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号 学号 姓名 班级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参赛题目 所属大类 所属小类 指导老师1指导老师2 是否组长 获奖等级
1 012120139 周箫语 信管20 18368037890 3242326395@qq.com 打破生育率困局——80后与90后生育意愿研究对比 大数据应用 环境与人类发展大数据 沈晓婧 是 三等奖
1 0121201 陈琪 信管20 13921836012 1350762134@qq.com 打破生育率困局——80后与90后生育意愿研究对比 大数据应用 环境与人类发展大数据 沈晓婧 否 三等奖
1 0121201 金远哲 信管20 15827908137 984288797@qq.com 打破生育率困局——80后与90后生育意愿研究对比 大数据应用 环境与人类发展大数据 沈晓婧 否 三等奖
2 084620113 章晋 计算机201 13142650801 dayearg@icloud.com 益康云护—基于AI的智慧健康监测与预警系统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陆志平 胡晨骏 否 二等奖
2 084620239 俞佳英 计算机202 19883503176 1447511839@qq.com 益康云护—基于AI的智慧健康监测与预警系统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陆志平 胡晨骏 是 二等奖
2 084720112 樊一好 智能20 18806282046 2332390688@qq.com 益康云护—基于AI的智慧健康监测与预警系统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陆志平 胡晨骏 否 二等奖
3 084519141 贾雯静 19医信 18133670232 1019821400@qq.com 循经致知——基于人体3D模型的针灸经络穴位定位平台 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医疗与健康 周作建 二等奖
3 084519113 王子夜 19医信 15850537739 3479204691@qq.com 循经致知——基于人体3D模型的针灸经络穴位定位平台 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医疗与健康 周作建 二等奖
3 084519135 杨成峰 19医信 15850537350 2971208523@qq.com 循经致知——基于人体3D模型的针灸经络穴位定位平台 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医疗与健康 周作建 二等奖
4 084619101 章霖芬 计科19 15955026326 1803870703@qq.com 红眼金睛--中药饮片生产智能水分监测仪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王天舒 丁有伟 是 一等奖
4 084619102 刘文昕 计科19 18066036710 1253569950@qq.com 红眼金睛--中药饮片生产智能水分监测仪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王天舒 丁有伟 否 一等奖
4 084619107 徐苏玥 计科19 15050915373 3345865417@qq.com 红眼金睛--中药饮片生产智能水分监测仪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王天舒 丁有伟 否 一等奖
5 084619237 高晓苑 计算机191 18083732689 2330525109@qq.com 字里藏医——医疗文本智能解析平台 人工智能应用 人工智能实践赛 杨涛 董海艳 是 一等奖
5 084619239 高文佳 软件192 15066283185 1398861076@qq.com 字里藏医——医疗文本智能解析平台 人工智能应用 人工智能实践赛 杨涛 董海艳 否 一等奖
6 084720118 詹文栋 智能20 18761670265 1733668176@qq.com 未病先知——基于深度学习与红外热成像的中医疾病诊断和疗效评估系统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医疗与健康 龚庆悦 是 一等奖
6 084720126 何成贵 智能20 13956495296 2704999309@qq.com 未病先知——基于深度学习与红外热成像的中医疾病诊断和疗效评估系统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医疗与健康 龚庆悦 否 一等奖
6 084720134 周睿晗 智能20 18851851009 1052013251@qq.com 未病先知——基于深度学习与红外热成像的中医疾病诊断和疗效评估系统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医疗与健康 龚庆悦 否 一等奖
7 084720107 王慧敏 20人工智能18136220458 3302768185@qq.com 舌诊小郎中--基于深度学习的AI舌诊APP的研究与开发 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医疗与健康 张季 是 二等奖
7 084720104 张梦然 20人工智能15852471690 2058778975@qq.com 舌诊小郎中--基于深度学习的AI舌诊APP的研究与开发 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医疗与健康 张季 否 二等奖
7 084720105 丁宏非 20人工智能17712979829 1348028323@qq.com 舌诊小郎中--基于深度学习的AI舌诊APP的研究与开发 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医疗与健康 张季 否 二等奖
8 084720116 仇硕 20人工智能18914643983 943628342@qq.com 错别字智能识别与纠正 人工智能应用 自然语言处理 宋懿花 是 三等奖
8 084720113 周义璐 20人工智能13141668031 1095190613@qq.com 错别字智能识别与纠正 人工智能应用 自然语言处理 宋懿花 否 三等奖
8 084720133 李亚鹏 20人工智能18805158137 2066065371@qq.com 错别字智能识别与纠正 人工智能应用 自然语言处理 宋懿花 否 三等奖
9 084618127 谭家煜 18计科 18114514151 1484895437@qq.com 基于resnet的垃圾分类 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家居与生活 陆志平 是 三等奖
9 084618113 傅大文 18计科 19851421531 1634138280@qq.com 基于resnet的垃圾分类 人工智能应用 智能家居与生活 陆志平 否 三等奖
