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1 苏州大学 Wake Up课程表 APP 杨增、陈健 杨洋

2 常州工学院 《江南1x1》动态影像设计 动画 阳锦芝 彭伟、欧阳一菲

3 南京艺术学院 梦岛 动画 陈泓舟、赵燚 徐倩

4 南京邮电大学 AirPods产品广告 动画 陈志腾、谭迪文、洪树琴、陈学睿 霍智勇

5 苏州大学 甲骨传史之孔子 动画 龚佳妮、张子玉、王碧茹 付亦宁

6 扬州大学 扬州大运河 动画 杨海蒙、蒋嘉敏、吴倩倩、骆乐、李思尹 朱贵杰

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追梦之蝶 动画 薛雅、张晓敏、干梦竹、谢泽宇 周龙

8 苏州市职业大学 待来日归有期 动画 盛怡、丁若丹、张雨琼 李亚琴

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陶都茶文化生态体验园 动画 李想、赵洁、王静、祁佳 杨恒、吴介亚

10 江南大学 动作镜头拍摄技巧及表现作用 课件 郭文欣、李会、曾祥攀 王均霞、徐跃

11 江苏师范大学 What time is it? 课件 徐怡、顾佳妮、陈菲 李同召

12 苏州大学 爱德华·莫罗：广播电视时代先驱 课件 洪悦庭、陈演、张馨月 杜志红

13 淮阴工学院 海洋生物 软件开发 胡刘明、王朋、汪伟富 陶志行

14 常熟理工学院 仙女虾的圆梦之旅 视频 张雨晨、刘响、杨帆 冯浩、杨乃鹏

15 淮阴师范学院 妈妈的紫菜 视频 周楠、秦鸿燕、丁欣锐、郭天瑶、 史晖、赵新

16 江苏师范大学 木刻人生 视频 田浣新、徐文倩、耿慧心、郑雯予、芦琳杰

17 南京艺术学院 无声乐章——谢谢“你”能听懂我 视频 鲍妍、王俊杰、葛欣童、陈宁熙、史诗佳 尤达

一等奖（30项）

2019 年“领航杯”江苏省大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比赛结果公示

（排名按学校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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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宿迁学院 辣椒记 视频 蔡亚闻、王诗航、吴磊、陈贝贝 李京杰

19 盐城师范学院 草炉的饼 视频 詹治贤、吴云帆、刘宏、殷玥、孙嘉羿 姚永明

20 扬州大学 5G究竟是什么 视频 陶慧琳、秦安格、吴晨、陆琴 张浩

21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梨膏糖 视频 王晶晶、邵敏 丁彦、虞斌

22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融 视频 王逸帆 杜婵、李东冬

23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上帝之眼-苏州 视频 杜文杰 徐凯、李小松

24 苏州市职业大学 坚果的旅行 视频 陈诚、陈婷、杜双、樊帅男、高文静 朱元吉

25 苏州大学 基于知识图谱的恐龙百科问答系统 网站 陈月明、石嘉诚、李洋、孙月 李直旭

26 徐州工程学院 自来水管网维修及故障分析系统 网站 尤乾玉、方菊、程磊、牛子成、郭奇 程红林

27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塔韵》交互触屏设计 网站 陈柔 翁立立、徐钰程

28 南京艺术学院 听见 其他 丁雪、丁樾玥、耿书芹、蒋冰琳 徐倩

29 扬州大学 庆祝国庆70周年系列海报设计 其他 吴晨、彭国庆、查涵洋、马昕宇、李英丽 王勇

30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那时乡愁 其他 胡戈、李宵、	 邵亚楠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1 南京审计大学 校园微广场 APP 冀荣根、薛飞扬、杨家成、吴敏、徐英子 刘玉、姜启波

