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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教育局文件 
 

锡教基发〔2021〕1 号 

 

 

2020

 

各市（县）区教育局，各直属学校，市属各民办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激发广大中小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根据《关于举办 2020 年无锡市中小学信

息技术系列竞赛的通知》（锡教基〔2020〕8 号）文件精神，我市

组织举办了“2020 年无锡校园创客节暨第五届无锡市中小学创客

大赛”，大赛设三维创意设计、动漫创客、仿生机器人和创意编程

挑战赛等 26 项，250 多所学校 1800 多名学生参加了市级决赛。 

经评选，大赛共评出一等奖 232 个，二等奖 374 个，三等奖

510 个；学校团体一等奖 11 个，二等奖 15 个，三等奖 37 个；无

锡市育英实验小学高海峰等 20 名教师获“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宜兴市教师发展中心等 9 个单位获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详见附

件。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发扬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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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各地各学校，要通过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进一步激

发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实践能力，培养团队精神，提升信息技术

素养。 

获奖证书采用电子版形式，不另行发放纸质证书，证书自行 

打 印 有 效 。 获 奖 学 生 与 教 师 可 访 问 “ 证 书 查 

询 系 统 ”（http://zhengshu.wxtoo.com/），输入个人姓名信

息查询打印。 

 

附件：2020 年无锡校园创客节暨第五届无锡市中小学创客 

大赛获奖名单 

 

 

无锡市教育局 

                            2021 年 1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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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仿人型机器人 2V2 足球挑战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小学组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郑泽楷 刘际泽 陈潇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立人小学 李天佑 张永康 袁晓晓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韩雨欣 张瑞 陈潇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刘宸屹 周渝潇 陈潇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胡可飞 赵圣楠 李强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侯路诚 周韦安 边文斌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立人小学 方嘉亮 潘李浩 袁晓晓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华庄中学 周子涵 周琪轩 顾晓骅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华庄中学 杨子逸 张一茗 张月华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湖中学 朱昊铮 陈凌宇 陆俊磊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湖中学 杜开成 陈栋浩 董勤芳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湖中学 谢文俊 曹芷涵 董勤芳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张奕涵 张思婕 李强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李铭杰 樊安蓓 李强 三等奖 

仿人型机器人长征挑战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董炫辰 顾晓骅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赵圣楠 李强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华庄中学 钱正恒 张月华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马晨瑜 费璐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陈湙澄 李强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方舒 李强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湖中学 曹芷涵 陆俊磊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华庄中学 金正元 顾晓骅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湖中学 李宛洁 董勤芳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湖中学 谢桢洋 董勤芳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湖中学 杨微微 董勤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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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宜兴市培源中学 尚佳豪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湖中学 杭枫丹 陆俊磊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李雨阳 边文斌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立人小学 许永铮 陈灿灿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立人小学 焦炀轩 陈灿灿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刘峻谷 王光武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立人小学 刘帅 陈灿灿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 吕铭一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裴先进 王光武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李蕙汝 熊玲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陈宇博 张立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绛实验学校 王子健 钱卫宇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陈乐彦 吴文涛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浦亦宸 吴文涛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 华文昊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陈祥 边文斌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 钱宇昊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章瑞杰 王光武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立人小学 陈昊阳 陈灿灿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冯圣凯 吴文涛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黄诗淇 王光武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 彭小涵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立人小学 任丙戌 陈灿灿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 曹宇扬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何彦希 边文斌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孙雅蕊 王光武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周正皓 吴文涛 三等奖 

