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三创”大赛拟立项项目名单 

一、创意设计（共计 35项） 

序 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申请单位 专业 学历 

1  A001 基于周围购物安卓 app的开发与研究 李峰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2  A002 鸿鹄医疗信息交易平台 刘金成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网络 硕士生 

3  A004 基于 RFID和健身手环的健身步道管理系统 李婷 南京邮电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硕士生 

4  A005 基于微信云平台的智能家居设计 武吉涛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5  A007 基于 Android 的自行车智能脚踏板设计 刘博伟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6  A008 无线频谱使用在线咨询指导平台设计 孙照伟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7  A009 H2O社区(Healthier&Happier Open Community) 严超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8  A010 Shopify——品牌服装购物体验服务设计 范泽宇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艺术设计与教育 硕士生 



9  A014 三维模拟成像试衣镜 顾誉元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0  A017 课程圈 app 张瑶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工程 本科生 

11  A019 海飞爱生活 王海飞 南京邮电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12  A020 智能收件机 周涛 南京邮电大学 理工科强化班 本科生 

13  A021 残疾人智能公共设施建设 刘晨星昱 南京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4  A022 基于“互联网+”的物联网智慧购物车 戴蕾 南京邮电大学 网络工程 本科生 

15  A023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购物车 郭文博 南京邮电大学 物联网工程 本科生 

16  A025 基于物联网服务的二次电源充放电管理系统 李沁莹 南京邮电大学 网络工程 本科生 

17  A026 智能交互场合虚拟体感墙 马 霏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8  A029 基于音乐治疗法的健身沙袋心理治疗器 尚秋燕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9  A031 可自动调节松紧程度的智能腰带系统 李明轩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本科生 

20  A032 基于智能家居的自我维护系统 韦佳栋 西安邮电大学 软件工程 本科生 

21  A033 简易制冷空调——半导体环保制冷系统 牛金阁 西安邮电大学 广播电视工程 本科生 



22  A035 智能温室的环境监测与调控 APP 田丹 西安邮电大学 物联网工程 本科生 

23  A036 大棚供能耗能检测系统 孙嘉琪 西安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24  A039 服务于特殊人群的非接触式智能电子乐器 王文洁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25  A040 孤巢老人救助器 田娜梅 西安邮电大学 自动化 本科生 

26  A041 智能垃圾箱设计 张茹月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27  A042 “农家乐”旅游微环境温室气体智能监测系统设计 张萌 西安欧亚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28  A044 物联家居•智能用电 于淼 清华大学 运动人体科学 硕士生 

29  A045 智能电子鞋 丁超 南通大学 通信与信息工程 硕士生 

30  A046 基于 RFID的机动车违规停车管理方案 梁昊伟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31  A048 旅行团实时定位点名 APP 吴悄然 东南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 本科生 

32  A050 “远方的想念”玩偶设计 杨晔 江苏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本科生 

33  A051 寻物鼠 吕福庆 中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34  A052 智能家居环境下的智能厨房系统 管弋铭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文科强化班 本科生 



35  A053 基于实时健康监测的智能电子香烟 张文钦 南京大学 英语 本科生 

二、创新技术（共计 163 项） 

36  B00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养老院智能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张静斌 北京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37  B002 雷达数据融合技术 陆翔宇 南京理工大学 电气信息 本科生 

38  B003 北斗导航系统星载天线阵列设计 赵海燕 南京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 本科生 

39  B005 基于超材料的小型物联网天线设计 曹艳杰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40  B006 基于异构传感器网络的车载感知信息系统 陈健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41  B007 基于 RFID的智能仓储系统 胡雯涛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42  B008 手机示波器 马晓元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43  B009 基于 RFID的景区支付管理系统 秦彩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士生 

44  B011 基于光透明薄膜天线技术的试衣间 RFID 系统研发 闻书韵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45  B012 智慧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张彬彬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士生 

46  B013 UHF RFID电子标签口令强度测试仪 赵振涛 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博士生 



47  B014 基于智能手机的室分网络测试系统设计与实现 周密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生 

48  B015 Easy Wi-Fi 邹杰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49  B016 物联网环境下高速公路多源交通信息融合系统设计 何赏璐 东南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博士生 

