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中文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姓名 获奖奖项

1
基于北斗定位的无人机定位与反制

系统
其他 王家乐、李响、周卓洁、拓卓 空军工程大学 卢虎、冯新喜 省级一等奖

2 基于北斗系统的战地救援机器人 其他 冯思楠、张峥嵘、李伟辉、裴丁旺 空军工程大学 高维廷、王平禄 省级一等奖

3 鱼鹰对地侦查无人机 其他 陈俊英、赵思诣、李子健、刘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邓军 省级一等奖

4
基于北斗的空天地滑坡灾害监测系

统
创新应用方案 储兆微、陶宜权、高志傲、李昂 长安大学 范文、于宁宇 省级二等奖

5
基于北斗定位模块的三维远程环境

监测系统
其他 战林均、汪强、符昌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邓军、王辉 省级二等奖

6 可见光智慧照明及环境监测系统 其他 刘海涛、孙文彬、王栋、韩中达 西安工业大学 赵黎、张峰 省级二等奖

7
“鹰眼”-北斗辅助精准起降的无

人机自主巡防系统
其他 甘培源、张林婷、梅聪聪 西北大学 王安文 省级二等奖

8 基于北斗的声音定位系统 其他 杨世广、朱婧祎、常旺、方雨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刘立、赵闻博 省级二等奖

9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多功能取样机

器人
其他 吴宇航、高逸飞、王凯贤、黄宏斌 长安大学 刘永生、陈一馨 省级二等奖

10
新型桥梁智能限重提示信息管理系

统
其他 贾蒙、杨腾、马雄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虎、杜祝遥 省级三等奖

11
基于北斗定位模块的全自动无人机

起降平台
其他 符昌森、汪强、战林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邓军、陈为胜 省级三等奖

12
基于BDS与Viktorov超声波的智能

等价及地震预警垃圾桶
科技论文 田志奇、储兆微、於彬、刘靖雯 长安大学 朱倩、苗行生 省级三等奖

13 馈赠 其他 徐德港、王西康、刘鑫贤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大

学
卢虎 省级三等奖

14
基于北斗及智能语言系统的地震搜

救机器蛇
其他 王彬泽、邓莹、江志鹏、赵铭现 长安大学 朱倩、朱会利 省级三等奖

15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应急救援

道路导行系统
科技论文 刘婷婷、张勇、贾康伟、尚君烛 长安大学 许彬 省级三等奖

16
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公路自主巡查

巡检固定翼无人机
创新应用方案 金彦林、陆炜林、何峻宇、汤恒逸 长安大学 高强、王慧 省级三等奖

17
基于北斗数据系统的AIT智能交通

系统
创新应用方案 胡建建、郑小平、李洪波、吴小莉 长安大学 倪凤英、袁宁波 省级三等奖

18
基于北斗定位模块的智能景区垃圾

清理系统
其他 汪强、战林均、符昌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邓军、陈为胜 省级三等奖

序号 作品中文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姓名 获奖奖项

1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财物防盗
追踪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边策、冯子洋、荆沛坤、杜政良 山东省淄博实验中学 马鲁济 省级一等奖

2 关于北斗在“智慧校车”领域的应
用

北斗应用创新 王闻博、邢一轩、赵晨琳、于天乐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李海龙、赵思莹 省级一等奖

3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跨海大桥智
能管理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王孜睿、王彬至、徐文滨、孙容浩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周道营、马良 省级一等奖

4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刘振亚、许扬、 杨逸 、周家如

山东省蒙阴第一中学、山东
省费县第二中学、东营市第
一中学、莱州市第一中学

李庆明 省级一等奖

5 灯塔号 北斗-立方星 阎玉晨、张琮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

学、张店区第七中学
焦玉章 省级一等奖

6 北斗导航系统在大熊猫保护中的应
用

北斗-立方星 丁维家 淄博市张店第九中学 董晓晓、刘红 省级一等奖

7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停车场综合管
理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马中旭、黄森、鲍洪峰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赵思莹、神坤 省级二等奖

