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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7 1等奖 是 大数据  大数据实践赛 基于社交网站的高校舆情监控预警系统 河北金融学院 宋瑞 李牧元 关心慧

79114 1等奖 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辅助安全驾驶系统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刘悦 吴桐 吕卓澄

79154 1等奖 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新模式儿童AI编程教育平台 燕山大学 邢浩哲 董雅超 马传阳

76075 1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优待抚恤人员生存性核查系统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张卓 朴子跃 杜新磊

79512 1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高校迎新微服务平台 河北农业大学 刘亚航 张海泳 张文泽

79523 1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新冠病毒防控签到管理系统 河北农业大学 刘义鹏 梁振辉 张铁锋

79350 1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管理信息系统 基于人脸识别的考试点录系统 石家庄铁道大学 王加然 周成博 王贝贝

82200 1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算法设计与应用 遗传算法物流最佳配送路线生成系统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吴光雨 杨冀祥 赵海川

85073 1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Soul Music（灵韵） 河北大学 齐子佳 刘亚茹 吴杰

85077 1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绿源 河北大学 蒋若辉 陈浩

85074 1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谱通 河北大学 王静 邱爽 郭家帅

79167 1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小e帮题--集做题、智能辅导于一体的人工智能教育app 燕山大学 张志鹏 候万金

79572 1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纪录片 内修文化传承，外显雕梁画栋——中国建筑彩画 河北农业大学 朱思嘉 杨宇佳 韩煜

82010 1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数字短片 一座总督 半部清史 河北金融学院 成瑞祺 刘旭 黄啸鸣 王奕

85137 1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纪录片 秦腔不唱吼起来 河北大学 郭乃荣

85139 1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纪录片 承·粹 河北大学 刘若怡 侯嘉静 刘元贞 白怡然 王馨竹

79185 1等奖 是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游戏设计 鸟渡：密林行者 燕山大学 马宇飞 杨能 李昂 余世超 林绍望

79187 1等奖 是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专业组） 游戏设计 森之轻语 燕山大学 林靖翔 张玉成 张鑫 张月萌

79557 1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中华传统文化之皖徽派建筑文化 河北农业大学 高俊杰 郑永尚 滕欢

80304 1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中华魂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霍森彪 肖鲁豪

79191 1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环境设计（空间形象设计） 活水渔村 燕山大学 高天 罗文清

85159 1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稀缺的国粹 河北大学 郭雅琦 刘明暄

85107 1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 《江雪》微课 河北大学 李之睿 朱江

85110 1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 诗词在戏曲影视中的运用 河北大学 刘若怡

79199 1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虚拟实验平台 基于Unity3D的机制虚拟实验平台 燕山大学 王骞仟 吴冰 丁毅

82138 1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勾股定理与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保定学院 钟彦雯 贾淑琳

82127 1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少年历险记—传染病及其预防 保定学院 张静 东子雅

82126 1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一滴水的自述》 保定学院 张莹 李璇

81910 1等奖 是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智能鱼殖生态系统 保定学院 王梓懿 焦慧强 张冬晴

79354 1等奖 是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应用于城市中转站的智能垃圾分类系统 华北理工大学 黄鑫皓 孙志宇 张旭烨

80951 1等奖 是 物联网应用 数字生活 绘声绘色导盲杖 华北科技学院 李昊霖 高镜皓 刘承飞

79172 1等奖 是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数据可视化 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案的研究与实现 燕山大学 徐甘霖 肖尧 李昂

79541 1等奖 是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数据可视化 基于数据处理的可视化办公平台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 刘德胜 郑育铭