50  B017 智能停车场服务平台设计 薛亚星 东南大学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

程 
硕士生 

51  B018 
车联网环境下基于云平台的公交车辆调度时间判断技

术研究 
尹婷婷 东南大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生 

52  B019 针对小车物联网安全服务系统 张森 吉林大学 自动化 本科生 

53  B020 基于云计算的打印服务平台 张晓晨 金陵科技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生 

54  B021 分布式微震在线实时监测系统 吕雅洁 中国矿业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55  B022 基于 MT7620N 的高空污染源空气环境探测系统 慕灯聪 中国矿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士生 

56  B023 直立自行无线充电的线缆巡检车型机器人设计 胡东平 中国矿业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57  B024 物联网体系下的输液情景感知服务平台 胡展鹏 徐州医学院 物联网工程 本科生 

58  B025 基于车联 GPS的城市环境感知联动系统 毛亚青 徐州医学院 物联网工程 本科生 



59  B026 农田感知与智慧管理平台 刘继玺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信息化 硕士生 

60  B027 基于多旋翼无人机平台的作物生长信息实时监测系统 姚立立 南京农业大学 作物栽培与耕作学 硕士生 

61  B029 拉丝设备生产信息监控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成中振 南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62  B030 智慧校园 严凯 南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63  B031 能源监控系统 杨赛程 南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64  B032 一种信息预处理电子考勤系统的实现 张彪 南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65  B033 “互联网+”时代的物联网智能停车场系统 蒋奇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物联网工程 本科生 

66  B034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学生教务管理系统 丁文江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67  B035 
基于 CC2430 芯片和 6LoWPAN 协议的校园自行车管理系

统 
伏晓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68  B037 基于 iBeacon 技术的室内定位系统 林邦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科技英才班 本科生 

69  B038 基于 Web应用的增强学习系统 林怡阳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生 

70  B039 基于物联网（移动网）的智能输液监护系统 刘启航 南京邮电大学 理工科强化班 本科生 



71  B040 基于物联网的家居室内空气质量监控方法 孙坚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生 

72  B041 基于 RFID技术的人脸识别考勤系统 汪名赫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73  B042 大数据分析平台下的高校志愿填报指南 曹兴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74  B043 环保卫士“一键通” 芦宇辰 南京邮电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本科生 

75  B044 基于手机相片的空气质量监测技术 徐超群 南京邮电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 本科生 

76  B046 基于视频图像信息提取的驾驶员疲劳检测技术 黄彩云 南京邮电大学 测绘工程 本科生 

77  B047 城市公用自行车网点 WebGIS 系统 袁俊文 南京邮电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本科生 

78  B049 基于物联网的多节点感知 led智能控制设计 麦联义 南京邮电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本科生 

79  B050 物联网无线通信中的频谱感知节点设计 盛江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80  B051 动态传感检测网络 王博 南京邮电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本科生 

81  B052 多源数据感知下的智慧家庭系统 王莉曌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82  B053 基于 RIFD的室内定位系统 张华 南京邮电大学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本科生 

83  B054 基于多跳的虚拟终端系统 陈晶晶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84  B055 基于网络化视频深度学习的人物行为感知系统 卜杰 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85  B056 Android应用漏洞挖掘技术研究 邰淳亮 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硕士生 

86  B058 基于降低行驶时长的车载网络通信策略研究 方徽琦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安全 本科生 

87  B059 基于 RFID的停车场智能管理原型系统设计 吕昕 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技术学 本科生 

88  B060 智能家居空气检测与净化系统 黄开成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生 

89  B061 物联网环境下的超市库存管理及商品溯源系统 李朋起 
南京邮电大学 

通达学院 
网络工程 本科生 

90  B062 基于无人机的水上紧急救援系统 黄竹雅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生 

91  B063 爱物联-物联网开放平台 陈晓爱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92  B064 物联网开放环境下基于 COAP 的无线传感网管理方案 董文超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93  B065 基于 kinect 的手势控制智能家居系统 韩广荔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 本科生 

