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城市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奖项 

1 邹丰光 谭瑞霖 常州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袁菊明 2020 江苏大赛 邹丰光 谭瑞霖 奇思妙想智能屋 一等奖 

2 朱砚秋 顾丞铭 常州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张芳菲 2020 江苏大赛 朱砚秋 顾丞铭 科技智能社区 一等奖 

3 陈思清 荀梓恒 常州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张芳菲 2020 江苏大赛 陈思清 荀梓恒 智能家居设计 一等奖 

4 曹卓琰 吴伟栋 常州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张芳菲 2020 江苏大赛 曹卓琰 吴伟栋 森林灭火器 一等奖 

5 马晓霖 王有奥 常州 常州市延陵小学 孙玉慧 2020 江苏大赛+马晓霖+王有奥+多功能护眼课桌椅 一等奖 

6 凌晨潇 冯文瑞 南京 鼓楼区天正小学 冯凯 基于 Arduino 的儿童智能安全头盔 一等奖 

7 赵子辰 招博航 南京 汉口路小学 陈静 汉口路小学 赵子辰 招博航 《未来喷泉》 一等奖 



8 黄奕豪 彭沁妍 南京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孟春宇 博物馆智能小精灵 一等奖 

9 殷子童 吕睿颉 南京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孟春宇 《电梯物联网自动消毒平台》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一等奖 

10 朱昱宁 戴一丁 南京 南京市中电颐和家园小学 纪冬梅 “跃动”的火把节 一等奖 

11 薛童心 夏鑫悦 南通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

验小学 
徐达 2020 江苏大赛薛童心、夏鑫悦多功能爱心马甲 一等奖 

12 周扬程 施萌淇 南通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

验小学 
徐达 矿井智能安全帽 一等奖 

13 高淇薁 祖文皓 苏州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

校 
王骏逸 自动浇花机 一等奖 

14 柳思源 肖瑶 苏州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

小学校 
钱建萍 二十四节气——人文艺术类 一等奖 

15 胡宇阳 陈梓睿 无锡 江阴市青阳实验小学 黄强 人工智能川剧变脸 一等奖 

16 刘许曦 倪铭泽 扬州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

中心小学 
王守武 超声波楼层选择器 一等奖 

17 李启轩 常州 奔牛实验小学 华怡 智能公交车站 二等奖 

18 陆于飞 宋姿亿 常州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张芳菲 2020 江苏大赛 陆于飞 宋姿亿 军舰 二等奖 

19 韩孟泽 龚梓鸣 常州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翠竹

校区 
张芳菲 2020 江苏大赛 韩孟泽 龚梓鸣 智能足球场 二等奖 

20 蒋雨森 陈烁楠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吴苏媛 2020 江苏大赛——蒋雨森，陈烁楠：蔬菜大棚 二等奖 



21 丁宁 朱彦心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吴苏媛 2020 江苏大赛——丁宁，朱彦心：智能仓库 二等奖 

22 顾顺杰 赵鸣霄 常州 常州市三井实验小学 赵奕 2020 江苏大赛 顾顺杰 赵鸣霄 智能隔离病房 二等奖 

23 范逸萱 陈恺威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第二实

验小学 
王遇顺 基于 Arduino 的自动吸粉笔灰的黑板擦 二等奖 

24 褚天霖 徐垒蕾 常州 常州市新桥实验小学 丁丽萍 2020 江苏大赛 褚天霖 徐垒蕾 智能运输船 二等奖 

25 严浩文  南京 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 卢山 电瓶车自动感应雨罩 二等奖 

26 连乐杨 陈子涵 南京 魔变机器人创意中心 沈彭举 生态冬奥-科技冬奥 二等奖 

27 黄邦峪 徐乐桐 南京 南京市秦淮区后标营小学 傅吉麟 语音识别垃圾桶 二等奖 

28 焦诗雯 张泽仁 南京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孟春宇 远程控制自动门禁系统 二等奖 

29 高章洋 冯浩轩 南京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颜雅雯 基于 Arduino 的帅酷小狗机器人 二等奖 