8 陆面探测卫星——关于现有木星探
测器数据收集方式的改进

北斗-立方星 肖怡婷、顾原汀、王语堯、崔蓉姬 济南市第一中学 闫玉良 省级二等奖

9 无名称 北斗-智能车 曹宸卿、沈明泽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闫玉良 省级二等奖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各省级赛区获奖作品名录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陕西省）赛区获奖作品名录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山东省）赛区获奖作品名录



10 一种基于北斗的实时自我健康管理
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马晨原、巩智宏、任桐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 赵思莹、神坤 省级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单位 指导教师 推荐奖项

1
一种基于北斗导航的老人心率监测

智能手环设计
北斗应用创新 吴欣露、钱娟、李静华、刘清萍 南京邮电大学 赵静 省级一等奖

2
基于北斗导航的无人机空气粉尘实

时监测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张超越、谢嘉豪、姚家琪、戴菲 南京邮电大学 王健 省级一等奖

3
基于智能行为分析的社区矫正人员

监管系统
创新应用方案 胡宇宸、闫金伟、马培龙、程立强 南通大学 周侗、陶菲 省级一等奖

4
基于北斗的港口无人车辆精细管理

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张啸天、章司怡、王汕昭、项奕晨 东南大学 陈熙源 省级一等奖

5 基于BDS的智慧港口自动运输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李勇、廖霞、刘嘉兴 东南大学 王立辉 省级一等奖

6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AR跳伞路径规

划视觉辅助系统
科技论文 秦明汉、李茜、刘安南、李启轩 东南大学 陈熙源 省级一等奖

7
基于北斗系统的防洪预警无人测量

船
科技论文 李智、占林茂、许远深 东南大学 潘树国、高旺 省级一等奖

8
基于北斗/4G网络的工程变形监测

系统方案的探究
创新应用方案 徐子牟、徐文钰、陈子凡、周思慧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海颖 省级一等奖

9
基于北斗系统的人工智能水文监测

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陶健成、薛俊杰、张丙旭、张新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文涛 省级二等奖

10 基于北斗系统的智慧交通灯 北斗应用创新 黄郑霞、刘娜、邱伟、石朗杰 常州工学院 饶丰、姚文卿 省级二等奖

11 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药箱 北斗应用创新 谢柳青、陈诞玮、姜玉龙、余庭红 金陵科技学院 吴有龙 省级二等奖

12
基于城市潜在危险区域提取的乘车

安全检测方法研究
科技论文 钱振、陈昊烜、陈品玉、范紫灵 南通大学 周侗、陶菲 省级二等奖

13 基于北斗的智能插秧管理系统 科技论文 刘美佑、颜佳慧、王逸飞、黄恺衡 东南大学 陈熙源 省级二等奖

14
基于北斗的穿戴式心电监测报警系

统
北斗应用创新 张权、李想、冀贞昊 东南大学 陈熙源 省级二等奖

15
基于北斗定位无人驾驶的大气负离

子监测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周林峰、赵云楠、徐盼娟、陈安南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金虎、马革兰 省级三等奖

16
基于北斗定位与图像处理的盲人智

能避障头盔
北斗应用创新 刘琪才、吴铭禹、陈力、陈智威 南京邮电大学 张胜 省级三等奖

17 基于北斗短报文的滑坡预警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张易晨、吴庆霖、聂凯、孙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刘恒 省级三等奖

18
基于北斗的无人机在光伏电站热斑

自动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北斗应用创新 陆立群、刘鑫伟、徐威、李岳峰 南京邮电大学 肖建、童祎 省级三等奖

19 基于北斗的狗狗智能穿戴设备 北斗应用创新 王跃飞、潘柏旭、郭思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金虎、任团伟 省级三等奖

20 基于北斗的城市无人洒水车 北斗应用创新 晋帅、王立翌、李克轩、侯洁华 东南大学 高旺、潘树国 省级三等奖

21 基于北斗系统的车载测涝装置 北斗应用创新 焦桐律、赵梦涛、王特起、肖楠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薛丰昌 省级三等奖

