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城市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奖项 

1 盛师贤 王羿力 常州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 龙高燕 智慧风扇 一等奖 

2 陈琪涵 付欣琪 常州 武进区实验小学 杨竞 可编程项链 一等奖 

3 盛邱正 杨文乐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 黄敏 
2020 江苏大赛盛邱正条形磁铁磁力大小的

测量 
一等奖 

4 吕明宏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葛盼盼 小猪佩奇的智能小屋 一等奖 

5 孙立宸 苏州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 黄老师 工程应用-移动抗洪烽火台 一等奖 

6 李俊伯 彭魏豪 苏州 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叶良中 智能书包 一等奖 

7 周铄 杨丰泽 无锡 江阴市青阳实验小学 黄强 智能无人驾驶巴士 一等奖 



8 胡桢皓 徐天成 常州 常州大学附属小学 徐老师 神奇的帽子 二等奖 

9 张芮涵 常州 常州市博爱小学 杨华 智能感应免洗洗手液装置 二等奖 

10 吴菡舒 何家欢 常州 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 解元 艺术与编程结合的天气画 二等奖 

11 严文卓 冯晨旭 常州 常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 祝春花 艺术与编程结合的天气画 二等奖 

12 杨锦润 孙晟益  连云港 连云港市大庆路小学 黄老师 夺粮机器人 二等奖 

13 郁博皓 查文轩 苏州 江苏省吴中实验小学 莫伟华 智能驾驶提醒系统 二等奖 

14 陶月漪 苏州 苏州沧浪实验小学 黄敏 自动运输抗疫物资的智能小车 二等奖 

15 陈涵佑 无锡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祁小明 小智智能电饭锅 二等奖 

16 骆隽亦 无锡 无锡崇宁路实验小学 陆智泓 野生动物栖息地监控装置 二等奖 

17 季诗雅 刘紫安 镇江 江苏大学附属小学 许亮 智能节能灯 二等奖 

18 朱文飞 管星宇 常州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小学 张芸芸 光控小车 三等奖 

19 董淑润 姜苏豫 连云港 连云港市大庆路小学 黄业举 摧毁飞船 三等奖 

20 包恒瑄 胡熠 连云港 连云港市大庆路小学 黄业举 逃离外星人的密室 三等奖 



21 邱星瑞 马恋淳 连云港 连云港市大庆路小学 黄业举 拦截炸弹 三等奖 

22 方唯妙 南京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 顾彩云 智能家居 三等奖 

23 焦慕洋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王禹 速算高手 三等奖 

24 陈逸凡 丁伟杰 无锡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徐霞 用 micro：bit实现多功能台灯 三等奖 

25 翟厚天 徐张泽宇 镇江 苏州外国语镇江分校 许亮 点阵显示手表数字的研究 三等奖 

26 赵金行 常州 马杭中心小学 沈小伟 自动泡泡机 优秀奖 

27 董淑润 姜苏豫 连云港 大庆路小学 黄业举 夺粮机器人 优秀奖 

28 穆云飞 连云港 连云港市大庆路小学 黄业举 摧毁核心 优秀奖 

29 崔倜 余浚睿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小学部 
余洪成 水位监测仪 优秀奖 

30 朱弘毅 南京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小学部 顾老师 2020 江苏大赛+朱弘毅+口罩掉落提醒装置 优秀奖 

31 徐正钢 王涵萱 苏州 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叶良中 防疫帽 优秀奖 

32 钱雨璐 扬州 仪征市枣林湾学校 钱正松 2020 江苏大赛+钱雨璐+变形猫 优秀奖 

33 田施施 曾子上 镇江 江苏大学附属学校 许亮 智能答题机器人 优秀奖 



34 徐沐歌 陈文杰 镇江 乐艺想编程 许亮 基于 Microbit 的比谁嗓门大的程序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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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钰浠 张艺匀 苏州 常青藤实验学校 陆海东 盲人智能手杖 一等奖 

2 邹婷婷 蒋逸宸 苏州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陆海东 防疫先锋 一等奖 

3 纪涵予 李淑媛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陈杰 
Micro:bit 工程应用类——水质监测&垃圾

清理环保船 
一等奖 

4 张馨予 蒋敖宇 无锡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胡佳 远程生命监测系统 二等奖 

5 沈季远 秦袁辞 无锡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高新区校

区 
王英 

2020江苏大赛 沈季远、秦袁辞 输液智能呼

叫带 
二等奖 

6 夏骏杰 苏顺 无锡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高新区校

区 
李海燕 

2020 江苏大赛 夏骏杰 苏顺 防跌落婴儿

车 
二等奖 



7 刘凯 李烨 苏州 图布机器人 刘放 老人智能手环 二等奖 

8 罗四维 牛启泰 南京 南京市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 岳丽妍 番茄时钟机器人 二等奖 

9 刘澄炜 钱瑞杰 无锡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高新区校

区 
朱媛媛 

2020江苏大赛刘澄炜钱瑞杰 环保智能便池

盖 
三等奖 

10 匡嘉灏 李梓滔 苏州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陆海东 灭霸手套 三等奖 

11 吴方舟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邱钰 智能无线小车 三等奖 

12 李文则 殷培清 镇江 
江苏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 乐艺想

战队 
许亮 microbit密码收发机 优秀奖 

13 邬乐之 郭怡瑾 无锡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胡佳 高压电驱鸟器 优秀奖 

14 蒋敖宇 无锡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胡佳 远程生命监测系统 优秀奖 

15 沈季远 秦袁辞  无锡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高新区校

区 
王英 

2020江苏大赛 沈季远、秦袁辞 输液智能呼

叫带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