85117 2等奖 是 大数据  大数据实践赛 基于环境大数据及深度学习的空气污染预报模型的设计与实现 河北大学 赵雄雄 韩颖霄 王瑞

85115 2等奖 是 大数据  大数据实践赛 基于心血管疾病诊断数据的挖掘和可视化 河北大学 曲志杰 舒玉 胡乾

79150 2等奖 是 大数据  大数据实践赛 基于法务大数据的法律咨询机器人 燕山大学 张志鹏 王子易

79574 2等奖 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基于CNN和迁移学习的葡萄叶片病害识别系统 河北农业大学 俄绍钧 王子烨 范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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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98 2等奖 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基于伪距差分定位的撒播一体智能车 华北理工大学 崔璇 张子康 张恩凤

81055 2等奖 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导盲杖 石家庄铁道大学 王灿 杜鑫 刘京京

79155 2等奖 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面向疫情防控的人流预警机器人 燕山大学 刘珈汝 毛彦钧 张福凯

82003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河北燕赵文化资源数字博物馆 河北金融学院 葛佳丽 张贵洁 王炜彬

79130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Dora商城 河北师范大学 宋一诺 刘馨雅 张萌

79131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三顾书屋 河北师范大学 芦玉冰 邵云婷

79141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纸箱/礼品盒在线设计订购系统》 华北理工大学 曹莹 傅雨露 郭朋

79160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Bare Head-C  燕山大学 黄博 李河欢 刘科

82823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管理信息系统 基于人脸识别和GPS定位的学生考勤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华北科技学院 潘光健 杜武龙 杜江斌

83322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算法设计与应用 隧道漏缆卡具故障检测系统 石家庄铁道大学 王蕾 历浩 周植起

84166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算法设计与应用 铁轨智能检测预警系统 石家庄铁道大学 王晓英 张祎晨 郝鑫语

76074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小达出行微信小程序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罗锦程 沈思珑 韩浩帅

79516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我是升旗手爱国互动平台 河北农业大学 李云阳 赵欣 龙天宇

80950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AR翻译官 华北科技学院 张逸 黄卓

80252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轻院迎新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孙明慧 赵思贤

79159 2等奖 是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八鱼樱桃沟鲜果小程序 燕山大学 陈嘉豪 张子龙 林鹍

79174 2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动画 九歌·山鬼 燕山大学 袁玥明 赵振龙 顾宏宇 万景阳

79175 2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动画 唢呐 燕山大学 韩青 任晓辉 于杰 律彤

85131 2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纪录片 表里如一，丝丝入筘 河北大学 刘洋 马紫晗 李思 董琛 白明杰

79177 2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纪录片 剪艺传魂 燕山大学 易馨源 陈钰莹 邢艳宇

81302 2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数字短片 宁无戎事备征伐——中国战争史的传统与进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 赵梓涵 代正 牛晨龙 陈健

83227 2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动画 凿壁偷光新编 河北北方学院 胡奕宁 张菁

81410 2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动画 熟了 河北经贸大学 侯孟祎 李珂 马沛珑

85138 2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纪录片 指尖上的传承 河北大学 尹译晗 魏少龙 王艺霖 刘一辰 周梦

81400 2等奖 是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数字短片 《昭君出塞》 河北经贸大学 刘俊然 时文莉 王雯雯

81998 2等奖 是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交互媒体设计 林深不见翎 河北金融学院 周亚楠 吴潭 李孟姣 刘怡晴 王雪纯

80954 2等奖 是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交互媒体设计 鹰迹 华北科技学院 胥佳艳 周萍萍

79111 2等奖 是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 VR林间自在啼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胡婷婷 关旗龙 蔡正年 徐莞舒

82149 2等奖 是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专业组） 交互媒体设计 寻觅小鸟的足迹 保定学院 孙皓文 孟宪超 谭玉莲

85125 2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环境设计（空间形象设计） 消失的古村落 河北大学 舒玉 曲志杰 陈佳璐

80165 2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中华神韵”剪纸刺绣海报设计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张海连 王晓雨 李亚彤

80244 2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唯有匠心，不负光明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马文浩 张振 李泽民

80308 2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复活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石川煊 徐紫锴