10 084720128 刘鹏剑 20智能 13770840054 3119879002@qq.com 私人智教（universal coach） 人工智能应用 移动应用开发 郎许峰 是 三等奖
11 084619225 仇俊华 软件19 13788391354 1849359459@qq.com "Eye Help"青少年视力智能防控平台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佘侃侃 是 一等奖
11 084619240 沙雯君 软件19 15006246299 1196174941@qq.com "Eye Help"青少年视力智能防控平台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佘侃侃 否 一等奖
11 084619214 李志康 软件19 15395202095 3032378559@qq.com "Eye Help"青少年视力智能防控平台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佘侃侃 否 一等奖
12 084620134 贺晓桐 计算机201 13156338741 13156338741@163.com 中医减肥决策支持系统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陆志平 是 三等奖
12 084620135 陈筱萌 计算机201 13720588507 840432875@qq.com 中医减肥决策支持系统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陆志平 否 三等奖
12 084721130 段欣彤 智能21 13937116959 2490260697@qq.com 中医减肥决策支持系统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陆志平 否 三等奖
13 084620202 许浩哲 计算机202 13912790348 2676677937@qq.com "游园惊梦"-基于Axure的园林主题游览服务应用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苏传琦 是 三等奖
13 084620201 张宇 计算机202 18626353831 569213680@qq.com "游园惊梦"-基于Axure的园林主题游览服务应用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苏传琦 否 三等奖
13 084620203 聂乾枫 计算机202 18852096930 2506069903@.com "游园惊梦"-基于Axure的园林主题游览服务应用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苏传琦 否 三等奖
14 084619246 张涵 计科19 13913982923 40829220@qq.com 慧眼识痧——智慧养生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杨涛 董海艳 二等奖
14 084620233 王睿泽 计算机202 19163376671 1363046990@qq.com 慧眼识痧——智慧养生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杨涛 董海艳 二等奖
14 042120232 徐剑侨 药学202 15161652827 xujianqiao020319@163.com慧眼识痧——智慧养生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杨涛 董海艳 二等奖
15 084619104 黄天宇 19计科 18851823795 728534126@qq.com 健康膳食——乐膳之家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丁有伟 是 二等奖
15 065019330 吴礼云 19护理 17855119997 2018889155@qq.com 健康膳食——乐膳之家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丁有伟 否 二等奖
15 041419103 张潇晓 中药九19 13815276912 1105413111@qq.com 健康膳食——乐膳之家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丁有伟 否 二等奖
16 084519139 王文博 19医信 15371038075 1003053284@qq.com 基于Python和mysql的音乐播放器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 应用与开发 王瑞娟 是 三等奖
16 084519150 包瑞 19医信 18851692373 724109314@qq.com 基于Python和mysql的音乐播放器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 应用与开发 王瑞娟 否 三等奖
17 084519110 石静楠 19医信 18851673523 348244921@qq.com 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普及—基于Unity3D的虚拟仿真软件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林丹 杨涛 是 一等奖
17 065019531 马佳媛 19护理 13621573721 1225802970@qq.com 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普及—基于Unity3D的虚拟仿真软件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林丹 杨涛 否 一等奖
17 084520124 周思 20医信 18851994579 910156995@qq.com 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普及—基于Unity3D的虚拟仿真软件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林丹 杨涛 否 一等奖
18 084519146 卜婧熠 医信19 13852675501 1572867790@qq.com 中药材生产工区信息化移动平台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周明 杨涛 是 三等奖
18 084519152 邵泽宇 医信19 18912789798 2438327731@qq.com 中药材生产工区信息化移动平台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周明 杨涛 否 三等奖
19 084520113 黄倩宇 医信20 18851991047 1371622358@qq.com 中医药诊治CKD知识图谱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 应用与开发 何伟明 谢佳东 否 一等奖