2 中国药科大学 基于OBE的课堂互动教学平台 APP 李思琦、曾邦松、蒋建、曾重庆、刘昕宇 王锋

3 常州工学院 沐光新农--柔性光伏温室大棚筑梦乡村振兴 动画 徐雨果	、唐明轩	、唐峣、马驰宇、潘煜 陈功、许清泉

4 常州工学院 元宵节 动画 何云柯 潘阿芳、	陆小玲

5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春花秋实 动画 高羽、王思雨 薛峰、刘刚

6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垂直公墓 动画 钱进、李远鹏、林兴伟 郭城、许佳佳

二等奖（6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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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陵科技学院 醉·相思 动画 吴珂凡、张甜 童艳

8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丝路兴敦煌兴 动画 武雯萱 李国红、林明

9 南京艺术学院 false beauty 动画 吕荣荣、白玉淇、刘菲 徐倩

10 南京邮电大学 机械都市——华硕主板细节 动画 周明慧、邹心怡、罗梦颖、姜丰 霍智勇

11 徐州工程学院 胡不归 动画 唐珊珊、俞洁、陆天宇 毕露予

12 徐州医科大学 走进智慧医疗 动画 葛威、邹涵、赵通、祁婷婷 刘伟、朱婷婷

13 扬州大学 醉打山门 动画 张菁、庄海玲、苏齐齐、袁敏、丁雨 朱贵杰

14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家居展示设计 动画 杨庆、陈玲玉 徐雪峰

15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ＭＥＧＡＭＩ 动画 蒋意凡 余方林、徐秀萍

16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犬常见的神经类型 动画 张雨艳、王凤钗、周娟、付浩言、杨喆 刘忠慧、陈则东

17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最棒的礼物 动画 王玉杰、张健 李东冬、杜婵

18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南通园博园景观改造漫游动画设计 动画 许涛、陈哲琦、边甜甜、朱文雅 王晓闻、郭煕

19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流动的苏州》动态图形设计 动画 丰彤彤 翁立立、施教芳

20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东台东沙湿地公园 动画 顾程婕、裔恬、丁苏安、王嘉昊 杨恒、吴介亚

21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汽化中的蒸发与沸腾 课件 张梦恬、徐霞、吴新玲 邱杨

22 南京邮电大学 中学微课——孟德尔定律 课件 张静文、刘希瑶、李娴 张刚要

23 南通大学 摄影，从一部手机开始 课件 马璋琦、张佳琦、邵珠雪、张鹏、俞春燕 熊秋娥、缪红燕

24 徐州医科大学 关“艾”时刻，我们共同见证 课件 杨帅、朱帅、潘帅飞、戴巍、刘昱 朱婷婷、刘伟

25 盐城师范学院 破镜能重圆吗？ 课件 赵杭杭、姜玲玲、高寒雪莲 顾正兰、郭晓俐

26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淮安文物精粹(FLASH) 课件 孟郅强、宋逸威、吴宇航、张朝源 干建松、韦娟

27 淮阴工学院 基于千万级图片库的商标查重系统 软件开发 谢静、刘洋、谢雨欣 胡荣林、唐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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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江苏师范大学 科技启航之漫游山西大院 软件开发 杜影 胡永斌

29 南京艺术学院 胡建土楼 软件开发 王嘉威、郑兆锋	 朱宇宙

30 南京邮电大学 物理实验仿真教学系统 软件开发 储越、刘成、贡顺虎、向坤 王增旭、袁明

31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玩中学”手术模拟系统之犬桡尺骨骨折内固定术 软件开发 王萌、张知冉、蔡承奥、李思雨 刘运镇、徐婷婷

32 常熟理工学院 拾夕 视频 严浩洋、陈心、陈欣、顾舒婷、谭舜 张泽云、任鹏

33 淮阴师范学院 未曾独行 视频 冯紫仪、马冲、周珈羽、沈翕然、 曹静宜

34 淮阴师范学院 人间正义·纯如斯 视频 颜嘉琪、陈丹、窦嘉慧、林子馨、 柳邦坤

35 江苏理工学院 小幸福 视频 焦奇、王哲伟、简贤楠、李巧莹、钟恒 张杰、郭丹

36 南京体育学院 追梦乡村 视频 林慧、闵晨薇、顾晓波、陆阳、梁琛琛 苏蔚平

37 南京艺术学院 AI人脸识别技术 视频 刘婧婧、邢顾玮、谭越、周子成、 魏佳

38 南京艺术学院 信 视频 李雨婷、杨斯琦、孙雅琪、苏泽朗 尤达、程汉

39 南京邮电大学 识香人 视频 洪树琴、钱伯坤、张苏伟、赵裕芬、范文蓉

40 南通大学 解忧便利店 视频 李欣桐、朱婕、路思佳 陈烨

41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犟 视频 李新月、李叶彤、林璐、吴慧、吴琪瑄 王雪飞、陈芳芳