79190 2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环境设计（空间形象设计） 一方诗社 燕山大学 黎姿汝 刘欣雨 达代兴一

79196 2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环境设计（空间形象设计） 期.燕 燕山大学 曹少寒 张子菡 吴玲坤

82143 2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水墨丹青 保定学院 张佳佳

85126 2等奖 是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画说戏曲 河北大学 柴丛珊 孙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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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32 2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 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 河北师范大学 许洁 姚瑞端 侯萍萍

83309 2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 《念奴娇·赤壁怀古》微课 石家庄铁道大学 白明霞 周振 李静

83031 2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 微课录制噪音预防及处理 河北师范大学 秦梦妍 张亚萌
阿丽亚·
多力坤

83484 2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 人工智能的“眼睛”——计算机视觉 华北理工大学 李晓航 申文杰 单文凤

79200 2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虚拟实验平台 数字滤波器设计与应用实验平台 燕山大学 李泽萌

85101 2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佩奇垃圾分类创意小讲堂》 河北大学 任瑞肖 高雅 马红双

79533 2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益教易学 河北农业大学 范镇业 张明晗 陈然

83028 2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免疫小课堂 河北师范大学 王赛楠 李雪媚
阿依努
尔.努尔
麦麦提

79201 2等奖 是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分数的初步认识 燕山大学 孙正灿 李壮壮 周世琪

80174 2等奖 是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智能物料搬运系统 华北理工大学 胥子璇 邹培岩 李晓航

81908 2等奖 是 物联网应用 数字生活 智能“天眼”称重助手 保定学院 李双俊 闫嘉阔 杨心茹

79283 2等奖 是 物联网应用 数字生活 基于人脸识别的智能门禁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华北科技学院 李蕊

81045 2等奖 是 物联网应用 数字生活 公共卫生间智能节水装置 石家庄铁道大学 郭文治 徐武 高欣跃

79157 2等奖 是 物联网应用 数字生活 基于多模态安全认证的无钥智能门锁设计 燕山大学 王济瑞 张野效桐

85124 2等奖 是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数据可视化 垃圾分类的“情感手册” 河北大学 田雪灿 刘鑫雅 王家红

80431 2等奖 是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数据可视化 基于三维可视化软件精准快捷制作肝癌患者肿瘤可视化模型 河北医科大学 高天姿 鲁一桐

83352 2等奖 是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数据可视化 全球疫情可视化 石家庄铁道大学 高梦涛 崔星宇 司宇明

79420 2等奖 否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智视通 石家庄铁道大学 袁鹏 张利杰 赵欣卉

79156 2等奖 否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基于面部表情特征的疲劳驾驶预警 燕山大学 赫雅茹

85070 2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大学通—基于神经网络的新型高考志愿填报系统 河北大学 钱翔宇 柴文越 伍奇

85069 2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乐享会议—基于Java SMM框架的高校会议室预约系统 河北大学 杨艳春 刘思彤 史亚庆

79158 2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汉字先生 燕山大学 黄苑洲 李睿拓 李安逸

79161 2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CAD图纸转图签名程序 燕山大学 齐腾达 李玉杰 杨子豪

79164 2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管理信息系统 功能性视频文件压缩及音频文字管理系统 燕山大学 梁涛 刘耀鹏 王泽锋

85075 2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聚焦电子束系统虚拟仿真实验 河北大学 杨子毅 夏晓露 安琨

85076 2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绣儿 河北大学 杨桐 王登辉

83311 2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IPET-爱宠之家 石家庄铁道大学 周龙海 王育鹏 王厚林

79166 2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舒窈体态——基于人体关键点识别的体态检测与矫正APP 燕山大学 张熙瑞 刘纪譞 田欣

82004 2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动画 京剧脸谱的锦绣传说 河北金融学院 王楠 王伊琳 刘馨玥 王聪文 张世金

85142 2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动画 《皮影·战役》 河北大学 王子怡 岳霄 李佳 刘鑫 马嘉骏