22
基于北斗导航的自主式巡检违章罚

停无人机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周律洋、陈义豪、吕祖盛、王钰琪 南京邮电大学 童祎、肖建 省级三等奖

23 基于北斗定位的自动冰雹检测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李晶、冯英奇、李志航、陈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金虎、王红磊 省级三等奖

24
基于北斗定位的火流星信息采集系

统
北斗应用创新 李浩铮、吉照宇、曾祥坤、郑昊 南京邮电大学 乐洋 省级三等奖

25
基于北斗和加速度计的桥梁形变实

时监测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万缘、顾玥、刘嘉兴、王睿彪 东南大学 高旺 省级三等奖

26
基于北斗的海洋浮标石油泄漏区域

监测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蒋天仡、张宏坤、龚舒宁、肖惠迪 东南大学 陈熙源 省级三等奖

27
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自主导航智

能清洁小车
北斗应用创新 熊瑾乐、梁学宇、张恒 东南大学 潘树国、高旺 省级三等奖

28
基于北斗定位和物联网的移动空气

质量监测系统设计
北斗应用创新 孙旺、黄晓钰、李昊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刘恒 省级三等奖

29
基于北斗定位的无人机大气边界层

探测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袁声、沈朝瑶、郑良立、 张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金虎、马革兰 省级三等奖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江苏省）赛区（大学）组获奖名单



30
基于北斗和WSN的山体滑坡监测系

统
科技论文 李婧雯、吉蕴钰、周心蕊、李梓楠 东南大学 陈熙源 省级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单位 指导教师 推荐奖项

1
基于北斗定位的停车主动感知与规

划系统的设计
创新应用方案 王逸骞、许蔚然、戴思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况迎辉 省级一等奖

2 环保废料的监测与降解 创新应用方案 郭景行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曹玲玲 省级一等奖

3
基于北斗系统的火灾防范与应急抢

险系统
创新应用方案 范一 江苏省滨海中学 范贵龙 省级二等奖

4
基于北斗的弱势群体定位与救援系

统
创新应用方案 范致诚、沈颖、唐彬 江苏省滨海中学 范贵龙、彭卫东 省级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单位 指导教师 推荐奖项

1 基于北斗系统的搜救无人机 北斗应用创新 何海燕、庞岚、陈红磊 哈尔滨师范大学 范继祥 省级一等奖

2
基于北斗定位的散养黑猪智能监测

装置
北斗应用创新 王馨慧、廖迎鹏、王金格、智文卓 东北农业大学 刘冬梅 省级二等奖

3 基于北斗系统的仿生鱼 北斗应用创新 陈红磊、庞岚、何海燕 哈尔滨师范大学 史国良 省级三等奖

4 智能搜救机械乌龟 北斗应用创新 赵靖先、庞岚、玄开 哈尔滨师范大学 范继祥 省级三等奖

5 基于北斗系统的垂直轴水轮机 北斗应用创新 庞岚、姚奕明、余冰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史国良 省级三等奖

序号 作品中文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姓名 获奖奖项

1
基于北斗系统的无人海岛信息采集

和安防方案设计
创新应用方案 孟祥嵩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孙宇 省级一等奖

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精准农业中的

应用分析
科技论文 纪宏远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
第一中学

沈红星 省级一等奖

3 气象环保监测车的设计与制作 北斗应用创新 王博、 曹楚越、袁缘、马小萱 大庆市第二中学 孔德刚 省级一等奖

4 北斗导航在生活中的应用 科技论文 李欣博 大庆市第二中学 司凤萍 省级二等奖

5 北斗卫星自动导航在农业上的应用 科技论文 孙钰博、王储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

