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北京体育大学计算机设计大赛校赛拟推荐名单

编号 作品名称 参赛类别 负责人 学院 学号 指导老师

1
基于高级决策树模型的同类型电影竞争下电影评分

对票房的影响分析
大数据应用 高嘉彤 中国足球运动学院 2019010905 马越

2 “音”味汉字的岁月长河 计算机音乐创作（普通组） 梅一樊 体育工程学院 2021011845 苏新华

3 万卷遗风录 计算机音乐创作（普通组） 邱笑雯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011457 贾桠钊

4 复生一梦 计算机音乐创作（普通组） 王丹婷 管理学院 2019010741 刘正

5 “易化水”——主题计算机音乐设计 计算机音乐创作（普通组） 高源 体育工程学院 2020011063 无

6 雪泥鸿爪 计算机音乐创作（普通组） 王嘉卓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568 张凌霄

7 《笔墨成人》 计算机音乐创作（普通组） 许蕾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441 陆虹

8 MK影武联盟 软件应用与开发 王惠栋 体育工程学院 2019012623 宗寿鑫

9 IcyPort雪村 软件应用与开发 马砚文 体育工程学院 2021011803 沈媛媛

10 Explorer——体育旅游一体化移动端 软件应用与开发 朱子孟 体育工程学院 2020011061 安静

11 基于React足球比赛可视化组件库 软件应用与开发 刘沛灵 体育工程学院 1814027 宗寿鑫

12 “奇妙女书”双语线上展馆 软件应用与开发 郑欣仪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565 刘正

13
美丽苗家，智慧旅游——“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景区

”官方小程序
软件应用与开发 唐喜莎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572 刘正

14 微冰雪—冰雪运动科普向兴趣社区APP 软件应用与开发 刁瑀蒙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88 张凌霄

15 “汉字之谜”——猜字小游戏 软件应用与开发 王哲 体育工程学院 2020010150 宗寿鑫

16 爨 数媒动漫与短片（普通组） 王榕 体育商学院 2020011137 刘正

17 古义新说——传统汉字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数媒动漫与短片（普通组） 周光远 体育商学院 2020011213 滕晓键

18 方寸起叠——遇见雕版印刷 数媒动漫与短片（普通组） 金大为 体育工程学院 2020011054 景虹梅



19 文化缩影——汉字 数媒动漫与短片（普通组） 李家贤 体育商学院 2019010584 李玉明

20 孝——益 数媒动漫与短片（普通组） 于冬梅 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020012045 曹宇

21 珠玑 数媒动漫与短片（普通组） 李茜 人文学院 2021012079 乔东鑫

22 《窗外》 数媒动漫与短片（普通组） 孙艺轩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010810 武体江

23 文韵华夏浪漫中国 数媒动漫与短片（普通组） 王奕欣 国际体育组织学院 2020010242 李安琪

24 从衣食住行方面展现汉字演变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 数媒动漫与短片（普通组） 郑宇非 体育商学院 2021011608 李雅雅

25 此心安处是吾乡 数媒动漫与短片专业组 米琪 国际体育组织学院 2021012751 吴垠

26 端砚奇谈 数媒动漫与短片专业组 黄敏琦 体育工程学院 2020011065 亓鹏

27 汉字奇旅——LatinizeorNot 数媒动漫与短片专业组 胡季洁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617 刘湜

28 《“吃瓜人”奇妙游》 数媒动漫与短片专业组 陈易灵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49 梁骏

29 “柳”看 数媒动漫与短片专业组 黄舒晴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93 刘正

30 《乔先生建桥记》 数媒动漫与短片专业组 张潍赟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586 吴垠

31 食知闽味，字晓汉语 数媒动漫与短片专业组 麻旭鸿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559 吴垠

32 字魂·传承 数媒动漫与短片专业组 李昱慧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44 胡岑岑

33 一方之言：闽 数媒动漫与短片专业组 余思洁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1010881 徐明明

34 体育蕴甲骨，汉字传中华 数媒静态设计（普通组） 庞树林 人文学院 2019012033
项英、程

红

35 《字韵——汉语言文化主题海报招贴设计》 数媒静态设计（普通组） 王榕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20011945 侯筱

36 墨韵千古，情系九州 数媒静态设计（普通组） 杜欣蔚 体育商学院 2021011765 李雅雅

37 汉字藏于四季花 数媒静态设计（普通组） 周一璇 体育商学院 2019010568 安静

38 “华”字的演变 数媒静态设计（普通组） 邓开扬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19011353 安静

