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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十八届“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人工智能设计大赛西北赛区选拔赛 

获奖名单 

一等奖（23 项） 

序号 队伍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1 B-XB-20223477 兰州交通大学 足球场地动态监测系统 刘燕雯 杜雅波 马雅玲 杨军 周鹏 

2 B-XB-20223412 兰州工业学院 智能守护&健康防护 殷立博 于跃江 南小弟 包理群 徐钦 

3 B-XB-20223479 兰州交通大学 智能化自动测量机器人 丁一 袁涛 孙琦杰 张晶 谭筠梅 

4 B-XB-20223439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一体化自动定位运输的解决方案 高启轩 马文强 杨庆成 张玺君 

5 B-XB-20223480 河西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大棚控制系统 杨雄卫 柳琪琪 陈忠杨 熊丽 李亚珺 

6 B-XB-20223500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无线联锁的车地直接通信 CTCS-3级列控模拟

系统 

王子康 陈昊 李相龙 李建国 

7 B-XB-20223280 甘肃政法大学 基于树莓派的人脸口罩检测 买剑如 张金莲 马明艳 张琛 万阳洋 

8 B-XB-20223208 北方民族大学 基于嵌入式的宿舍物联网助手 罗兴富 朱洋 曹炎 王志会 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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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XB-20223397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互联网+基础上的林地园林守护者 张爱陆 杨乐 王子鸣 郑海霞 王富强 

10 B-XB-20223489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阿克曼机器人 高泽伟 谢居洋 魏晓文 张华卫 李楠 

11 B-XB-20223440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RCNN算法的智慧服务机器人 滕明鑫 任家兴 高宇晨 马维俊 任学惠 

12 B-XB-20223407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PP-YOLOv2的辅助导盲设备 李浩森 靳晓东 吴蓉 张东 

13 B-XB-20223400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nvidia jstson nano 的视觉处理网球机器人 张翼鸿 蒲秋虹 潘诗蕊 李海燕 郑敏 

14 B-XB-20223508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 Ethemet 的管道裂纹检测及清洗机器人 杜佳珉 杨良全 袁梓铭 黄炜 刘文静 

15 B-XB-20223501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 CRH3铁路沙盘仿真 马广禄 程倩 张瑶 姜滨 

16 B-XB-20223213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AI 技术的多功能消防机器人 曹亮 刘伊婷 吴燕基 李向群 

17 B-XB-20223129 西北民族大学 共享外卖自提箱 吕坤山 周瑞婷 牛笑楠 张国恒 

18 B-XB-20223251 兰州工业学院 分类有道——垃圾成宝 杨成泽 张国强 石雅茹 王栋梁 孙永吉 

19 B-XB-20223327 西北师范大学 宝贝管家—智能婴儿看护床 李一鸣 全爱平 张亚利 何尔利 王小牛 

20 B-XB-20223496 兰州交通大学 10kV 高压开关柜辅助维修增强现实系统设计 赵奇隆 马珂欣 种阳 岳彪 王果 

21 B-XB-20223363 甘肃农业大学 “棚”荜生辉——基于博创平台中草药栽培生态棚 赵志杰 汪亚龙 陈静茹 陈蕾 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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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XB-20223406 兰州理工大学 “智慧狗”——新一代教育和陪护机器狗领航者 庞伟业 何晨煜 池心蕾 金洁 

23 B-XB-20223468 兰州交通大学 “Ai”牙齿——Ai口腔预问诊机器人 蒋函宇 姜越 马一丹 穆聪 李志强 

二等奖（33 项） 

序号 队伍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1 B-XB-20223416 兰州交通大学 智能网球拾取器 陈墨迪 张佳诚  苗津铭 王耀琦 薛晓芳 

2 B-XB-20223128 西北民族大学 智能分拣机器人 朱雄 唐媛 马建辉 

周丽君 祖丽皮

耶.图尔荪 

3 B-XB-20223394 兰州理工大学 智慧农业——基于飞控算法的智慧喷灌农业设备 陈明泽 罗灵 刘薇 彭铎 

4 B-XB-20223398 兰州理工大学 智慧出行——智能检测预警安全带 张书童 殷新震 迟浩然 赵宏 

5 B-XB-20223474 兰州交通大学 易 BOOK—基于 STM32 的智能图书借取系统 高岳 马发海 蔡康铭 张晶 王红鹰 

6 B-XB-20223426 兰州工业学院 

学生温馨的家----基于 STM32 的守护关爱系统设

计 

赵靖 陈兴洁 王一帆 周彬 李鹏霞 

7 B-XB-20223517 兰州工业学院 面向非接触型智能洗手间 俞晓炜 杨欢 刘洋 李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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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XB-20223421 兰州工业学院 垃圾智能分类平台 李宛睿 张斌 杨阳 包理群 李鹏霞 