第一中学
沈红星 省级二等奖

6 北斗导航的应用 科技论文 任俊 大庆市第二中学 司凤萍 省级二等奖

7
基于北斗导航的陆空两栖农药喷洒

飞行器的设计
北斗应用创新 常沅旭、 薛钦元、王伟宁、魏  赫 大庆市第二中学 段雅卿 省级二等奖

8
基于北斗导航数据应用的单侧拥堵
路段智能快速疏导系统的构建

创新应用方案 于佳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关世彪 省级三等奖

9 空中花园华翔纸飞机 科技论文 杨馨卉 大庆市第二中学 司凤萍 省级三等奖

10 北斗导航在军事中的应用 科技论文 巩硕 大庆市第二中学 司凤萍 省级三等奖

11 北斗导航的应用 科技论文 许磊 大庆市第二中学 司凤萍 省级三等奖

12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消防中的应用 科技论文 陶然、孙李、任俊、杨馨卉 大庆市第二中学 司凤萍 省级三等奖

13 基于北斗导航的水电动力救援车 北斗应用创新 刁鸾慧、郭桓宇、郭超群、贾俊磊 大庆铁人中学 吴德双 省级三等奖

序号 作品中文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姓名 获奖奖项

1
基于北斗系统下的集成化智能语音

包装的货物运输
创新应用方案 王庆冉、张超逸、徐嘉琪、孙倩斐 长春理工大学 米晓云 省级一等奖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江苏省）赛区（中学）组获奖名单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吉林省）赛区获奖名单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黑龙江省）赛区（大学）组获奖名单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黑龙江省）赛区（中学组）获奖名单



2 基于北斗系统的荒漠化监测与预控 创新应用方案 高炜洵、向明君、谭家宝、王鹏 吉林大学 呼烨 省级一等奖

3 电子栅栏技术之全自动泊车 创新应用方案 王宜杰 吉林大学 省级一等奖

4 基于北斗的百变魔鞋 创新应用方案 尹家豪、林仁达、范旭、冯嘉路 长春工程学院 吴波 省级一等奖

5
基于北斗系统的自动登楼无人配送

小车
科技论文 尚子轩、阴子昊、陈亮亮、刘文浩 北华大学 李洪洲、卢杰 省级一等奖

6
“北斗小卫士”—基于北斗导航定
位的智能安全监测平台的设计与实

现
科技论文 宋柳依、朱镜达、王矿智 吉林大学 黄国勇 省级一等奖

7 乐途智能导航系统 其他 刘孟卓、魏云蔓 大连民族大学 何加亮 省级一等奖

8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地震搜救机器

人Vansbot
其他 崔远哲 吉林大学 朱航 省级一等奖

9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牲畜追踪器 其他 孙訢淼、田婷、徐子飞、王菩宁 东北电力大学 杨修宇、姜铁骝 省级一等奖

10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机智

能管控平台
科技论文 王艺蒙、王诣 东北师大附中净月实验学校 王峙皓 省级一等奖

11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农业灌溉 其他 刘婉夷、刘天翼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邓广超、张晶 省级一等奖

12
基于CNSS动态规划的智能出行管理

系统的设计
科技论文 李子秋、王志豪、宋桂阳 北华大学 甘新基 省级一等奖

13
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直升机航空物

探导航系统设计
创新应用方案  魏一鸣 吉林大学 于生宝、王世隆 省级一等奖

14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出国旅行一键

呼救装置设计
创新应用方案 林泽坤、梁家铭、童迎鹏、耿铭阳 吉林大学 荣诗达

省级二等奖

15
基于北斗导航的多功能室外清扫机

器人
创新应用方案 门立博、李明哲、付万彪 吉林大学 呼烨

省级二等奖

16
一种基于北斗系统的出租车混乘显

示系统
创新应用方案 杜浩博、苗耘赫 东北电力大学 杨修宇、张立栋

省级二等奖

17 小型发电的智能中控 创新应用方案 高佳琪、鲍忻悒、宋锐、王春雨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季兵飞
省级二等奖