少儿人工智能赛 

组别 学校名称 选手名单 指导老师 等地 

小学组 宜兴市周铁小学 郑开曦 杭圣杰 王珂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新城） 王啓霖 林士杰 潘向梅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程桉 秦悦仁 张立 一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邓靖祺 余吴晨 赵蒙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黄天麒 陈飞羽 胡佳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红小学 庆恒宇 林瑶 何景明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康雅琦 李雅彤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余星辰 翟皓然 张立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许宸睿 周芯乐 胡佳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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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刘柯佑 陈芊蔚 胡佳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古运河实验小学 缪佳颖 路之瑶 陈知挺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吉浩瑞 潘诗雨 邓浩洋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蠡湖中心小学 彭子轩 张丁辰 黄琦雯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红小学 曹宸源 钟子童 何景明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红小学 韩昕泽 张钰敏 何景明 二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陈昊柏 张啸洋 梅朝霞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夏晴朗 朱志文 任杰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周铁小学 周筱函 徐铖源 岳静梅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顾婉耘 王梓轩 吴冬云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城中） 严子麟 王瀚葳 严勇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韩雨城 成雨豪 孙瑶琳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朱垚丞 谢炆辰 陈潇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阳山中心小学 尤优 张艺凡 徐涛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外国语学校 陈皓翔 刘奕森 高雅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王景朗 孙晗晞 陆智弘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新城） 向东铭 程睦涵 潘向梅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新城） 张宇熙 赵俊逸 潘向梅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縢宇逍 赵掄元 陆智弘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陆擎羽 徐心扬 赵蒙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古运河实验小学 蒋文博 殷跃 陈知挺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曹铠文 王榛 邓浩洋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古运河实验小学 姜西锡 郑学辰 陈知挺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唐辰卓 陆纯熙 梅朝霞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陆铉辰 陶俊豪 梅朝霞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林小学 张一途 左佳琪 陈知挺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蠡湖中心小学 陈子熠 罗恒 黄琦雯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欧承铠 陈嘉乐 成焱光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张云飞 黄雨焓 赵蒙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钱悠然 陆星垚 韩凯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杨君懿 杨嘉懿 殷芸亭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朱晨朔 顾雨可 任杰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陈衡宇  邓子辰 殷芸亭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蒋锶晟 王钰鑫 成焱光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叶桓宇 胡浩琋 成焱光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张宝光 刘晟杰 许佳洁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五爱小学 陶家树 陶然隽之 刘淼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城中） 倪子钧 任昊洋 严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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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搬运挑战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宜兴外国语学校 李恩博  陆锦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外国语学校 戴思语  陆锦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王梓轩  张天宇 二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张栩堃  宗亚 二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洑东中学 朱孟启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波士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钱昱存  韦爽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江南中学 张静宜  王锡娟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钱奕臣  宗亚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陶城实验小学 吴炎岳  王跃飞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蒋辰昊  胡小刚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和桥二小 周洳丞  李伟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南漕小学 孙雨成  徐茜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南漕小学 李彦宏  徐茜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洋溪小学 欧圣涛  张伟民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季文韬  谈建锋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东域小学 赵洺宇  袁丽芳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胡杭毅  郑明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太华小学 宗昱成  张雷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和桥二小 孙思翀  李伟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孙玺钠  潘韵冬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东域小学 吴子涵  袁丽芳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环科园实验小学 陈苏东  史婧靓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杭泽煊  罗庭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太华小学 董恒烨  张雷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阳羡小学 周诣杰  戴雪峰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施胤瑞 姚震宇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阳羡小学 梁晨博  戴雪峰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太华小学 朱林涛  张雷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阳羡小学 徐子涵  戴雪峰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环科园实验小学 朱政贤  史婧靓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华朱程   周涛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陶城实验小学 付绍彬  王跃飞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洋溪小学 周宇佳  张伟民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陈俊有  潘韵冬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石昱昊  蓝玲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蒋奕涵  谈建锋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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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唐启杭  杨伟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东域小学 施展  袁丽芳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杨易  谈建锋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太华小学 谈奕辰  张雷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谷志中  任杰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万佳宁  吕跃春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东域小学 陈禹帆  袁丽芳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钮家小学 许梓璘  胡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费意博  高海峰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陈欣鋆   周涛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张翰岳  姚震宇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柯铭  于慧来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蔡廷锴 于慧来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周明昊  任杰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汤翊淼  姚震宇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顾天予  吕跃春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卢欣扬  潘韵冬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成其璋  高海峰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王冠骁  罗庭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山北中心小学 管京存  周永益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山北中心小学 蔡金辰  周永益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孙婧瑜  高海峰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欧承铠  成焱光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彭昊然 成焱光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山北中心小学 王吉  周永益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李蕙汝  费晶佳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 顾周宸  郁琳琳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 姜玉林  卢剑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钮家小学 薛语杉  胡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 马佳昊  卢剑 三等奖 