9 B-XB-20223476 兰州交通大学 可视化运动监测系统 于慧霞 孙颖超 李响 谭筠梅 张晶 

10 B-XB-20223342 甘肃农业大学 居家养老智慧嵌入式系统 吴科迪 薛志洋 童永健 韩俊英 刘成忠 

11 B-XB-20223488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语音控制的分拣机器人 秦媛媛 王玉清 赵雨桐 李高云 禄鹏 

12 B-XB-20223466 甘肃政法大学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仓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韩娇荣 姜芙蓉 韩晨莹 徐世鹏 孙国军 

13 B-XB-20223234 北方民族大学 基于物联网的环境检测 晏盛 彭锦辉 黄慧玲 潘俊涛 王强 

14 B-XB-20223207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树莓派的校园快递派送智能机器人 张湛渤 田君航 赵延婷 吴韬 

15 B-XB-20223512 河西学院 基于嵌入式系统分拣机器人的设计与制作 马伟雄 李洁 邓红 张志成 朱志斌 

16 B-XB-20223136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机械臂视觉的自动加油站 王露瑶  奉宏华 农瑞宁 陈万军 

17 B-XB-20223415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一站式”超市购物机器人 刘兵宇 刘金柯 金行 张玺君 

18 B-XB-20223469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机器视觉的“慧眼”垃圾桶 张文杰 刘振海 刘浩杰 贺瑗 

19 B-XB-20223505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 WIFI的风机塔筒清洗机器人 周天龙 王旭 郭婷婷 袁英年 吴冬霞 

20 B-XB-20223507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 STM32 的远程交互式智能药盒 王海洲 杨峻 张卫翼 陈艳丽 郭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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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XB-20223503 甘肃政法大学 基于 STM32F407智能家居系统 何春耀 赵国璇 刘文宝 安德智 刘小红 

22 B-XB-20223126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RTOS的集消毒测温为一体的智能电梯控制系

统 

周麟翔 李文闯 孙浩瑜 何美荣 骆岩红 

23 B-XB-20223402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PSA技术的智慧家用制氧设备 曾猜 唐杰 连文婧 苏敏 祝超群 

24 B-XB-20223509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 NBIOT 枸杞干燥装置 伏炳炎 曾永琪 李东东 殷学丽 丁志强 

25 B-XB-20223206 北方民族大学 基于 Linux 与物联网技术的农业环境参数采集 秦博 牟材正 傅晟 马宏兴 祝玲 

26 B-XB-20223401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IOT的远程移动多场景水质环境监测系统 金清 刘迅 王鼎钧 何继爱 张玺君 

27 B-XB-20223199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ARM+Linux的车载系统 林剑东 李新月 周思丹 陈万军 

28 B-XB-20223307 兰州工业学院 基于 Android 的温室大棚环境检测系统设计 王慧敏 贾琪 李圆圆 王宏斌 

29 B-XB-20223473 兰州交通大学 彼临-轨道交通 MR智慧运维系统 金煜哲 朱浩洋 蒋启源 雍玖 

30 B-XB-20223310 兰州工业学院 Python+OpenCV的虚拟非接触键盘设计 王乐丁 蒲志龙 王伟华 王宏斌 何辉 

31 B-XB-20223341 西北师范大学 Ometaverse_simple 冷宜隆  侯树阳 刘颜星 

32 B-XB-20223467 兰州交通大学 “物以类聚”——智能垃圾桶的设计与实现 张雅茹 吴华松 刘硕 周鹏 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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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XB-20223447 兰州工业学院 基于 Raspberry的智能家居 田鹏程 牛皓莹 刘鹏远 李鹏霞 

三等奖（34 项） 

序号 队伍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1 B-XB-20223231 北方民族大学 基于树莓派视觉识别垃圾分类的研究 刘晨乐 张思源 王卓 王强 赵虎 