19 084520107 薛梦帆 医信20 18851192863 1711279269@qq.com 中医药诊治CKD知识图谱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 应用与开发 何伟明 谢佳东 是 一等奖
20 084620208 陶士纪 计算机202 17551855674 1875285545@qq.com 基于深度挖掘的不孕不育机理研究与中医智能调理服务平台 大数据应用 佘侃侃 是 三等奖
20 宋菲 计算机202 18805177384 2413746703@qq.com 基于深度挖掘的不孕不育机理研究与中医智能调理服务平台 大数据应用 佘侃侃 否 三等奖
20 084620209 张钦元 计算机202 13056159299 1758748172@qq.com 基于深度挖掘的不孕不育机理研究与中医智能调理服务平台 大数据应用 佘侃侃 否 三等奖
21 084619125 陆旸 计算机191 15716246526 2117599160@qq.com 自助词条百科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丁有伟 是 三等奖
21 084619122 徐永延 计算机191 15371259566 1337192855@qq.com 自助词条百科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丁有伟 否 三等奖
21 084619121 宋嘉豪 计算机191 18851675276 2315431022@qq.com 自助词条百科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丁有伟 否 三等奖
22 084720137 熊雄 智能20 18869864679 1943056910@qq.com 智能健身小程序开发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张霞 三等奖
22 084720136 段彦检 智能20 18987930701 1193798551@qq.com 智能健身小程序开发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 张霞 三等奖
24 084619117 陈正坤 计科191 19916937684 2053795332@qq.com 中医诊治脑瘤知识图谱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应用与开发 胡晨骏 是 二等奖
24 084619116 陈柯宇 计科191 19851802558 421780340@qq.com 中医诊治脑瘤知识图谱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应用与开发 胡晨骏 否 二等奖
24 084619150 霍湘宁 计科191 13851592467 1149829090@qq.com 中医诊治脑瘤知识图谱 软件应用与开发Web应用与开发 胡晨骏 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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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号 学号 姓名 班级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参赛题目 所属大类 所属小类 指导老师1指导老师2 是否组长 获奖等级
25 065021107 王冲冲 护理211 17551094571 1908954524@qq.com 也许你已经忘记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是 三等奖
26 047120210 尹洪宇 生制202 19802690969 2232565628@qq.com 翻天地覆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片 否 三等奖
26 047120230 唐瑭 生制202 13328136213 2249413425@qq.com 翻天地覆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片 是 三等奖
26 047120219 李荣祎 生制202 18816223898 2709233573@qq.com 翻天地覆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片 否 三等奖
26 047120202 马平方 生物制药20215905192085 2485346181@qq.com 翻天地覆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片 否 三等奖
26 047120214 沈浩 生制药202 19816312045 2960566526@qq.com 翻天地覆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片 否 三等奖
27 084620132 杨晓霏 计算机201 18853570604 e18853570604@163.com 南京中的汉文字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丁有伟 是 二等奖
27 084620112 王梦茹 计算机201班15262069313 2750244256@qq.com 南京中的汉文字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丁有伟 否 二等奖
27 084620133 石泽磊 计算机201 18587593639 2663600509@qq.com 南京中的汉文字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丁有伟 否 二等奖
27 084620119 张天然 计算机201 13965326331 2732848388@qq.con 南京中的汉文字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丁有伟 否 二等奖
28 084619211 王鹏飞 软件工程1918006274663 1619431134@qq.com 渊远流长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李新霞 是 一等奖
28 084619210 张世宇 软件工程1918484657417 zsy18484657417@163.com渊远流长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李新霞 否 一等奖
28 084619209 赵至旋 软件工程1918930151873 787303825@qq.com 渊远流长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李新霞 否 一等奖
28 084619224 董坤 计算机科学1918298619668 1197132268@qq.com 渊远流长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李新霞 否 一等奖
29 084519145 王滴 医信19 18314233989 2437953262@qq.com 游梦令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片 杨涛 是 二等奖