81419 2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新媒体漫画 《遗美》 河北经贸大学 李钧芳 孙小雨

80302 2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国粹经典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张贺凯 杜浩然 郝继洋

79197 2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环境设计（空间形象设计） 新华书店设计——喧嚣城市里的一片宁静 燕山大学 王妍艺 高靖俞 房世伟

79194 2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环境设计（空间形象设计） 竹语涧 燕山大学 刘雨凝 李亚男 王婧

85108 2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 《渔家傲 秋思》唐诗宋词微课 河北大学 乔雅靖 郝乃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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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81 2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 布尔代数与布尔逻辑 河北大学 杨莹雪 景钊远 张一星

82134 2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光的反射那点儿事 保定学院 钱嘉琦 王奥婷

82128 2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变色龙的伪装技术 保定学院 刘博文 陆海洁 杨鸿光

85093 2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巧助图图识年历 河北大学 陶缘 庞天姣 李思

85097 2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细胞为何由一变成双——有丝分裂的小秘密 河北大学 姚嘉硕 刘晋卓 李逸凡

85089 2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分蛋糕中的奥秘——认识反比例关系 河北大学 闫格 刘蔚 陈红

81909 2等奖 否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无人餐厅智能送餐系统 保定学院 黄越洋 韩雪雯 曹康瀚

81336 2等奖 否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动态信息影像（MG动画） 基于城市防御的无人机组网“蜂窝”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 赵梓涵 陈健 代正

85118 3等奖 否 大数据  大数据实践赛 基于Prophet的股票预测模型 河北大学 张竞丹 孟烨 孟璇

83983 3等奖 否 大数据  大数据实践赛 心脏病数据分析预测系统设计与开发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杨昊霖 陈煦 许艺

79152 3等奖 否 大数据  大数据实践赛 基于机器学习的房颤预测模型 燕山大学 唐涛 乔翱 胡中文

85119 3等奖 否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伴考—考勤考试一体化无接触式智能门禁系统 河北大学 武跃航 霍丙南 梁晨

82191 3等奖 否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安全帽智能检测系统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刘琪 王辰辰 魏振杰

80484 3等奖 否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肺部CT图像感兴趣区提取 河北医科大学 高天姿 鲁一桐

83312 3等奖 否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智能寻迹避障小车 石家庄铁道大学 田家硕 孙玄烨 马朝旭

83510 3等奖 否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实践赛 基于yolo的铁轨裂缝检测系统 石家庄铁道大学 李海红 安静钰 杜文龙

82151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穷开心”保定旅游网 保定学院 曹微娜

85071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Bling英语网 河北大学 胡乾 曲志杰 舒玉

81478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基于互联网大潮下关于农民工的劳需对接系统 河北经贸大学 杨爱冉 张玉芳

79517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惠农网——农业分享社区 河北农业大学 韩阳 李亚玲 崔驭

82349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猫狗日记 河北师范大学 付迪 陈龙飞

80246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教师工作量统计系统设计与实现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王梓皓 陈佳柔 霍凯楠

80303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若轻，大学生专业知识在线学习平台设计与实现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王文博 段胜辉

80260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开放式网络教学系统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魏彪 薛耀轩

81066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流动的疫情大屏可视化分析 石家庄铁道大学 高欣跃 徐武 郭文治

83528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Web应用与开发 大学生创新创业辅助管理平台 石家庄铁道大学 崔放 王亚杰 翟晗磊

82385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管理信息系统 设备溯源管理系统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陈浩 高博涛 孙越新

79520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管理信息系统 小区疫情防控管理系统 河北农业大学 郑永尚 杨艳蕾 董雨航

79165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管理信息系统 EHealth康养平台 燕山大学 黄嘉欢 唐涛 田华

82872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算法设计与应用 图像检索应用软件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赵雪亮 高维星 郭松浩