94  B066 智能安全管家系统 黄佳佳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95  B067 
5G实验网系统- 基于 WiFi 高密度聚合无线组网的多

路视频传输系统 
黄正超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96  B068 基于 Android 的智慧旅游自助导游系统 吉海斌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97  B069 低功耗低成本视频传感器节点设计 李世锋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98  B070 基于 IOS的智慧旅游 APP 牛悦诚 南京邮电大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 硕士生 

99  B071 面向家庭健康服务的用户平台设计与应用 秦海仁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00  B072 
基于 SOA的智慧健康服务平台开放授权机制的设计与

实现 
荣 浩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01  B073 多网络控制平台 沙磊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02  B074 智能家居与智慧医疗系统的新型交互平台 沈珂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博士生 

103  B075 基于 VLC和 WIFI智能网关的线上线下智能酒店平台 史爱和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04  B076 网络打印机共享管理系统设计 孙彬 南京邮电大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 硕士生 

105  B078 家庭服务终端的自适应接入技术研究与分析 王涛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06  B081 基于 Android 的智能小车路径规划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振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07  B082 智慧消防的火灾报警及人群疏散系统研制 温永杰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08  B083 人脑脑信号实时动态监测系统研究 郭静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 硕士生 

109  B085 家庭宠物智能系统（FIZ） 叶晓江 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技术 硕士生 

110  B086 基于物联网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安全保护系统 汤胜 
南京邮电大学 

通达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11  B088 结合车辆特征提取和数据分析的智能停车场系统 徐磊 南京邮电大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 硕士生 

112  B089 基于物联网的花卉租赁与托养项目 许  彬 南京邮电大学 广播电视工程 本科生 

113  B090 面向智慧安保服务的穿戴式分集天线研究 薛白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14  B091 基于物联网的手机控制智能光锁 于涛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15  B093 基于物联网的自供电温度监测系统 袁哲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16  B094 基于 zigbee 的网关通信及数据采集实验平台的研制 张英华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工程 本科生 

117  B096 
基于 RBAC的权限管理在智慧健康服务系统中的设计与

实现 
赵 敏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18  B097 无线运动心电感知终端与云分析系统设计 周炳威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19  B100 基于 UWB室内无线定位系统 汪竹清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20  B101 智慧南邮-基于 RFID 技术的动态校园管理系统 杨泽 南京邮电大学 网络工程 本科生 

121  B102 泛在网络下的商品电子防伪系统研发与管理创新 张毅 南京邮电大学 网络工程 本科生 

122  B105 超市环境中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与导航研究 吴洋 南京邮电大学 自动化 本科生 

123  B106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实验设备智能管理软件的研发 张雷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24  B107 基于物联网的中央智能节能空调系统 蒋凌鹏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25  B108 实验设备智能管理 RFID/ZigBee 通信系统的研发 吴璇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26  B109 无线 Mesh网络虚拟化试验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朱炜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27  B110 智慧服务系统通用业务平台的研发 岳元朋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28  B111 基于 Web的 WSN网络拓扑发现及可视化系统 陈杨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29  B112 基于智能手机的物联网网关的设计与开发 纵宇轩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30  B113 
基于 Wi-Fi 与嵌入式 Web Server的 FPGA/CPLD远程配

置系统 
孙跃 

南京邮电大学 

通达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31  B114 基于可见光通信的传感器信息传输系统 李青林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32  B115 基于任意路径规划的小车实时视频回传系统 范祺越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33  B116 NFC在健康医疗服务系统中的应用 王振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34  B117 5G实验网系统--虚拟网络控制平台 王艳军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35  B118 基于 iBeacon 的车辆安全与社交应用 王涛 南京邮电大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 硕士生 

136  B119 基于物联网的电动汽车电池和充电桩智能系统 周宇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生 

137  B120 基于移动轨迹与社交网络的个性化推荐和导航系统 刘奇峰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38  B122 节能环保智慧服务平台 顾玲玲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39  B123 
基于 Android 的环境信息与节能环保监控终端设计与

实现 
肖彦均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40  B124 智能血压预警系统设计 徐林林 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41  B126 移动智慧课堂 曹志 安阳工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42  B127 基于可见光通信的商品定位系统 胡明明 安阳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生 