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对抗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马晟熙  宗亚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邹林鑫  宗亚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周粲帛  宗亚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孟志远  宗亚 二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李锴欣  宗亚 二等奖 

初中组 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 沈天硕  陶卢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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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无锡市长安中学 李媛  陆丽丹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新芳小学 杨柏松  方伶韬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陶城实验小学 王程茂  王跃飞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刘涛鸣  罗庭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亭子桥中心小学 罗宸轩  黄天春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外国语学校（吴桥） 刘夏  苏卫朋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广汇小学 李昊泽  宋健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广汇小学 杨永丞  宋健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蒋云钰  罗庭 三等奖 

人工智能智慧物流挑战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江阴市周庄中学 别致 吴奥森 时刻 一等奖 

初中组 江阴市周庄中学 顾嘉舟 陈圣泽 时刻 二等奖 

初中组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匡村实验学校 单立铖 吴梓涵 宋坤斌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钱旭 陈果 洪明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广汇小学 薛嘉乐 武康琪 曹莉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钟嘉琪 万诗涵 邱絮濛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太华小学 王韩杰 李彦亨 姚永志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王子轩 席卓仡 卫静洁 二等奖 

小学组 江阴高新区长山中心小学 陈霖祎 吴洲诚 何海华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羊尖实验小学 陆怡冰 周皓洋 唐剑峰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新芳小学 毛杰 史宇星 方伶韬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蒲祖强 姚博韬 刘佳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赵一宇 赵子煜   三等奖 

3D 打印机器战车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丰小学 高粱睿 梁子隽 尤俊松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孙乾安 刘沈航 殷芸亭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赵轩昊 罗江 陈力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田守正  秦云川 熊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钱承 钟远奕 殷芸亭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胡艺 刘铠硕 许佳洁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丰小学 唐宇皓 马一鸣 顾园园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红小学 朱鹤汀 刘昕瑜 何景明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吴桥实验小学 黄恺晖 季恺昕 薛东平 三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新安中学 董旭 赵嘉鑫 刘佳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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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无锡市塔影中学 戴稳 肖陈宏 钱一鸣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梅里中学 倪栋琦 陈心怡 肖雪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塔影中学 杨凯文 姚子华 沈云 三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塔影中学 黄显腾 黄显达 钱一鸣 三等奖 

中学组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毛一丁 吴胤晗 余烨 三等奖 

中学组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尤一凡 盛子涵 王永林 三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梅里中学 陈奕如 方嘉仪 肖雪 三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新安中学 吴邹烨 龚旭 刘佳 三等奖 

物联网创新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 段家奇 尤子天 吴童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蒋易镟 徐兆轩 宗亚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惠山金桥实验学校 刘虹昇 李星朗 汪军成 一等奖 

初中组 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 仇君越 高檄 陶卢华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俞牧 杨凯 刘东梅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 田野 梁宸语 谢东明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周杰祎 史雨欣 杨贤 二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赵佳乐 张陈轶诺 宗亚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王昕滢 陈静漪 杨贤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范道中学 侯紫薇 周畅 戴清山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吴周晟 张玥儿 宗亚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冯伟如 郭畅 杨贤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孙辰洋 吴炘宇 屈社文 一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祝塘中学 周丽娜 周佳炜 陈程 二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祝塘中学 颜晨逸 刘冰宇 陈程 三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祝塘中学 王淇萱 刘冰宇 陈程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周韦 严达康 邱絮濛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新芳小学 韩佳静 马绍轩 方伶韬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吉昊文 史鑫琳 钱敏高 二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祝塘中心小学  朱乔木 杨晨熙 毛海元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丁房灏 殷祺皓 陈力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陈锦鹏 王梦如 钱敏高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杨巷小学 单战 刘鑫宇 周理敏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祝塘中心小学  孔佑文 王顺炜 毛海元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培源小学 庄周沁悦 钱晨妍 许多多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陶都小学 张淏凯 陈昱达 朱壬玺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祝塘中心小学  杨哲 刘奕澄 何立涛 三等奖 