30 吴相然 丁安淇 南通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

验小学 
徐达 2020 江苏大赛吴相然、丁安淇《智能走入日常》 二等奖 

31 郭皓轩 邹誉成 苏州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

学 
严青 家用感应洗手器 二等奖 

32 陆怡倩 翁铭远 苏州 吴中实验小学 周育英 智能苗圃 二等奖 

33 危婧伊 刘昕雨 无锡 微思机器人创意中心 危建华 危婧伊刘昕雨智能测温消毒系统资料 二等奖 



34 李千一 张思涌 无锡 微思机器人创意中心 危建华 李千一张思涌智能喷杀小车资料 二等奖 

35 蒋沛成 钱梓辰 无锡 无锡市少年宫 任好 LED 氛围灯 二等奖 

36 高峻泽 胡宇泽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明德小

学 
刘志强 智能分类语音控制垃圾桶 二等奖 

37 高天源 郭思娴 徐州 
徐州市第三十四中学附属

小学 
倪薇 汽车防酒后驾驶内置式检测装置（高天源 郭思娴） 二等奖 

38 吴浩森 李昊馨 徐州 徐州市科技实验小学 董志强 平衡感应智能安全头盔 二等奖 

39 吴雨萱 徐赫 盐城 射阳县小学 戴兵亚 “礼让行人” 路口提醒器 二等奖 

40 李明哲 石子轩 扬州 江都区邵伯中心小学 王守武 红外遥控洒水车 二等奖 

41 蔡子言 竺沐青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邵琪 
2020 江苏大赛——蔡子言，竺沐青：家用鱼缸自动

投食系统 
三等奖 

42 顾清凝 查非非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邵琪 2020 江苏大赛——顾清凝，查非非：智能书桌 三等奖 

43 何奕潼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别怀伟 “听得见看得到”的心跳实时监测装置 三等奖 

44 李明俊 孟令齐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邵琪 2020 江苏大赛——李明俊，孟令齐：送餐机器人 三等奖 

45 吴陈琦 吴陈珂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吴苏媛 2020 江苏大赛——吴陈琦，吴陈珂：防闯红灯器 三等奖 

46 谢佩尧 颜锦坤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吴苏媛 2020 江苏大赛——谢佩尧，颜锦坤：门禁系统 三等奖 



47 杨子涵 蔡隽雅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吴苏媛 2020 江苏大赛——杨子涵，蔡隽雅：投篮计数器 三等奖 

48 张曦之 陈瑞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吴苏媛 2020 江苏大赛——张曦之，陈瑞：智能门铃 三等奖 

49 陈栎炀 黄昱成 常州 常州市三井实验小学 赵奕 
2020 江苏大赛 陈栎炀 黄昱成 智能巴士及巴士停

靠站 
三等奖 

50 陈芊伶 于洋 常州 常州市紫云小学 顾枫 2020 江苏大赛 于洋 陈芊伶 智能公寓 三等奖 

51 祖晨曦 孔烁杰 常州 常州市紫云小学 顾枫 2020 江苏大赛 祖晨曦 孔烁杰 智能小别墅 三等奖 

52 刘愚拙 南京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 吴清玲 2020 江苏大赛+刘愚拙+停车感应器 三等奖 

53 陈啸宇 南京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小学部 梅崇凤 2020 江苏大赛+陈啸宇+智能晾衣架 三等奖 

54 尹淡然 南京 双糖小学 岳洁 简易智能银行 三等奖 

55 徐宏森、于致洋 苏州 
常熟市爱奇思 STEM 科学中

心 
沙晓月 视力小卫士 三等奖 

56 陈一诺 苏州 张家港市梁丰小学 

朱亮  

张文霞  

李盛 

自动浇花助手 三等奖 

57 吴文骁 陈慧果 无锡 微思机器人创意中心 危建华 吴文骁陈慧果智能语音风扇资料 三等奖 

58 丁俊皓 赵艺博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明德小

学 
刘志强 智能识别口罩穿戴情况设备 三等奖 



59 王子睿 盐城 江苏省射阳县小学 戴兵亚 声控智能护眼台灯 三等奖 

60 黄曼淇 盐城 盐城市射阳县小学 戴兵亚 能自动控制的节能风扇 三等奖 

61 徐何瑞 沙桐宇 常州 
常州市博爱教育集团龙锦

小学 
刘冰玉 小车进车库（徐何瑞、沙桐宇） 优秀奖 

62 徐曼可 司沁琳 常州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

集团（翰学校区） 
周弘 2020 江苏大赛 徐曼可 司沁琳 智能消毒运输车 优秀奖 

63 马楚鑫 孙诚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吴苏媛 2020 江苏大赛——马楚鑫，孙诚：智能车库 优秀奖 