2 B-XB-20223242 北方民族大学 

基于 stm32 的太阳能热水器无线智能管理系统的

设计制作 

李庚禹 马亮 苏博 肖丽霞 祝玲 

3 B-XB-20223364 甘肃农业大学 基于嵌入式的防疫智能小车 党智博 周倡宇 脱苗 陈蕾 

4 B-XB-20223475 甘肃政法大学 智能防疫机器人 赵莉珺 王小龙 高鹏程 陆军 

5 B-XB-20223513 河西学院 基于嵌入式系统数字识别机器人的设计与制作 赵喜辉 杨财胜 王忠财 周佐 朱志斌 

6 B-XB-20223185 兰州工业学院 随叫随到一种智能语音分类垃圾桶的设计 李佩佩 冯亚龙 车国锋 王栋梁 赵浪涛 

7 B-XB-20223325 兰州工业学院 疫情背景下非接触手势密码锁 何严飞 剡宇航 郭浪浪 王宏斌 何辉 

8 B-XB-20223441 兰州工业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火灾预警系统 陈军 杜金龙 高志信 王永喜 

9 B-XB-20223298 兰州工业学院 基于 Python 的康复系统 张红妮 牛一璇 杨瑶瑶 王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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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XB-20223497 兰州交通大学 

慧眼识“降”-高铁隧道路基表面沉降智慧监测系

统 

马宁 杨浩 张鹏程 岳彪 闵永智 

11 B-XB-20223499 兰州交通大学 隧道 LED的智能照明控制器设计 何玉彪 赵玉龙 沈梓霖 闵永智 王果 

12 B-XB-20223484 兰州交通大学 隔空取物 叶明鑫 李欣岚 张鹏 蔚慧琼 邢东峰 

13 B-XB-20223487 兰州交通大学 指尖麦克纳姆轮机器人 胡景阳 徐雨康 宋雨萌 程小阳 宫玉芳 

14 B-XB-20223490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运动感知的手指康复训练系统 李向前 岳明琪 尚怡男 王耀琦 苗树翻 

15 B-XB-20223491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虚拟现实与场景交互的高速列车运行沙盘系

统设计 

李华伟 杨政 陈思杰 闵永智 岳彪 

16 B-XB-20223502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 OpenCV 视觉图像处理的象棋机械人 吴琪 李瑶 马涛 赵贺 高加磊 

17 B-XB-20223465 兰州交通大学 新曦净光——新一代光伏组件智能清洁机器人 王东东 牛世祥 线忠斌 杨捷媛 

18 B-XB-20223396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嵌入式的常态化疫情防控系统 李小燕 孔祥森 陈志辉 宋鸣 靳岚 

19 B-XB-20223408 兰州理工大学 

安全驾驶新防线-基于深度学习的 ADAS 可逆主动

式安全系统设计 

陈弋辉 秦鸣飞 方志刚 朱宁宁 何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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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XB-20223414 兰州理工大学 低碳校园-慧联节能教室 杨紫楠 唐伟东 杨伟 张恩展 

21 B-XB-20223438 兰州理工大学 一种基于 CNN的交通指挥机器人 王文轩 姚可凡 聂子祥 胡世军 赵付青 

22 B-XB-20223445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SLAM建模定位的智能语音分类垃圾桶 袁继泉 顾稼泽 陈天芮 赵宏 

23 B-XB-20223457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RFID的室内定位算法的图书馆服务机器人 姜乐 李冠男 张立军 何继爱 王维芳 

24 B-XB-20223522 兰州理工大学 

结构安全卫士——基于云端 ABAQUS数据二次本构

开发的地震预警与震后结构实时分析处理系统 

梁杰 刘明哲 谭文勇 李万润 李喜梅 

25 B-XB-20223411 兰州理工大学 防疫哨兵-智能抗疫多功能系统 申永庆 畅希望 邹华锋 张恩展 

26 B-XB-20223462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非接触式红外防疫系统 刘飞翔 梁浩琪 朱培艺 赵宏 马维俊 

27 B-XB-20223506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云平台的家庭灭火机器人 王东辉 王龙 吴文彬 魏晋 邢冠梅 

28 B-XB-20223135 西北民族大学 智慧生活居家终端系统 赵正 熊育政 袁姝琪 徐永胜 

29 B-XB-20223210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嵌入式的智能家居控制板 张冰 马平 熊卓婷 王建华 

30 B-XB-20223212 西北民族大学 汽车安全驾驶辅助系统 银俊 童鑫 孙新然 陈万军 

31 B-XB-20223434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arduion 的写字机器人 程勇聪 拜简妮 刘洋 刘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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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XB-20223162 西北民族大学 太阳光追踪系统 吴永佳 姚珂珂 王有民 陈万军 马小琴 

33 B-XB-20223134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K210与 FreeRTOS的物联网智能车库 戚晨夕 马伊诺 蒙诗婷 刘洪涛 

34 B-XB-20223336 西北师范大学 与农话禽—基于 STM32的智慧鸡舍 冯喆 张菊菊 白永龙 王小牛 何尔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