖南理工学院 何志祥 

三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李盈 

湖南理工学院 李杰心 

75 yycx-044 应用创新 
FOX++交警小分

队 

湖南理工学院 丰阳 

三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李彬 

湖南理工学院 欧阳尔 

76 yycx-032 应用创新 草原三剑客 

湖南科技大学 尹涛 

三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郭慧慧 

湖南科技大学 易志雄 

77 yycx-036 应用创新 
该名称已被占

用 

湖南科技大学 周维克 

三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张文强 

湖南科技大学 李兴 

78 yycx-006 应用创新 王小景做的队 

长沙理工大学 景汉伟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罗阳鑫 

长沙理工大学 王卓群 

79 yycx-011 应用创新 三个诸葛亮队 

长沙理工大学 吕雅茹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吴明霜 

长沙理工大学 幸子 

80 yycx-028 应用创新 智慧向尚 

长沙理工大学 王玲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谢颜武 

长沙理工大学 胡浩南 

81 yycx-090 应用创新 干饭不用排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钟博琳 

三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亚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俊松 

82 yycx-042 应用创新 智能小车队 

湖南科技大学 蔡佳洪 

三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陈琳 

湖南科技大学 陈星羽 

83 yycx-138 应用创新 败北不是白给 

南华大学 高涛 

三等奖 南华大学 蒋拓 

南华大学 姚轶枫 

84 yycx-037 应用创新 见微 TCM 
湖南科技大学 周炼 

三等奖 
湖南科技大学 汤周 



湖南科技大学 黄雷 

85 yycx-079 应用创新 潇湘鉴契队 

湖南大学 万恒 

三等奖 湖南大学 杨佳亮 

湖南大学 杨石龙 

86 yycx-084 应用创新 这题对不队 

湖南大学 李晨晨 

三等奖 湖南大学 刘丹 

湖南大学 叶巧莹 

87 yycx-085 应用创新 G&N 

湖南大学 高楚楚 

三等奖 湖南大学 牛晨颖 

    

88 yycx-107 应用创新 泰山队 

湘潭大学 王上 

三等奖 湘潭大学 许文杰 

    

89 yycx-115 应用创新 七七队 

湖南农业大学 谭喆 

三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 刘霞 

    

90 yycx-164 应用创新 摸鱼顺利队 

中南大学 朱鹏阳 

三等奖 中南大学 马凌尧 

中南大学 吴泽权 

91 yycx-027 应用创新 理在芯里 

长沙理工大学 邹敏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杨森 

长沙理工大学 杨晟熙 

92 yycx-167 应用创新 你说什么都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徐悦 

三等奖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罗扬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江韬 

93 yycx-093 应用创新 默默炼丹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魏林帆 

三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邓智茂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蒋湘辉 

94 yycx-004 应用创新 DownToEarth 

长沙理工大学 段强强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姚权涛 

长沙理工大学 陈淞 

95 yycx-047 应用创新 队名待定队 

湖南理工学院 谭平 

三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 李佳 

湖南理工学院 王福海 

96 yycx-141 应用创新 乘风破浪队 

南华大学 王帅 

三等奖 南华大学 满嘉乐 

南华大学 李小杰 

97 yycx-166 应用创新 开拓者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周怀博 

三等奖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汪明明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何志波 

98 yycx-092 应用创新 啦啦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刘治欢 

三等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任婷婷 

    



99 yycx-139 应用创新 我码的都队 

南华大学 朱赤 

三等奖 南华大学 崔龙 

南华大学 李舟 

100 yycx-018 应用创新 一夫当关 

长沙理工大学 何宇凡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梁一飞 

长沙理工大学 黄潇逸 

101 yycx-016 应用创新 扬水行舟队 

长沙理工大学 周偏 

三等奖 长沙理工大学 杨锦 

长沙理工大学 侯星星 

 

 

2022 年第一届湖南省研究生计算机创新大赛  

组织工作委员会  

2022 年 1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