39 用于手部肌肉被动的可穿戴设备 数媒静态设计（普通组） 贾苑遠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20011925 曹宇

40 《和合能谐，方生未来》 数媒静态设计（普通组） 任静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626 梁骏



41 平面设计——“和”韵 数媒静态设计（普通组） 陈紫萱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603 胡岑岑

42 《天净沙·秋思》 数媒静态设计（普通组） 周佳璇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010805 王殿玺

43 厚积·生长 数媒静态设计专业组 刘逸轩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632 徐明明

44 《“传奇汉字·似月女书“国风扇面设计》 数媒静态设计专业组 黄怡静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448 刘正

45 以“甜”观中国——围绕汉字“甜”设计的海报 数媒静态设计专业组 周远婷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73 曹宇

46 中华传统汉字图鉴 数媒静态设计专业组 幸梓骏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34 胡岑岑

47 姓名福袋——命中国之名AwesomeChineseName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普通组） 韩梓奡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418 刘贺娟

48 科举传奇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普通组） 吴昀霏 管理学院 2019010728 曹宇

49 造字模拟器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普通组） 金祉岑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55 张瑞桓

50 汉字奇妙游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专业组 段家玉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551 刘正

51 落字生根语万物 数媒游戏与交互设计专业组 李润多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68 庞明慧

52 定风波微课赏析——在乐观中追寻生命韧性 微课与教学辅助 周一璇 体育商学院 2019010568 曹宇

53 声音的特性 微课与教学辅助 张佳昕 教育学院 2020010320 曹宇

54 知行学堂——泡菜变身三部曲 微课与教学辅助 刘珮琪 体育商学院 2019010508 曹宇

55 《行路难·其一》微课 微课与教学辅助 王柯懿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21011354 曹宇

56
跨越时空的对话——《从军行七首·其四》的永恒

价值
微课与教学辅助 陈玥 体育商学院 2019010526 王娜

57 立泰山之巅，品汉语魅力——《望岳》 微课与教学辅助 张琼玉 管理学院 2019010757 曹宇

58 花开时节与谁来——宋词中的花与节 微课与教学辅助 魏雨乐 体育商学院 2019010561 黄二宁

59 “墩”是如何形成的 微课与教学辅助 吴帆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19011402 许春艳

60 运用AdobeAudition和FLstudio提取音乐伴奏 微课与教学辅助 白一民 体育工程学院 2021011886 沈媛媛

61 饮之有礼酒有奇趣——《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微课与教学辅助 郭栩辰 人文学院 1802049 於来康



62 古语今说传扬四海 微课与教学辅助 张琦 国际体育组织学院 2020010229
李安琪、
李骁騉

63 赏析《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微课与教学辅助 焦欣卉 体育商学院 2021011703 李雅雅

64 《送垃圾回家》 微课与教学辅助 高嘉慧 体育商学院 2019010618 于环

65 感遇之兰的隔空遥唱 微课与教学辅助 韩昀芝 人文学院 2020010820 乔东鑫

66 体育蕴诗词，形魄载精魂 微课与教学辅助 贾子潜 人文学院 2019012041 项英

67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微课与教学辅助 芮美丽 体育商学院 2019010562 安静

68 走近月球——感受月亮的科学浪漫 微课与教学辅助 林欣 管理学院 2020010012 聂上钦

69 唐宋文人视野中的蹴鞠 微课与教学辅助 陈凯君 人文学院 2020010818 高云鹏

70 为什么你总想“半途而废”？ 微课与教学辅助 李思雨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19011397 代晓彤

71 蜀相遗风千古传 微课与教学辅助 田潇然 人文学院 2019012001 乔东鑫

72 唐宋诗歌中的立春 微课与教学辅助 李恺 人文学院 2019011998 乔东鑫

73 水的净化之路 微课与教学辅助 孟庆文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19011327 许春艳

74 《会玩捉迷藏的太阳和月亮》 微课与教学辅助 范书音 管理学院 2021013018 刘正

75 关注青少年脊柱侧弯 微课与教学辅助 王怡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19011336 李俊平

76 乳酸，你是敌是友？ 微课与教学辅助 刘韬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20011854 李骁騉