42 苏州大学 未知来电 视频 蒋梓萱 梁璐瑶

43 苏州大学 心魔 视频 蒋梓萱、张思凡、郝思舜、吴奕霖 陈羿霖

44 宿迁学院 大美宿迁 视频 顾克喜、杨广兵、陆文益、王鑫、李想 李京杰

45 扬州大学 扬州群巷 视频 陈乾雨、卞维琦、徐鹏、孙冰、李庆龄 武新宏

46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红色单拐 视频 靳轩、靳轩、张光焯、闫超、南海 华雨辰、关羽

47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只为扬帆启航 视频 周子雨、徐禄、陈许薇、陈嘉豪、陈可义 谢斌、程小平

48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你的微笑 视频 王一帆 王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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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真的假的 视频 王斯琪、陈思威 李东冬、杜婵

50 苏州高博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姑苏 视频 朱逸旻、林潇凡 沈鸿、郑永爱

51 苏州市职业大学 HI SIRI 视频 吴迪、沈佳和、蒋凌宵、陈喜、吕珂 朱元吉

52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印象宜兴》快闪 视频 何志刚、刘昌森、朱燕、张叶雯 杨平均、吴伟峰

53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树洞的秘密 视频 严天妤、时小敏、姚金凤、郑心怡 戴梅萍、吴小明

5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党课结业在线考试网站 网站 李文涛、苗壮、朱志斌、陈瀛瀛、徐天宇 詹玲超、卞晓晓

55 盐城工学院 汇编语言在线练习系统 网站 夏旻、熊金鑫、陶奕阳 徐秀芳、	唐拥政

56 扬州大学 掌上双博馆 网站 陆苇、沈巧燕、黄冬芸、钱春池、王金池 何亭、	高宁婧

57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财苑家政网 网站 陈雨、袁凤萍 韦娟、张科杰

58 苏州大学 四大名著人物关系可视化研究 其他 杨伊琳、周星月、王文、沈鹏达、王燕 刘江岳

59 徐州工程学院 江海风韵如东年画UI动态界面设计 其他 周烨 毕露予

60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首创悦都软装设计 其他 魏俊华 薛野、张晓梅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1 淮阴工学院 课表拍拍-课堂照片整理分类 APP 朱保罗、俞佳兴 于坤、陈晓兵

2 淮阴工学院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危险品驾驶员培训平台 APP 王林、李伟峰 陈晓兵、于坤

3 扬州大学 扬剧虚拟体验馆 APP 刘疏影、仇思捷 赵志靖、周静

4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百度AR的动作识别APP APP 奚文龙、吴寒、贺旋、袁余全、张顺博 孙仁鹏、李红岩

5 常熟理工学院 往后余生 动画 李佳佳 夏瑜

6 江苏师范大学 中秋节 动画 王维 董永权

7 金陵科技学院 长情 动画 季振香、郭文琪 刘志强

三等奖（9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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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当未来科技遇见垃圾 动画 潘琳、吴迪 苏永娟、林明