79525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算法设计与应用 智慧牧场 河北农业大学 李欣 张真真 吴敬磊

81383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算法设计与应用 基于LSTM算法和脑电波数据的树莓派深度学习作曲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 郑育铭 刘德胜

85079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好学 河北大学 张鹏飞 孟凡豪

79492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天天向上”微信小程序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薛雨 吕瑞强 王志宽

79491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爱心互助”校园寻物微信小程序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曾祥朔 刘高尚 席天斌

79494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校园健康通”微信小程序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张梦雪 李晓壮 沈子昂

79139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皮影艺术app 华北理工大学 郑慧波 陈沛冉 杨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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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37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茶叶科普APP 华北理工大学 樊绍杰 高展鹏 朱明佳

79138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每日非遗app 华北理工大学 高露 齐凯娜 王雅轩

82459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垃圾拯救侠 华北理工大学 樊泽宇 王旭阳

83299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理了么——理发预约APP 石家庄铁道大学 李玉超 张旺 张忠坤

79171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百学网课APP 燕山大学 范晓丽 严博远 李雪婷

79169 3等奖 否 软件应用与开发 移动应用开发(非游戏类) 基因助手 燕山大学 张晶晶 张智辉 马国良

82031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纪录片 四方人传一腔戏 保定学院 王丹青 马亚丽

82033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纪录片 小篓中的散文诗 保定学院 何万航

82028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纪录片 非遗传承 易水古砚 保定学院 赵莹 史英炜

82032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纪录片 那段红色回忆 保定学院 肖硕 李姝敏 徐璐

79573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纪录片 走进魏徵故里 河北农业大学 梁菁菁 刘增浩 郑雅琪 王柏权 高盼

79178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纪录片 燕赵古塔—普彤塔 燕山大学 赵雪松 齐国荣 宋嘉乐

79180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 数字短片 光影里的传承 燕山大学 沈磊超 于长健 乔爽 牛晓健 徐宏亮

85141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动画 巧说国粹——京剧脸谱 河北大学 刘雨荻 王乙惠 赵根蓉 狄锦怡 朱薪羽

81407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动画 《掩耳盗铃》 河北经贸大学 赵乙卜 李阔

85134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数字短片 《中国人的“疫”生》 河北大学 王尚 曹雅琪 李嘉仪 吴紫鑫 张奎亮

85133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数字短片 我们的文字 河北大学 孙泽曦 王蕊 扈博今 贾源瀛 蔡雨桥

85143 3等奖 否 数媒动漫与微电影（专业组） 新媒体漫画 万象鼓楼 河北大学 刘伟航 魏子璇

82009 3等奖 否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交互媒体设计 春回鸟儿归——渡渡鸟归来 河北金融学院 吕学谦 田嘉禾 马境

79182 3等奖 否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交互媒体设计 幻想森林 燕山大学 王新宇 韩代玉 任炯辉

82005 3等奖 否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 人与鸟类 河北金融学院 王小娇 段爽 位紫倩 苏瑶

79183 3等奖 否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 游戏设计 荒岛30天 燕山大学 王骞仟 吴冰 郭淙菲 刘少瑾 郭逸婕

79188 3等奖 否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专业组） 游戏设计 风起 燕山大学 于添阔 胡文景 张妍 史印通 陈嘉琛

81913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匠心国魂 保定学院 杜维钢 王禹丹 王振凯

82145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楼，重房也；阁，楼也 保定学院 董志伟 郭世琛 姚蕊鑫

81013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旗韵东方 河北医科大学 孟令伟 贾孟超

81282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皮影“疫”术 河北医科大学 宋馨雅 李延硕

80262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布匹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宋华健

80289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十二生肖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顾建祥 魏岩瑞

79189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环境设计（空间形象设计） 董家口长城保护工作站设计 燕山大学 王艺烨 郭以涵 郭鑫月