18
基于北斗卫星癌症康复身体机能检

测系统
创新应用方案 马瑞阳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李居尚、王志勇

省级二等奖

19 北斗导航系统转塔智能立体停车库 创新应用方案 庞宏峰、薛佳琪、黄婷、李文源 长春工程学院 吴波
省级二等奖

20
基于北斗导航的氢内燃机汽车安全

保障系统
创新应用方案 张洪铭、史秋艳 吉林大学 马强

省级二等奖

21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电子警察管理

系统
科技论文 郑家文、温欣、卫金凤 通化师范学院 雪连

省级二等奖

22 基于北斗的降落伞自动开启装置 科技论文 王明远、张立业、陈声耀、程智渠 北华大学 李洪洲、卢杰
省级二等奖

23
基于北斗系统的对盲区行车轨迹的

跟踪研究
科技论文 赵添锋 吉林大学

省级二等奖

24
一种基于北斗的盲人智能定位与导

盲系统
其他 赖振龙、冉亚兵、张雨、陈超宁 吉林大学 张建海

省级二等奖

25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全向移动分拣

机器人设计
其他 姬嗣乘、张福君、卢劲骆、孙智薇 北华大学 李天旭、王洪希

省级二等奖

26
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森林防火站报

警装置设计
其他 王林锐、杨佳兴、刘晶、何以精 北华大学 李天旭、纪洪利

省级二等奖

27
基于北斗系统和车联网技术的机动

车事故紧急救援系统
其他 胥铁潇、李直旬、杨能 吉林大学 曹春玲

省级二等奖

28
基于北斗定位系统的智慧型四旋翼

无人机
科技论文 冷禹欣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罗建将

省级二等奖

29
基于北斗定位的分散式车位管理模

型
创新应用方案 蹇杭利、杜正威、李帅、单凉 东北电力大学 李江 省级三等奖

30
基于北斗多功能的全天候健康监测

系统
创新应用方案 朱超、李泽坤、刘鸿飞、赵崇博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郭锐强、刘玥 省级三等奖

31
基于北斗的家居物联网应用系统设

计
创新应用方案 刘津铭、刘佳鑫、何平、曹彦龙 吉林大学 荣诗达 省级三等奖

32
基于北斗导航的快速智能寻书系统

设计方案
创新应用方案 王兆海、徐彤、陈新华、运志峰 通化师范学院 张明旭、赵海英 省级三等奖

33
基于北斗导航的无主自行车系统设

计
创新应用方案 赵悦淇、孟雨 吉林大学 荣诗达 省级三等奖



34
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的城市深

基坑变形监测预警系统
创新应用方案 吴迪、张军、刘航 吉林大学 省级三等奖

35 便利速递 创新应用方案 伯玲 长春师范大学 王英权 省级三等奖

36
基于北斗的生命检测——杜绝人肉

买卖
创新应用方案 王轶欧、徐泽林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李居尚 省级三等奖

37
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无人机保

障及联合监管体系
创新应用方案 杨弼博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李居尚、战荫泽 省级三等奖

38 基于北斗导航的牧业自动检测系统 创新应用方案 李明、秦佳勋、倪同煊、张博文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李居尚、张立东 省级三等奖

39 基于北斗卫星的海上浮标研究 创新应用方案 张熙恒、王素雷、郭易非、许庆哲 吉林建筑大学 于建军 省级三等奖

40
基于北斗定位的牧场飞行器实时数

据采集分析与平台设计
科技论文 金卓翰、石靖彤 北华大学 白岩 省级三等奖

41
浅析基于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森林

防火系统
科技论文 罗熙媛 长春理工大学 罗亮 省级三等奖

42 基于加权算法的宿舍匹配机制 科技论文 沈飞鸿 吉林大学 郭东伟 省级三等奖

43 基于北斗的海底资源勘探设计 科技论文 杜海航、王赫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李居尚 省级三等奖

44
“北斗护心镜”—基于北斗系统的
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的弹射服药及危

险定位救援装置
其他 俞臻博、陈可新、杨立新、刘宏观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郭锐强、管红梅 省级三等奖

45 基于北斗定位的农田监测智能车 其他 杨欣慰、张秋红、江春雨、王天聪 长春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陈锋 省级三等奖