9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垃圾乐分类 动画 姜妮、王琳琳、闫莉娜 苏永娟、林明

10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梦回丝路 动画 覃亚丽、陆建伟 李若思

11 南京艺术学院 舞动精彩 动画 李聪 徐倩

12 南京邮电大学 Bring it with you 动画 张梓骏、汪文、陆星宇、林杨旭 霍智勇

13 徐州工程学院 鰴鲸 动画 阚舒婷、肖敏、李雪莲、朱文清 毕露予

14 盐城师范学院 小花的幻想 动画 陈溪、张凯文、季楠青、赵济宇、葛一凡 赵任凭、徐晖

15 扬州大学 裂脑人实验 动画 葛元霄、白洁 周钰罁

16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成长的烦恼 动画 王梦情、邹坤圆 高嗣超、陈捷

17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寻梦之路 动画 江家丽、郜树、董秀琴、张思雨 韩明、肖新华

18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手术数字化仿真演示-以髓内钉为例 动画 葛鸿志、赵卫征、车俊承 王超

19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morning 动画 蒋意凡 张苏华、李真

20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爱护大海 动画 陈正义、刘正午、刘仲宝 徐秀萍、舒曙光

21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贷 动画 陈雪、司雨、姜金顺 王美霞、张静

22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月黑之夜 动画 陈未杰 毛辉

23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梦魇 动画 林祎浩 黄剑玲

24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庄园里的猪 动画 陈宇轩、韩培、周美玲、倪桂莲 韩洁、杨帆

25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密而不宣 动画 严天妤、徐志浩、程嘉勇 潘珩

26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游乐场场景的虚拟展示系统 动画 闫柯翰、王成功、赵汝玥、罗元琅 安秀芳、张敬斋

27 扬州市职业大学 向阳花 动画 李真、季立云、戴卫 许文娟、薛文峰

28 江南大学 非遗舞蹈——男欢女喜 课件 程亮 刘悦钧、王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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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江苏师范大学 皮影戏 课件 田瑞、顾雯 王娟

30 江苏师范大学 “字”强不息 课件 王佳诚、肖璇 刘一秀

31 江苏师范大学 情绪的表达 课件 文燕银、余军霞 陈琳、董永权

32 南通大学 《江南春》情境微课程 课件 张奕潇、徐琳、张佩、陆亚琴 杨晓新、钱小龙

33 徐州医科大学 健康起航，面对诺如不懦弱 课件 罗江、曹逸、马庄宣、涂佳琪、卫荣远 袁子桐

34 盐城师范学院 Scratch中链表的使用 课件 董成银、沈婷芳、季然、王佳妮 陈劲新、张德成

35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齐胸襦裙 课件 何思怡、顾丹婷、张雨成、陆尹芝、金锦根 李萍、周英芳

36 淮阴工学院 基于犯罪数据的可视化预警分析 软件开发 米传汇智、庄东岳、陈安、李旺、汤安琪 夏森

37 江南大学 体感乐园 软件开发 刘畅扬、郭超霞、涂娇阳、林佳奇、吐尔逊阿依•吐尔迪 严大虎

38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ITIAS理论的教师教学录像分析工具 软件开发 张颖、张越	 柏宏权

39 徐州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设备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软件开发 高俊逸、何威震、陈娟娟、王心怡、谢懿 时梅林、张静

40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层学生党支部党建网络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软件开发 刘静、高启晨、董朝阳、陈坤 陶庆生

41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小工匠训练营 软件开发 张国成、李志远、吴振、潘加伟、马守明 严惠、李亚东

4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适应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座位自动分配系统 软件开发 周道、戴波、蓝天丽 孙仁鹏、李红岩

43 常州工学院 机器视觉三维动画 动画 王日成、冯海瑞、孙宝翊、曹德政、陈晨 陈功、蒋莉

44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折叠大厦 动画 吴佶阳、徐圣云 许佳佳	、郭城

45 常熟理工学院 FOR DREAM 视频 夏勇勇、张浩、潘虹 温杰、任鹏

46 常州工学院 大风吹 视频 吴千喜、王悦阳、温晓婉 达红

47 淮阴工学院 再一次 视频 李晋卿、陈家智、陈静、李思楠、张君宇 苏刚、朱好杰

48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大宁 视频 嵇灵 仇蓓蓓

49 江苏理工学院 他们，我们 视频 周毛毛、丁宇杰、王哲伟、董旭、万文杰 张杰、薛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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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江苏师范大学 识花之旅 视频 张侃帅、徐培培、张铃丽 王娟