29 084519148 陈熙颖 医信19 18024469106 1980312193@qq.com 游梦令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片 杨涛 否 二等奖
29 084519137 方瑀馨 医信19 13388133764 2448236606@qq.com 游梦令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片 杨涛 否 二等奖
29 084519138 张双珊 医信19 15331408383 776327106@qq.com 游梦令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片 杨涛 否 二等奖
30 084519127 排则古丽 医信19 19509906916 3507128513@qq.com 汉字发展之“家” 数媒动漫与短片 MG动画 王瑞娟 是 一等奖
30 084519104 赵圆圆 医信19 15509557854 1482290600@qq.com 汉字发展之“家” 数媒动漫与短片 MG动画 王瑞娟 否 一等奖
30 084519118 张小青 医信19 18797011991 2930445785@qq.com 汉字发展之“家” 数媒动漫与短片 MG动画 王瑞娟 否 一等奖
31 084619136 薛志辉 19计科 15161641949 717510485@qq.com 提笔忘字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丁有伟 是 三等奖
31 084619132 范康海 19计科 13687859804 279388063@qq.com 提笔忘字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丁有伟 否 三等奖
31 084619142 吴鼎用 19计科 16685888676 3304251801@qq.com 提笔忘字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丁有伟 否 三等奖
31 084619135 陆汶雨 19计科 17751687018 1354159648@qq.com 提笔忘字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丁有伟 否 三等奖
31 084619147 杜海良 19计科 15150730657 1517263782@qq.com 提笔忘字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丁有伟 否 三等奖
32 065019331 朱慧茹 19护理 18851199831 2429681288@qq.com 试问海棠依旧——宋词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姜荣荣 否 三等奖
32 065019333 李子丹 19护理 13217128071 2856386307@qq.com 试问海棠依旧——宋词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姜荣荣 是 三等奖
32 065019334 吴呈思 19护理 18951422385 1770378216@qq.com 试问海棠依旧——宋词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姜荣荣 否 三等奖
32 065019335 张楠 19护理 18851675192 zhangnan0526@outlook.com试问海棠依旧——宋词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姜荣荣 否 三等奖
33 041319344 刘秋韵 中药192 15235212760 813448528@qq.com 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数媒动漫与短片 数字短片 金玉琴 是 三等奖
33 041319346 赵青荣 中药192 13509458940 zhaoqingr11@163.com 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数媒动漫与短片 数字短片 金玉琴 否 三等奖
33 041319313 沈奕玮 中药192 13918508322 1697350133@qq.com 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数媒动漫与短片 数字短片 金玉琴 否 三等奖
33 041319309 何雪 中药192 15371023262 2855869209@qq.com 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数媒动漫与短片 数字短片 金玉琴 否 三等奖
33 041319340 孙烁烁 中资19 18852096689 1870636818@qq.com 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数媒动漫与短片 数字短片 金玉琴 否 三等奖
34 084619227 周彦沁 软件19 13337966820 zhouyanqin_0419@163.com横竖撇捺藏乾坤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苏传琦 是 一等奖
34 039220129 吴依航 中八201 15190326081 1354243535@qq.com 横竖撇捺藏乾坤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苏传琦 否 一等奖
34 084619222 朱昌会 软件19 18275558954 2561518633@qq.com 横竖撇捺藏乾坤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苏传琦 否 一等奖
34 084619223 杭张影 软件19 13390989010 1240903085@qq.com 横竖撇捺藏乾坤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苏传琦 否 一等奖
34 055520123 赵云龙 中康20 13770840209 951140539@qq.com 横竖撇捺藏乾坤 数媒动漫与短片 纪录片 苏传琦 否 一等奖
35 084619114 李会珍 19计算机 18852093795 158406706@qq.com 中华汉字历史小百科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 王天舒 是 二等奖
35 084619119 曾小洋 19计算机 18212758434 3142713766@qq.com 中华汉字历史小百科 数媒动漫与短片 动画 王天舒 否 二等奖
36 041321216 沈妍 21中药2 19952830656 shenyan030116@163.com诗赋桃花庵，字兴红楼言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张巍 是 二等奖