143  B128 智能农业机载测亩仪设计 王义飞 安阳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生 



144  B129 基于 ZigBee 技术的多功能安防监控系统 朱师妲 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生 

145  B130 智能家用电磁辐射信息服务系统 唐梦云 解放军理工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146  B131 全网通助手 乔林 解放军理工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147  B132 安防报警物联感知云平台 徐昶 解放军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生 

148  B138 睡眠质量检测脚环 闫宁 天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49  B139 基于高光谱图的乳腺肿瘤早期检查 杨雪 天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博士生 

150  B140 基于低功耗蓝牙的反射式血氧仪 易小清 天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硕士生 

151  B141 基于物联网的水质在线监测仪 穆超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52  B142 一种基于 MSP430的 LED点阵显示屏系统 曹卓 西安邮电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本科生 

153  B143 基于大数据处理的驾校信息平台 陈志诚 西安邮电大学 软件工程 本科生 

154  B144 ATM机取款保护系统 胡强力 西安邮电大学 广播电视工程 本科生 

155  B145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烟囱 

废气远程实时监控及预警系统 
胡扬杰雄 西安邮电大学 信息工程 本科生 



156  B146 智能健康伴侣 方昆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57  B147 基于 android 的 OBD车况监控软件 韩强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58  B148 智能腿 李南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控制系统 硕士生 

159  B149 辅助驾驶系统的情景设计及其 FPGA实现 李威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技术 硕士生 

160  B150 
iVisLife异构多源多模态数据可视化系统框架建设及

关键技术研究 
徐新瑞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技术 硕士生 

161  B151 基于 Hadoop 云的健康监护系统 许迪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62  B152 基于互联网+的实时智能物联测控系统 薛仙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生 

163  B153 基于物联网的未来智能超市--Future Store 江逸冲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64  B154 无线图像传输智能遥控侦察车 蔺晨曦 西安邮电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本科生 

165  B155 基于物联网远程 LED显示系统 刘宝强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66  B156 智能云备份工具 刘瑜晗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67  B160 大型大坝鱼道鱼量智能识别统计系统 杨洋 西安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68  B162 西部贫困地区儿童图像信息移动采集系统 柴静 西安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69  B163 基于安卓手机的分布式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高悦 西安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70  B164 基于无线通信导盲仪 汪厦炎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71  B165 Time Robot 王苏 西安邮电大学 国贸 本科生 

172  B166 商品信息对比软件 刘墨笛 西安邮电大学 信息对抗技术 本科生 

173  B167 智能植物管家 徐喜才 西安邮电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74  B168 基于物联网的地铁站导航及紧急事件救援系统 张家乐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75  B169 无线指纹考勤系统 张晓民 西安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76  B171 基于 Zigbee 的多节点土壤墒情检测系统 张争辉 西安邮电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77  B172 基于 STM32 人体健康智能检测系统 赵王龙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78  B173 孝伴你行•监护使者 高丽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79  B174 水上移动垃圾桶 龚政波 西安邮电大学 自动化 本科生 

180  B176 绿色增值型智能油烟净化器 李杰 西安邮电大学 自动化 本科生 



181  B177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数据采集器开发 刘伟欣 西安邮电大学 自动化 本科生 

182  B179 基于物联网下的智能输液系统 马琼 西安邮电大学 自动化 本科生 

183  B180 智能安全驾车辅助装置 马优晨 西安邮电大学 自动化 本科生 

184  B181 智能出租车计价器的设计 农建华 西安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85  B182 智能防盗辅助装置设计 权瑶 西安邮电大学 自动化 本科生 

186  B183 教师智能辅助装置 史鹏波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87  B184 嵌入式的交通事故辅助救援系统的研究和实现 苏富波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88  B185 智能电热水壶 王杰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89  B186 太阳能路灯电池板智能清洗系统 徐姣姣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生 

190  B188 基于 CAN总线与 Zigbee的现场监控系统设计 张芊 西安邮电大学 测控技术及仪器 本科生 

191  B189 汽车智能安全系统 张斯琪 西安邮电大学 自动化 本科生 

192  B190 水质监控智能移动终端研究与开发 左罗 西安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193  B192 智能车位引导与管理系统 李勇 中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194  B193 用于长跑及越野赛的蓝牙签到和生理参数采集系统 和强 重庆邮电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本科生 