51 江苏师范大学 你好，白局 视频 徐梦琼、刘翰文、钱文逸、金亦夫、朱倩萱

52 南京财经大学 纸飞机 视频 柯灿霖、徐嘉、陈晓岚、费依滢 田翰

53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心之所愿 视频 苏路、竺兴柱 李明扬

54 南京艺术学院 春华有韵 视频 于卓言、周茜、汪阳、苏敏、 魏佳

55 南京邮电大学 你的沉默终被倾听 视频 楼容、杨淑婷、陈浩宇、顾佳亿、李钊光

56 南通大学 寻迹蓝印花布 视频 徐玺茹、李雪、刘苏环 黄新辉

57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老兵刘锡昌 视频 刘梓芹、范凯旋、韦一雪、韦雨露 黄新辉、陈云

58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瘾 视频 黄俊辉、姜权跃、惠熙、金袁康 王雪飞、陈芳芳

59 泰州学院 我和树洞的故事 视频 陈玮卿、陈韬、陈群、梁媛媛、何玢璇 陆婧文

60 宿迁学院 酒郁宿迁 视频 汪思成、是城、高清华、单永杰、王赵婕妤 李京杰

61 徐州医科大学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视频 吴顺馨、吉炜琦、龚禹豪、赵欣玥、厉恩硕 丁胜

62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我们都是追梦人 视频 陈婕、董慧君、李佳霖、张铃珑、张宇宁 武新宏、黄萃

63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 视频 王彤、张港 韩明、王栋臣

6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乱针绣 视频 李政忠、周翔、陈麟、孔瑞达 丁彦、张伟

65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大手牵小手 视频 许鹏、范凌峰、黄金鑫 杨会、王馥

66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至亲 视频 熊潇 杨帆、关羽

67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不忘初心 视频 孙浩尊、李永豪 邱隽

68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在奋斗中闪光 视频 包珂浩、于利智 张慧慧

69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我的第一步 视频 张允恒、黄宇航、吴柄涛、朱亚东、王宏威 邱隽

70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草木有本心 视频 钮景峰、张连免、黄驰宇、吴昊、周易 朱逢丹、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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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双手堆叠心中丘壑，山石寄托非遗梦想 视频 陈明鑫 马涛

72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犬血配型试验 视频 张珍、赵婧 张斌、陆江

73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梦想 视频 吕鹏、黄庆麟、苟俊华、王永健、王玉莹 赵军

74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够地方才够味 视频 季永健 刘觉敏

75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礼 物 视频 杨方玉、陈克勇 杜婵、李东冬

7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我和我的祖国 视频 苗雨晴、李鹏程 韩洁、李春辉

77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古诗词里的无锡 视频 朱丹丹、汪嘉诚、伊娜、张志鹏 曹培培、韩小燕

78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网站作品之我与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 网站 卜雨 李丽娟

79 南京艺术学院 苏州园林交互电子书 网站 卜金鑫 丁凯

80 盐城师范学院 我与祖国共同成长大学生优秀作品征集网 网站 徐诚、朱卫、赵济宇、张凯文 徐华平	、陈劲新

81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梦想财院 网站 张洵、周瑶 韦娟、干建松

82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地球从垃圾分类做起 网站 陈宽、李宇杰、朱帅、袁康 方志伟、郝风平

83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铜炉史话》交互触屏设计 网站 许国婷 翁立立、徐钰程

84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第十届中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紫砂文化专题网站 网站 袁秋侦、朱香潭 肖力、李迎春

85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最美味中国 网站 郑伟泽 施莹

86 金陵科技学院 花样年华 其他 章龙英 张巧

87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创意生活 其他 王晓蕾 陈云

88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无兄弟不篮球 其他 韦赛闽 陈云

89 扬州大学 4.23读书节公益海报设计 其他 李英丽、李梦圆、查涵洋、秦艺、杨海蒙 王勇

90 苏州高博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悦小超视觉识别系统 其他 楼子钰 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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