 



- 10 - 

机器人资源采集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曹宸瑞 袁周 李刚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清名桥中学 濮春宇 吕鑫楠 袁瑜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袁海鑫 邢育玮 胡佳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清名桥中学 周怡成 周宸旭 袁瑜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广勤中学 刘米乐 王文成 朱颖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塔影中学 张明辉 吴依晗 沈云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陈梓睿 张乐天 胡佳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董垚廷 邵铂凡 胡佳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塔影中学 王奥威 项伟峰 钱一鸣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刘潭实验学校 董岚旭 徐湘懿 徐加祥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刘潭实验学校 林新尧 周嘉豪 戴玉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塔影中学 彭靖珲 李文晓 沈云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广勤中学 陈泓光 何雨生 朱颖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金星中学 王雅静 陈柯涵 仇月新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金星中学 张玉洋 赵智宸 仇月新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江实验小学 华方儒 章艺铭 华如意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龚浩天 任桐 顾云锋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花园实验小学 徐绍宸 胡学涛 方解惠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笪逸帆 王安迪 洪琦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张峻瑞 陶凌云 张男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城中） 李晓容 蒋程易 严勇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邱绎明 华梓臣 陆智弘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张涵 杨昊然 张萌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田舷希 曹梓曦 戴嘉玮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沈鑫 强晟嘉 韩凯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江实验小学 华方奕 曹城玮 华如意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许皓铖 赵翔磊 洪琦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王雨枫 卢佳鑫 江洋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阳羡小学 李文博 周洁 戴雪峰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葛弘铠 江承翰 石依倩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丁子杨 任依涵 陆智弘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吴桥实验小学 王昊泽 韩子阳 薛东平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五爱小学 郑雯月  乔亦凡 马雨晴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吴桥实验小学 周俊孜 张艺骞 薛东平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清阳 吴昊 周小英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花园实验小学 万浩宇 姚传阳 方解惠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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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潘奕辰 黄敬皓 丁铭敏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杨淳元 李恒睿 石依倩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许天宇 陈玥如 胡佳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梨庄实验小学 林子涵 卢妙喆 陈红文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张峻铭 郑名思 吕跃春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高浪小学 彭佳乐 梁琨 夏晴雯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马瑜泽 谈宥希 张听森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储琪霖 谢卓辰 蓝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林小学 孙天宇 张少杰 江姗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汪志玮 廉钧恺 江洋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曹泓杰 卲悦逸 丁铭敏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李政旭 胡博文 林锦阳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蔡奕晟 陈游尚 葛雨欣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江实验小学 杨嘉瑞 陈思宇 华如意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梨庄实验小学 肖培煜 秦语 陈红文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刘潭实验学校 姜智恩 吴佳成 郭丽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广汇小学 欧建豪 李文浩 曹莉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林小学 黄星霖 徐一涵 江姗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倪雨阳 唐嘉伟 许佳洁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包煜州 朱宸逸 丁萍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五爱小学 盛朝铮 周文操 马雨晴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刘佳波 沈顾宏 江洋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侯宇杰 陆胤臻 蒋燕枫 三等奖 

3D 打印笔创意创作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幼儿组 无锡市水秀实验幼儿园 丁梓懿 周丹 彭昱颖 吕小凤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江南艺术幼儿园 徐妍墨 李畅 张蓝心 吴紫千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长安中心幼儿园 陈梓涵 陈灵玥 倪佳琳 诸肖钰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 顾笑语 谢雨辰 王小暖 华燕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潮幼儿园 魏柯艺 施可馨 杨青源 薛玮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长安中心幼儿园 高樰薇 殷可馨 惠羽嘉 朱莎莎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陆区中心幼儿园 蔡依彤 马弈欣 朱芮辰 殷佳盈 一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附属幼儿园 杨博安 吴灵萱 张鋆一 杭楚妍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芦庄实验幼儿园 龚文婕 宋佳涵 顾铮 邱海虹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星幼儿园长欣分园 薛馨怡 华君昊 陈昱轩 周铭殷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华庄中心幼儿园 马士桢 李可馨 侯伊辰 薛莹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 陈敬仪 周奕如 李瑾恩 蒋雪珺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 秦振皓 张玥莹 傅子燊 陈晓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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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组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金科园 李辰熙 王奕涵 张钰萌 任玮澹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长安中心幼儿园 黄一博 戴一默 陆宇宸 丁晓蕾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震泽实验幼儿园(无锡