64 徐潇曼 张楠 常州 常州市龙城小学 吴苏媛 2020 江苏大赛——张楠，徐潇曼——智能 ATM大赛 优秀奖 

65 陶卓熠 徐梓洋 常州 常州市三井实验小学 赵奕 2020 江苏大赛 陶卓熠 徐梓洋 智能公交 优秀奖 

66 张颖瑄 汪文昊 常州 常州市三井实验小学 居士顺 2020 江苏大赛 张颖瑄 汪文昊 智能书桌 优秀奖 

67 符睿棋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实验小

学 
华怡 智能防护马甲 优秀奖 

68 何铭峻 朱建宇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实验小

学 
丁丽萍 基于 ArduBits 的智能休息区 优秀奖 

69 张渊熙 胡顺涵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实验小

学 
丁丽萍 2020 江苏大赛 张渊熙 胡顺涵 智能服务站 优秀奖 

70 张琪涵 常州 常州市钟楼实验小学 王遇顺 基于 Arduino 的智能防洪小船农场 优秀奖 

71 周茳堰 常州 龙锦小学 刘老师 基于 Arduino 设计的无敌小霸王战车制作 优秀奖 



72 马骏朗 淮安 淮安市人民小学 
朱正林、

张海玉 
校园防疫自动喷洒消毒机器人 优秀奖 

73 徐明希 
连云

港 
江苏省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葛飞 智能家居之生活一角 优秀奖 

74 李佩哲 
连云

港 
解放路小学 葛飞 防疫之智能校门 优秀奖 

75 江建宁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

宁分校 
吴清玲 智能安全雨伞 优秀奖 

76 蒋颂涛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

宁分校 
吴清玲 创客作品二哈开超市 优秀奖 

77 李苗可 南京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分校

红太阳小学 
陈晨 温度测量仪 优秀奖 

78 张育恺 南京 南京市慧园街小学 吴海蓉 计算达人秀 优秀奖 

79 葛子骞 钱宽 南京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孟春宇 《可移动应急车道》 优秀奖 

80 李焕然 南京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 吴清玲 模拟智能花洒设计 优秀奖 

81 黄籽陆 廖希鄅 苏州 
常熟市爱奇思 STEM 科学中

心 
沙晓月 智能道闸 优秀奖 

82 张博超 张博文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邳州明德小

学 
刘志强 自动智能浇花设备 优秀奖 

83 童天瑞 刘佳鑫 镇江 
江苏大学附属小学—乐艺

想战队 
许亮 蓝牙远程遥控灯 优秀奖 

 

 