79195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环境设计（空间形象设计） 古城.平遥印记 燕山大学 黄依诺 琚雅云 刘家兴

79198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环境设计（空间形象设计） 原野.紫云阁茶舍 燕山大学 赵学楠 欧玉婷 马晓阳

79193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环境设计（空间形象设计） 湘意民族文化咖啡馆 燕山大学 徐桂芹 孙梦阳 田雨琨

82034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衣锦九州风华录 河北北方学院 郭爱红 顾洋 曲娜

85128 3等奖 否 数媒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元素（专业组） 平面设计（静态设计） 《民族印象-伞之韵》 河北大学 李佳 史晓哲 孙小庆

82125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 游子吟 保定学院 周雪晶 董湘楠 雷华冰

82137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汉语言文学（唐诗宋词） 登高 保定学院 李子瑶 张兴阳 王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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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22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 信息知多少 保定学院 段鑫鑫

83030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 Scratch教学——聊天机器人 河北师范大学 钱玉 魏良潇

82462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 计算机网络及信息传输 华北理工大学 张雨珊

82461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 JAVA面向对象编程基础概念 华北理工大学 李思璇

80511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虚拟实验平台 医学图像运动伪影校正虚拟仿真实验 河北医科大学 刘可心 李媛媛 王浩

82135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塑料制品引发的问题 保定学院 赵阳 张召阳 武德谊

82129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资源保护与环境危机 保定学院 芦惠 李红帅 吕丽霞

85082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图形的运动》 河北大学 刘琳 彭浩超

85104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从认识和保护我们的小秘密开始 河北大学 陶然乐 李天洋

85084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认识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河北大学 甄馨妍 卢晓玲

85086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高中电场直通车 河北大学 李思璞 李丹妮 张骞

85099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蝙蝠的自述 河北大学 杨思永

85102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三条线段的艺术 河北大学 梁天琪 苏惠卿

81994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野味“有毒” 河北金融学院 王美璇 宗伟华 朱晓昀

83071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鸡兔同笼小课堂 河北师范大学 付玉娜 高展 张楠

83039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病毒增殖五部曲 河北师范大学 赵路瑶 孙思梦 韩涵

79202 3等奖 否 微课与教学辅助类 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 用字母表示数字 燕山大学 石殿鹏 孙湃 雷子琦

81912 3等奖 否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新一代颜料搅拌盒——一种基于智能物联网的黑科技 保定学院 卢世友 程伟龙 王帅飞

81911 3等奖 否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花卉培育管理精灵 保定学院 张博 郑新港 蔡翱

85113 3等奖 否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基于Ardunio的物联网空气检测循迹车 河北大学 马明静 兰景乐 刘晋卓

83108 3等奖 否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鸡不可失—基于智能算法的鸡舍有害气体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河北农业大学 柴博洋 于浩 赵辰宇

82839 3等奖 否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教室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华北科技学院 方敏晰 陈子言 刘思含

79575 3等奖 否 物联网应用 行业应用 物联网实验教学设计与实现 华北科技学院 高健

81463 3等奖 否 物联网应用 数字生活 stm32f103驱动oled屏播放视频 河北经贸大学 柴世柱 张鹏彦

82822 3等奖 否 物联网应用 数字生活 小区门禁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华北科技学院 高铭奇 陈瑾 李冬华

80164 3等奖 否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动态信息影像（MG动画） “走进西藏”MG动画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高天宇 张欣欣 陈佳慧

81424 3等奖 否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数据可视化 2019-ncov web 交互数据可视化 河北经贸大学 林兆祥

79545 3等奖 否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数据可视化 小猎——入职白皮书 河北农业大学 孟祥龙 张震坤 崔美琪

81286 3等奖 否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数据可视化 城市急救管理和疫情数据分析 华北科技学院 贾琦 秦源泽 王浩铭

83038 3等奖 否 信息可视化设计类 信息图形设计 皮皮一家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护 河北师范大学 李荣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