46
基于北斗导航的大学生学习监测系

统
其他 刘杰、杨淘耀、杨良正 吉林大学 省级三等奖

47 基于北斗定位的骑行导航系统 其他 张善政、臧佳欣、黄晓悦、赵伊男 长春理工大学 陈磊、刘妍妍 省级三等奖

48
基于北斗导航开发的导航辅助与停

放诱导单车骑行系统
其他 王楠、张峻伟、吉林杰 吉林大学 贾洪飞 省级三等奖

49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共享单车找寻 调查报告 刘文喆、陈至桐 长春师范大学 省级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类别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获奖奖项

1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甄庭锋、徐扬、潘泓霖、王煜 浙江省柯桥中学 王伟、王立江 省级一等奖

2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陶然、傅弘科、王文楷、罗瑞柯泠 浙江省柯桥中学 周建、俞文军 省级一等奖

3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王锐圻、孟志豪、徐泽楷、于骁乐 浙江省柯桥中学 金小燕、王萍 省级一等奖

4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祝宇杰、吴航宇、王诗涵、于乐扬 浙江省柯桥中学 周建、王菊 省级一等奖

5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喻乐阳、易懂、蒋映齐、周榆濠 浙江省柯桥中学 王萍、金小燕 省级一等奖

6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朱祥飞、洪齐璐、劳凯、滕一鸣 浙江省柯桥中学 金小燕、王萍 省级一等奖

7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金泽楠、郭丰恺、丰于杭、潘利军 浙江省柯桥中学 王萍、金小燕 省级一等奖

8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沈晓艺、高崟、王舜嵘、陈思源 绍兴市第一中学 葛方芳、苏卫军 省级一等奖

9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王雨浩、陈驷威、司马轶群、傅榕 绍兴市阳明中学 唐欢迎、章程明 省级一等奖

10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魏一鸣、李银、肖金朋、叶文杰 浙江省柯桥中学 王菊、谢飞舟 省级二等奖

11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沈烨程、吴晟伟、徐旭彬、高炜 浙江省柯桥中学 王伟、周建 省级二等奖

12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丁文卿、谢丽颖、郑小舟、马晨晓 浙江省柯桥中学 金小燕、王萍 省级三等奖

13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孙俣桁、杨嘉豪、来天祺、宋锦橙 浙江省柯桥中学 王伟、王立江 省级三等奖

14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沈翰斌、阮胤杰、高佳颖、唐滢 浙江省柯桥中学 王萍、金小燕 省级三等奖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浙江省）赛区获奖名单



15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王张敏、郑豪、金豪、车淼钦 绍兴市阳明中学 唐欢迎、章程明 省级三等奖

16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胡轶杰、郭奕佐、汪奕佑、刘远名扬

萧山区第八高级中学
杭州外国语学校

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
海亮初级中学

韩佳韦 省级三等奖

17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盛圣宇、常潇伟、吴智浩、黄文龙

绍兴市阳明中学 唐欢迎、章程明 省级三等奖

18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沈冠同、张宁宁、王军杰、唐佳豪 绍兴市阳明中学 唐欢迎、章程明 省级三等奖

19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吴炫智、魏世钊、赵宇超、葛天勤

绍兴鲁迅高级中学
绍兴市第一中学

上虞中学
绍兴市鲁迅中学

葛方芳 省级三等奖

20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王智博、徐泽雨、周可、陈志杰
浙江省柯桥中学

金小燕、王萍 省级三等奖

21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汪显乐、张文宇、张弘弢、王森豪 海亮高级中学 马俊、黄龙青 省级二等奖

22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刘茗、王昊宇、杨洲凯、余海力 海亮高级中学 马俊、黄龙青 省级三等奖

23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杨金东、郑毅欣、伏高婕、方睿楠 海亮实验中学 程超、蒋周鑫 省级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类别 作者名称 学校 获得奖项

1 基于北斗的智能垃圾清运系统 北斗应用创新 邓博文、庄上柳、林雅菁、高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省级一等奖

