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赛参赛名单

学院（盖章）： 院长：

序号 竞赛名称 作品题目 队伍名称
队长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指导教
师

奖项 晋级省赛

姓名 学号 专业 姓名 学号 专业 姓名 学号 专业 姓名 学号 专业

1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沈阳大学学生就
业服务网

创世纪 张伟 F1756109 自动化 刘伟悦 F1883102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张淳 F1858306 通信工程 杨怡
M183412

0
汉语言文

学
邵一川 一等奖 无

2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仿真服装试衣平
台

VR-show time 栾鑫 F1858210 通信工程 赵丽 F1859122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杨恕源 F1858208 通信工程 杨青山 F185821
3

通信工程 冯莉 二等奖 无

3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一体化指纹门锁 Phoenix 赵接龙 F1857137 电子信息工
程

杨丹 F1858218 通信工程 李婧羽 F1858304 通信工程 温栗梅 F185833
2

通信工程 邵 一川 二等奖 无

4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频拼”校园二
手交易平台

目登工作室 孙昱 F1758102 通信工程 钟林 G1743106 生物技术 李佳怡 F1858209 通信工程 黎黎 三等奖 无

5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能教育在线APP 沈阳大学智能
MASTER团队

申子安 F1854201 交通运输 李世希 F1858129 通信工程 王瑞迪 F1854116 交通运输 李红英 F185412
9

交通运输 杨光英 三等奖 无

6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反应力小游戏  大梦想家 陈立媛 F1858103 通信工程 潘佳慧 F1858106 通信工程 董亮 三等奖 无

7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吃啥 吃货不是盖的 丁雪 F1858328 通信工程 李思洁 F1858308 通信工程 扶爽 F1858331 通信工程 殷佳慧 F185830
3

通信工程 李琳 优秀奖 无

8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释放情绪小游戏 梦想起航 练晓雪 F1858133 通信工程 李军 F1858233 通信工程 赵懿 F1858315 通信工程 崔立民 优秀奖 无

9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成绩管理系统 三英队 李虫杞 F1854122 交通运输 宫池 F1854122 交通运输 郑杰 J1803127 财政学 肖倩 优秀奖 无

10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创意闹钟 六点de校园 王继璇   F1754227 交通运输 魏子杰 F1754129 交通运输 姜宇辉 F1754225 交通运输 金峰 优秀奖 无

11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选课宝 we are family 马雨薇 F1858215 通信工程 林阳 S1711213 小学教育 唐雨鑫 F1858114 通信工程 马紫鹏 C186332
7

土木工程 涂斌斌 优秀奖 无

12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寝室管理系统 黔城似锦 周隆鑫 A1850224 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

钱育旺 D1744111 环境工程 胡正浩 F1756110 自动化 孟丽

13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车间监测APP 学校猫咪不洗
澡

刘虹秀 F1756229 自动化 陈艳 F1756208 自动化 韩翘楚 F1756224 自动化 张博

14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科技化垃圾分类 返璞归真 吴学玉 F1754206 交通运输 刘美岩   F1859110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杨娇跃 M1838118 历史学 邵 一川

15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环保科技 i do 毕淇淇 F1858307 18通信三班 李佳宁 F1858314 18通信三班 方美琦 F1858320 18通信三
班

张欣

16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计算机软件设计 冲呀 高淑红 F1854103 交通运输 王莹 F1854128 交通运输 李焕枝 F1854119 交通运输 赵靓靓 F185410
3

交通运输 王妍

17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圆梦之园 大连之夜 李誉诚 F1756127 自动化 李择宁 F1756126 自动化 何东洋 F1756128 自动化 董亮

18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梦想星空 梦之队 赖鑫朋 F1854123 交通运输 李江明 F1854228 交通运输 吴金灿 D1844123 环境工程 王妍

19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奇妙经历 农夫山泉队 王莹 F1854120 交通运输 张欣宇 F1854218 交通运输 于惠也 F1854209 交通运输 肖倩

20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乐学驿站 524 李俊炎 F1756119 乐学驿站 尹立文 F1756116 乐学驿站 冯勇 F1756122 乐学驿站 董亮

21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计算机软件设计 507队 陈思睿 F1854101 交通运输 陈强 F1854204 交通运输 魏灵龙 F1854222 交通运输 董亮

22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闪电帮 F4 邹佳鹏 F184112 交通运输 齐志杰 F1854126 交通运输 林志豪 F1854124 交通运输 施煜 F185413
0

交通运输 潘峰

23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络楠枫 三只松鼠 李双越 F1854111 交通运输 刘文 F1854105 交通运输 杨雨函 F1854110 交通运输 汪楠

24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idol APP WYB 张响响 F1854125 交通运输 崔晓雨 F1854107 交通运输 姜茹伊 F1854109 交通运输 肖倩

25
2019年沈阳大学国际软件园杯软件设计大

赛
齿轮兼职 全员狼人 靳佐龙 F1756104 自动化 吕潇博 F1756105 自动化 潘嵩 F1756108 自动化 董亮

说明：1.请将所有参赛报名同学信息填报上交； 2.作品题目、队伍名称没有可不用填写；3.个人赛请将学生信息填写到队长信息中；4. 如果队员超出人数，可自行加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