序号 姓名 城市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奖项 

1 蒋骏川 陈达熙 常州 常州市河海中学 陈时彦 洪涝淹浸警示及初步防范系统 一等奖 

2 杭鹰 曹江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

实验中学 

谢金贤 

陆钟兴 
2020 江苏大赛 杭鹰 曹江《智能公交》 一等奖 

3 薛冠辰 朱妍钰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

实验中学 

谢金贤 

陆钟兴 
2020 江苏大赛 薛冠辰 朱妍钰《汽车智能助手》 一等奖 

4 唐羽萱 顾凡玮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

人学校 
陈杰 基于 KNN识别的智能分类垃圾筒（唐羽萱、顾凡玮） 一等奖 

5 匡家昂 陈禹衡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

人学校 
陈杰 基于视觉识别的测温防聚集场馆控制系统 一等奖 

6 朱子玮 滕倍铎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

人学校 
陈杰 消毒牙刷架（朱子玮、腾倍铎） 一等奖 

7 邵裕航  瞿溢成 苏州 常熟国际学校 郁海桃 智能花房 一等奖 

8 邹庭轩 镇江 丹阳市麦溪初级中学 朱志辉 智能城市道路积水预警系统 一等奖 

9 陈嘉鸿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 杨华 非接触饮水机 二等奖 

10 白宸翰 张宇航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 徐毅 公园防疫门禁系统 二等奖 



11 方云菲 韩东苏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

宁分校 
谷晓艳 智能垃圾站 二等奖 

12 施一凡 张艺文 南通 启东折桂中学 黄鑫鑫 家用轿车应急救助座椅 二等奖 

13 王若愚 徐祯峥 苏州 苏州中学 王骏逸 智能房间 二等奖 

14 尤子天 李玥洋 无锡 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 吴童 智能蒸馏器 二等奖 

15 李季晞 王俊杰 宿迁 泗洪县第一实验学校 孟亮 智能输液看护宝 二等奖 

16 陈思政 潘柏良 宿迁 泗洪县第一实验学校 孟亮 新型智能体感安全头盔 二等奖 

17 徐梓恒 李昀声 宿迁 泗洪县第一实验学校 孟亮 自动感应智能手部消毒宝 二等奖 

18 李杰杰 孙康睿 徐州 新沂市第一中学 袁夫康 2020+江苏大赛+李杰杰+紫外线指数仪 二等奖 

19 李梓乔 徐州 徐州市新沂市第一中学 袁福营 “序时追踪者” 二等奖 

20 徐钰朗 扬州 江都区国际学校 郭力 基于 arduino 的物联网水质监测船 二等奖 

21 王自强 镇江 丹阳市麦溪初级中学 朱志辉 智能防盗背包 二等奖 

22 胡孟帆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 徐毅 智能手表 三等奖 

23 王梓全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 徐毅 消防栓智能锁 三等奖 



24 张和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 徐毅 地铁站及商场智能装置 三等奖 

25 汪朱晨 苏州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张彬彬 智能风扇 三等奖 

26 张亦初 陈驿林 苏州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第一中

学 
王骏逸 垃圾分拣器 三等奖 

27 包灵昊 徐熙来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南外国王国

际学校 
吴童 智能灭火塔 三等奖 

28 苗恩齐 徐州 新沂市第一中学 袁福营 高级衣柜 三等奖 

29 卞金淳 扬州 扬州市朱自清中学 单心怡 坐姿矫正器 三等奖 

30 孔千瑜 赖雨菲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 徐毅 智能地铁模型 优秀奖 

31 徐子恒 钱憬弘 常州 常州市新北实验中学 徐毅 低头族安全警报 优秀奖 

32 林舒扬 南京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 林凡 arduino湿度报警器 优秀奖 

33 陈思翰 南京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 谷晓艳 2020-江苏大赛-陈思翰-Arduino 智能时钟玩偶 优秀奖 

34 申文彬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刘晓玉 声速测量仪器 优秀奖 

35 周芊孜 刘奕萱 徐州 新沂市第一中学 袁夫营 “帮帮”狗 优秀奖 

36 郭蔓萁 扬州 江都区国际学校初中部 郭力 基于 arduino 的物联网水质监测船 优秀奖 



37 周泰 扬州 江都区仙城中学 郭力 基于 arduino 的 GPS电动车防盗追踪装置 优秀奖 

38 孙志航 扬州 江都区仙城中学 郭力 基于 arduino 的 GPS电动车防盗追踪装置 优秀奖 

39 邹欣哲 镇江 江苏大学附属中学 许亮 
2020江苏大赛邹欣哲防止忘记放警示牌而造成的车

祸 
优秀奖 

40 林雨轩 镇江 
江苏省丹阳市麦溪初级中

学 
朱志辉 电动车头盔提醒器 优秀奖 



序号 姓名 城市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奖项 

1 李裕 丁佳昊 常州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蔡国 
可自动净化污水与远程监测的校园微型污水处理设

备 
一等奖 

2 林宗熠 陈相钊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北郊高级中

学 

陆钟兴 

谢金贤 

蔡国 

新型农村排涝站 一等奖 

3 郭济坤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孔维鹏 基于红外感知的非接触式电梯按键设计 一等奖 

4 徐达圣 杨佳文 盐城 江苏省滨海中学 张友春 园艺土肥智能检测浇灌器 一等奖 

5 钱程 吴玥 常州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黄瑜 亲亲宝贝 二等奖 

6 赵若予 南京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赖红瑜 打不到的小黄人 二等奖 

7 李鹏宇 张禹成 徐州 新沂市第三中学 胡小飞 宿舍按时就寝系统 二等奖 

8 沈凌宇 孟国轩 盐城 江苏省滨海中学 张友春 美镜 二等奖 

9 贺晨宇 王鑫阳 盐城 江苏省滨海中学 张友春 康跑 二等奖 

10 郭一禾 韩奕然 盐城 江苏省滨海中学 张友春 背带转向灯 二等奖 



11 侯玥冰，唐欣萍 常州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黄瑜 安驾.安家车载酒精探测器 三等奖 

12 张馨宇 南通 启东凤凰机器人 徐洁 雨天报警并自动关窗装置 三等奖 

13 王雨桐 镇江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王璋 猫咪演奏家 三等奖 

14 吕乐凡 镇江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王璋 智能养花柜 三等奖 

15 汤淄喻、叶沛文 常州 北郊高中 蔡国  基于 Arduino 的餐厅用餐时服务要求提醒装置 优秀奖 

16 张语萌 南京 南京市金陵中学 季远兰 基于 Arduino 的光控声控节能灯 优秀奖 

17 周润巍 李浩培 南通 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包虹璐 蜘蛛机器人 优秀奖 

18 吴梓豪、陈容涵 镇江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蔡国 基于 arduino 中老年人携带式心率检测仪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