36 041321215 吴定莲 中药212 13852558844 2446883777@qq.com 诗赋桃花庵，字兴红楼言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张巍 否 二等奖
36 041321220 曹家莉 21中药 18361086091 2627649606@qq.com 诗赋桃花庵，字兴红楼言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张巍 否 二等奖
36 041321218 栾咏琪 21中药2 18796413861 2842581982@qq.com 诗赋桃花庵，字兴红楼言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张巍 否 二等奖
36 841420161 鐘佳柔 中制20 13151070703 1054626265@qq.com 诗赋桃花庵，字兴红楼言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张巍 否 二等奖
37 084720101 姚茜如 智能20 13505159496 2602381227@qq.com 远离黑狗——沉浸式观影抑郁症自救认知纠正平台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龚庆悦 否 三等奖
37 084720103 孔艳红 智能20 13585057873 820543156@qq.com 远离黑狗——沉浸式观影抑郁症自救认知纠正平台 数媒动漫与短片 微电影 龚庆悦 是 三等奖
38 084619127 沈纪龙 计科191 15195584123 2910980588@qq.com “马”的变迁 数媒动漫与短片动画 胡晨骏 丁有伟 是 三等奖
38 084619130 朱成威 计科191 15961786965 2985365390@qq.com “马”的变迁 数媒动漫与短片动画 胡晨骏 丁有伟 否 三等奖
38 084619220 张元斌 计科191 18851192109 836325343@qq.com
 “马”的变迁 数媒动漫与短片动画 胡晨骏 丁有伟 否 三等奖
38 084619126 赖培鹏 计科191 15850538708 3111327647@qq.com “马”的变迁 数媒动漫与短片动画 胡晨骏 丁有伟 否 三等奖
38 084619118 萧玄经 计科191 17877141866 atuzitou@foxmail.com “马”的变迁 数媒动漫与短片动画 胡晨骏 丁有伟 否 三等奖
39 065018412 金枝 护理184 13337728380 1692446489@qq.com 傩戏面具 数媒静态 海报 何莉 是 一等奖
39 065018414 何春燕 护理184 15730773237 2898273811@qq.com 傩戏面具 数媒静态 海报 何莉 否 一等奖
40 065021202 文国蕾 护理212 17336808700 3042178803@qq.com 阴儒阳释 数媒静态 产品设计 翟双灿 否 三等奖
40 065021206 顾可欣 护理212 13611567703 1917057650@qq.com 阴儒阳释 数媒静态 产品设计 翟双灿 是 三等奖
40 084519142 王栋城 医信19 15775930105 dcwmin@outlook.com 阴儒阳释 数媒静态 产品设计 翟双灿 否 三等奖
41 084519159 曾馨仪 19医信 13309096850 834663127@qq.com 中华汉字 源远流长 数媒静态 平面设计 杨涛 是 三等奖
41 084519140 徐梦媛 19医信 13814760210 3035548482@qq.com 中华汉字  源远流长 数媒静态 平面设计 杨涛 否 三等奖
41 054019111 汪一权 19中医养生19895275667 1550801282@qq.com 中华汉字  源远流长 数媒静态 平面设计 杨涛 否 三等奖
42 084620124 黄颖妮 计算机201 18477329023 2822074801@qq.com 最是“墨”香能致远 数媒静态 海报 苏传琦 是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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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084620133 王心语 计算机201 18706529202 2097800199@qq.com 最是“墨”香能致远 数媒静态 海报 苏传琦 否 二等奖
42 084520118 王凯 医信20 17751399978 1499514428@qq.com 最是“墨”香能致远 数媒静态 海报 苏传琦 否 二等奖
43 055821101 郑清婉 21康复中德113337810903 2239173099@qq.com 五韵 数媒静态 平面设计 印志鸿 是 一等奖
44 047120210 尹洪宇 20生物制药19802690969 2232565628@qq.com 禅 数媒静态 平面设计 王松云 否 三等奖
44 047120240 邱一帆 20生物制药18550233781 641594347@qq.com 禅 数媒静态 平面设计 王松云 是 三等奖
44 047120230 唐瑭 20生物制药13328136213 2249413425@qq.com 禅 数媒静态 平面设计 王松云 否 三等奖
45 084619220 张元斌 计科19 18851192109 836325343@qq.com “妙语天成”--一款学习成语的闯关类小游戏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游戏设计 苏传琦 是 二等奖
45 084619140 王文静 计科19 15151927466 1455838203@qq.com “妙语天成”--一款学习成语的闯关类小游戏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游戏设计 苏传琦 否 二等奖
45 084619138 吕浩然 计科19 18762743597 3087680376@qq.com “妙语天成”--一款学习成语的闯关类小游戏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游戏设计 苏传琦 否 二等奖
47 084519132 闫昱璎 医信19 18851868639 2694256301@qq.com 你了解火山爆发吗？——带你走进火山的世界 微课与教学辅助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微课 张季 是 三等奖
47 084519134 张素雅 医信19 15371036691 1807016645@qq.com 你了解火山爆发吗？——带你走进火山的世界 微课与教学辅助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微课 张季 否 三等奖
48 065021302 史雨馨 护理21 18913836308 3084923867@qq.com 青玉案·元夕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夏浩志 是 三等奖