195  B194 智慧医疗关键技术与系统 刘泱 重庆邮电大学 电磁场与无线电技术 本科生 

196  B195 基于生物信息反馈的智慧情景照明系统的设计 任祥花 重庆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生 

197  B196 老年人远程智能监护系统 於少文 重庆邮电大学 控制工程 硕士生 

198  B198 智慧环境信息监测终端和云平台设计 郑斌 重庆邮电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硕士生 

三、创业方案（共计 43项） 

199  C001 可 重 构 远 程 实 验 系 统 许逸波 南京邮电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本科生 

200  C003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手机显微/望远镜创业研究和设计 彭朋 安阳工学院 通信工程 本科生 

201  C004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自助洗车系统 王凯 安阳工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生 

202  C005 基于 HTML5 的校园典型应用设计与开发 张俊鹏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士生 

203  C006 智能巡检系统 汤琳琳 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硕士生 

204  C007 食品产业链安全管控及追溯系统 王鹏彪 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博士生 

205  C008 物联网智能车位感知标签研究与示范应用 张 骏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士生 



206  C009 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farmjs.com 汪 禹 南京财经大学 软件工程 硕士生 

207  C010 土壤-作物水分感知技术及装备 吴如颂 南京农业大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硕士生 

208  C011 稻麦生长监测设备 钱竑州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信息化 硕士生 

209  C014 “匠心食神”远程互动烹饪系统 吕严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210  C015 集成 RFID/NFC 阅读器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 刘峰宁 南京邮电大学 微电子学 本科生 

211  C016 基于物联网的多媒体教室智能管理系统 谢敏奕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212  C017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曹范鹏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213  C018 多功能心音采集与分析系统 王悦 南京邮电大学 电路与系统 本科生 

214  C019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出租车计价系统 刘师男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215  C020 无人机应急救援系统 张鑫 南京邮电大学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本科生 

216  C021 基于物联网胎心监护系统构建 赵俊昌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217  C022 空气粉尘浓度检测器产品创业方案 朱思清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218  C023 “课余”app 项目创业计划 樊心意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商务 本科生 



219  C024 e停车——预约停车管家 颜正坤 南京邮电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生 

220  C025 基于物联网的实时巡检与环境 宋福胜 南京邮电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本科生 

221  C026 城市快租平台 程丹妮 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222  C027 唯数统计咨询责任有限公司 赵   月 南京邮电大学 经济统计学 本科生 

223  C028 物流通创业方案 刘春发 南京邮电大学 应用物理 本科生 

224  C029 自适应膝关节发电器 曹增玲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225  C030 心脏起搏器的能量自供给器件 郭 庆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226  C031 物联网应用中可软件定义网关的设计与实现 李 靖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227  C032 基于 3S商店的线上智能感知插座 马炎军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228  C038 能量自供电的无线开关 杨锋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229  C039 “书易宝”网上物联系统 方超 南京邮电大学 物流工程 硕士生 

230  C040 电子商务中的物联网：逆向 O2O 的实现 徐鹏翔 南京邮电大学 物联网专业 本科生 

231  C041 物联网前端控制执行系统 张鹤斌 南京邮电大学 物联网工程 本科生 



232  C042 阿波罗机器人平台 李学骏 南京邮电大学 控制工程 硕士生 

233  C044 Bigger社交应用 张东晴 南京邮电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生 

234  C045 居家养老大数据云服务平台 强祥 苏州大学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硕士生 

235  C049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智慧水务方案 高 强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236  C050 “农家小筑”农家游信息交互平台 李金明 西安邮电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生 

237  C052 公交自主感应系统 彭媛媛 西安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本科生 

238  C055 智能光学自适应变焦眼镜 韩荣 中北大学 信息对抗技术 本科生 

239  C056 Android平台下基于位置信息的在线商城系统开发 顾娟娟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240  C057 基于安卓的设备管理系统开发 张静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生 

241  C058 自助式高血压智慧健康社区服务系统 张一 南京邮电大学 应用物理 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