77 《冬奥会中的条形统计图》 微课与教学辅助 王晔媛 体育商学院 2019010661 王盼

78 跨越千年的对话，赴一场力与美之约 微课与教学辅助 李瑾 人文学院 2019012004 项英

79 冬奥制冰那些事儿 微课与教学辅助 张蓝方 管理学院 2019010732 刘正

80 傲雪凌霜——陆游《卜算子·咏梅》赏析 微课与教学辅助 吴王琦 管理学院 2020010096 王娜

81
“钟形”曲线背后的秘密——为什么大多数人总是

平平无奇？
微课与教学辅助 陈思杭 管理学院 2019010707 石阳君

82 《送别》-折柳寄情 微课与教学辅助 阴文慧 中国武术学院 2020012204 张婷

83 心之所向，速滑所往 微课与教学辅助 薛冰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19011333 李翰君



84 揭开核酸的神秘面纱 微课与教学辅助 赵茜琰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20011920 万祥林

85 肉包子的“消化之旅” 微课与教学辅助 李慧仪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20011906 李俊平

86 柳驻情思，忆往开来 微课与教学辅助 龚如昕 人文学院 2019012013 王辰

87 《念奴娇·赤壁怀古》 微课与教学辅助 汪卉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19011346 万祥林

88 避“痛”指南——如何科学缓解DOMS？ 微课与教学辅助 贾楠楠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19011332 吴迎

89 地球的运动 微课与教学辅助 邓开扬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19011353 安静

90
长风破浪会有时—李白《行路难（其一）》微课设

计
微课与教学辅助 薛笑天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427 郑珊珊

91 “月”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微课与教学辅助 姜文芮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622 梁骏

92 宋词《青玉案·元夕》讲解 微课与教学辅助 周远婷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73 高云鹏

93
《当苏东坡走进武侠世界，“定风波”亦能定江湖

》
微课与教学辅助 李琳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1010858 徐明明

94 深蹲动作识别与评价系统 物联网应用 郑梓余 体育工程学院 2019012631 宗寿鑫

95 便携式运动装备温湿度测量装置 物联网应用 胡海洋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19011404 万祥林

96 风雨同舟者兴：新冠疫情下的经济走向 信息可视化设计 刘天琪 体育商学院 2020011176 无

97 基于机器学习的北京地区爱彼迎可视化 信息可视化设计 刘婧雅 体育工程学院 2019012657 陶宽

98 新中国的冬奥故事——不断进步的42年 信息可视化设计 谢美妍 体育工程学院 2020011028 沈媛媛

99 《闽南方言》 信息可视化设计 朱羽葭 管理学院 2019010708 曹宇

100 《图解抗原自测》 信息可视化设计 达娇娇 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2020011861 刘正

101
针对《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的现状分析

信息可视化设计 姜知临 竞技体育学院 2019010912 曹宇

102 数说中国男足 信息可视化设计 宋博 体育工程学院 2021011834 苏新华

103
健康中国背景下养老产业与体育产业融合的数据可

视化分析
信息可视化设计 吕逢春 体育工程学院 2021011883 苏新华

104 数说冬奥—探秘冰雪，科技普及，助推经济 信息可视化设计 杨若琪 体育工程学院 2020011037 沈媛媛



105
皮囊之下——人体肌肉的组成、运动功能及康复信

息可视化
信息可视化设计 黄一川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56 张凌霄

106
体育“众”在参与——基于《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落实情况的的数据可视化分析

信息可视化设计 温馨 体育工程学院 2020011048 黄芦雷娅

107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奥运会吉祥物之美

》
信息可视化设计 阮美怡 管理学院 2019010705 刘正

108 《病毒“历险记”》 信息可视化设计 樊思雨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79 庞明慧

109 《看见疫情》 信息可视化设计 刘佳诺 体育工程学院 2020011050 郭兴伟

110 丈量碳足迹奥运新未来 信息可视化设计 王嘉卓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568 黄芦雷娅

111 补水大有讲究 信息可视化设计 包琳 中国游泳运动学院 2019011036 高捷

112 全国“碳中和”进程数据可视化 信息可视化设计 周天怡 体育工程学院 2020011073 无

113 数说体育——宋词中的体育发展 信息可视化设计 廖一佳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447 梁骏

114 《当代青年睡眠质量图鉴》 信息可视化设计 史槟越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011531 周财亮

115 全民参与，共享健康——全民健身计划的砥砺之路 信息可视化设计 唐喜莎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012572 刘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