48 031421252 张卓凡 中医21 13218691306 3328216407@qq.com 青玉案·元夕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夏浩志 否 三等奖
49 039220317 刘奕彤 中八203 17352468739 2396272581@qq.com 山中问答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翟双灿 否 三等奖
49 039220331 胡宛如 中八203 17856010192 2627471243@qq.com 山中问答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翟双灿 否 三等奖
49 039220339 丁宁 中八203 15198869651 1926613434@qq.com 山中问答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翟双灿 否 三等奖
50 033118314 章佳艳 中医183 18801595206 1540279127@qq.com 《梦游天姥吟留别》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王秀平 是 三等奖
50 033118321 梁燕林 中医183 18018423082 zslyldqqyx@qq.com 《梦游天姥吟留别》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王秀平 否 三等奖
51 055119204 刘鸿霞 康复192 19852830693 2414072967@qq.com 植物生命活动调节的秘密 微课与教学辅助 自然科学课程微课 印志鸿 是 二等奖
51 055119232 卢萸 康复192 18262591103 3267857385@qq.com 植物生命活动调节的秘密 微课与教学辅助 自然科学课程微课 印志鸿 否 二等奖
52 084619141 张小梅 软件19 18216523368 3395417923@qq.com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王天舒 否 二等奖
52 084619143 苏婧媛 计科19 15106567125 424170840@qq.com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王天舒 是 二等奖
52 039218312 任雯沁 中医八183 13675162787 1469811572@qq.com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王天舒 否 二等奖
53 053020226 樊新月 针推202 15379289935 2321184351@qq.com 菩萨蛮─诗词鉴赏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否 三等奖
53 053020211 杨卓怡 针推202 18388923742 1071943401@qq.com 菩萨蛮─诗词鉴赏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是 三等奖
54 084520139 努尔比耶 医信20 18194987705 1924760937@qq.com 《念奴娇·赤壁怀古》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王瑞娟 是 一等奖
54 042120318 茹柯耶 20药管 18851864485 3501399301@qq.com 《念奴娇·赤壁怀古》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王瑞娟 一等奖
54 084620225 黄凯 计算机202 15577682456 1074979649@qq.com 《念奴娇•赤壁怀古》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微课 王瑞娟 否 一等奖
55 084520101 许旻轩 医信20 18001585893 084520101@njucm.edu.cn中医药养生助眠枕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张季 是 一等奖
55 084520103 徐家川 医信20 17354907892 2018478052@qq.com 中医药养生助眠枕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张季 否 一等奖
55 084520110 王圣圣 医信20 15851207702 1159888262@qq.com 中医药养生助眠枕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张季 否 一等奖
57 084519116 倪泽昊 医信19 15251829698 763386923@qq.com J2EE架构开发——SSM购物网站系统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张季 是 三等奖
57 033119517 马然 中医195 15851257130 845522645@qq.com J2EE架构开发——SSM购物网站系统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张季 否 三等奖
57 084620204 殷文龙 计算机202 18051305808 1351849043@qq.com J2EE架构开发——SSM购物网站系统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张季 否 三等奖
58 084619246 张涵 19计科 13913982923 40829220@qq.com 中医理疗机器人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杨涛 董海艳 二等奖
58 84519101 刘正坤 19医信 13222066237 liuzhengkun20000@foxmail.com中医理疗机器人 物联网应用 医药卫生 杨涛 董海艳 二等奖
60 084520126 傅康 医信20 19152042335 2405365521@qq.com 《伤寒论》可视化分析及知识展示 信息可视化设计数据可视化 凌云 杨涛 是 一等奖
60 084520102 单懿卿 医信20 17269769130 18939797609@163.com《伤寒论》可视化分析及知识展示 信息可视化设计数据可视化 凌云 杨涛 否 一等奖
60 084520130 侯俊丽 医信20 17809558346 1752922580@qq.com 《伤寒论》可视化分析及知识展示 信息可视化设计数据可视化 凌云 杨涛 否 一等奖
61 026020108 祖玥 中西临20113218891075 3172148734@qq.com PPT精彩起来 微课与教学辅助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微课 陈晓征 是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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