2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陈旭竹、张艺博、童绍俊、曹煜程 兵团二中金科实验中学 省级二等奖

3 基于北斗的智能行李箱 北斗应用创新 毛子侨、段文杰、付伟勋、钱俊睿 兵团二中金科实验中学 省级二等奖

序号 作品中文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姓名 获奖奖项

1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易玉轩、姚宇标 武汉市关山中学 夏双红 省级一等奖

2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周紫馨、曹世雷、周几何、陈文峰 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 汪涛、刘明刚  省级一等奖

3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刘啸、郭子歆、肖学遥、乔一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万新华 省级一等奖

4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陈子昂、赵昌旭、张博豪、夏凌峰 武汉市钢都中学 王亚锋、韩尚文 省级一等奖

5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戴陈磊、郑伟、张亚峰、杨仕成 海军工程大学 吴苗、何泓洋 省级一等奖

6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江夏、刘乐天、汪智康、袁致远 武汉市关山中学 夏双红 省级二等奖

7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熊梓烨、夏添、黄芷萱、何川 武汉市钢都中学 王亚锋、韩尚文 省级二等奖

8 北斗智能车 北斗智能车 毛俊棋、夏天顺、向家坤、夏晓宇 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 汪涛、郑华强  省级二等奖

序号 作品中文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姓名 获奖奖项

1
基于北斗定位的级联式LED点阵显

示屏
北斗应用创新 褚良宇 华中科技大学 褚乃强、韩尚文 省级一等奖

2 智能家居——智能垃圾桶 北斗应用创新 王饰坤、章小月、黄浩崧、刘千荻 刘启立、汪正旗 省级一等奖

序号 作品中文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姓名 获奖奖项

1 滞空时间极长的无人考察飞行器 科技论文 夏凌峰、陈子昂 武汉市钢都中学 王亚锋、韩尚文 省级一等奖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湖北省）赛区 中学组（科技论文、调查报告、创新应用方案、其他制作类）获奖作品名录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新疆省）赛区获奖名单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湖北省）赛区 （智能车）获奖作品名录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湖北省）赛区 （北斗物联网套件开发）获奖作品名录



2 基于北斗定位的井盖管理系统 科技论文 陈仲实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万新华 省级一等奖

3 北斗集水应急救援装置 其他 刘钰珂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万新华 省级一等奖

4
基于北斗导航的无人船技术海洋渔

业应用
科技论文 胡君豪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万新华 省级二等奖

5 寻找卫星定位误差 其他 谢曼、石龙舟、林雨洁 红安县太平桥镇马井中学
胡焱武

省级二等奖

6 基于北斗的长程心电图监测系统 科技论文 叶岭岚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万新华 省级二等奖

7 基于北斗的浅海洋流监测系统 科技论文 杨振宇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万新华 省级二等奖

序号 作品中文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姓名 获奖奖项

1 基于北斗的公交紧急情况自动控制
系统

其他 符达、何长安、亢子建、何星宇 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 孔令慧、李瑛 省级一等奖

2 基于GNSS的无人机禁飞区监控告警
APP软件设计与飞行测试

创新应用方案 吕宇鹏、姜锋、周佳丽、李俊 海军工程大学 李豹、王黎明 省级二等将

3 基于北斗的危化品智能仓储管理系
统

其他 彭崇杰、苏尚勇、杨文昌、朱文龙 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 秦冰、刘丽莹 省级二等将

4 基于BDS UWB融合的室内定位方案 科技论文 易浩扬、彭从安、余德荧、陈斐 海军工程大学 许微 省级三等奖

5 智能工业安管系统 创新应用方案 张浩 三峡大学 王习东 省级三等奖

6 基于北斗和千寻位置的公交车安全
系统设计

科技论文 钟雅馨、熊帅 武汉大学 郭婓 省级三等奖

第十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湖北省）赛区 大学组（科技论文、调查报告、创新应用方案、其他制作类）获奖作品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