师范附属实验幼儿园) 
袁满 夏艺铭 赵奕辰 周冰 二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广汇实验幼儿园 窦天泽 潘可馨 何子澄 徐欢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古运河实验幼儿园 潘奕辰 曹诗婷 陆馨逸 朱融书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金科园 华梓祺 蔡斯羽 吴俞锋 陈青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星幼儿园长欣分园 周钰焕 蔡嘉凡 严梓晨 薛红 二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附属幼儿园 钱之炎 陈廷彧 吴畅予 董玮 二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城西小学附属幼儿园 侯天琦 芮祉伊 夏辰铭 候迎霞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芦庄实验幼儿园 吴柯淼 丁烨 沙雨蒙 顾艳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玉祁中心幼儿园 李梦莐 任妍 周煜程 吕浩亮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玉祁中心幼儿园 孙晨云 张扬 唐璟睿 曹伟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古运河实验幼儿园 周乙铖 宋雨果 龚筠之 姚婷 三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进修幼儿园 冯嫣然 蒋一铭 薛宜青 陆芳芳 三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景湖天成幼儿园 宋恩泽 解金麟 陈安倪 顾欣怡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潮幼儿园 张梦琪 顾若菱 倪俪慈 王阚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星幼儿园 姚辰熙 祝国言 蒋陈添 杨嘉妮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芦庄实验幼儿园 刘羽恬 江莱 陈智渊 张蕴苡 三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城西小学附属幼儿园 谢书芯 徐梓滨 夏恩予 李奕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星幼儿园 虞悦 唐鑫瑶 过佳轩 徐美英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古运河实验幼儿园 糜玥漪 於晨皓 刘宏奕 韩娟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荡口中心幼儿园 杨娅菲 张一凡 华宣旖 丁艳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幼儿园 杨君睿 赵雨歆 王行韵 李如艮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太湖实验幼儿园 刘陶吉 张梦洋 刘启凡 施丹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星幼儿园长欣分园 陆钇霏 周熠濛 周昕雨 鲍亦吟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玉祁中心幼儿园 符佳怡 吴炘乐 张旭辰 郑嘉铨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荡口中心幼儿园 李诺一 姚盈朵 顾佳夕 宗紫薇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滨湖实验幼儿园 任晋德 赵诗敏 梅祯 任瑛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杨惠妍 肖宇哲  倪晓燕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薛天薏 江承翰  倪晓燕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范道小学 王雨宣 郑禹鑫  薛俊峰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广汇小学 路烨辰 谭高兴  王小洁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何厚君 吴怡萱  宋春花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范语希 庄涵淇  黄莺飞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华心瑶 浦宇慧  秦晓伟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星小学 鲍羽昕 于越  陈晓吟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广汇小学 邱芷虞 吴佳妮  曹莉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荡口实验小学 华云朵 赵依莹  李晞 一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陈煜涵 肖语倩  许佳洁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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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杨舒 杨畅  王玲玲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实验小学 杨思雨 沈嘉茜 朱秀苑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方歆瑶 缪斌  汪晓琴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陆梓豪 孙奕暄  倪晓燕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文梦琪 徐升飚  汪晓琴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融成实验小学 陈可儿 陈艾儿  肖勉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方刘镐 许羽宸  汪晓琴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崔燕菲 胡星瑶  高怡琳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 徐小晴 陈紫铌  臧瑞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谢馨怡 冯懿哲  张胜红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洋溪小学 芦玥涵 陈裕新  史佩兰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王译诺 郑瑾瑜  费夏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城中） 杨迦烨 狄芝加  时炎斌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沈沁 陈雯兮  张胜红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张渚小学 吴承晔 宋子锐  余婷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 杨茜惠 单雯馨  臧瑞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官林实验小学 吴诗婕 蒋依轩  张艳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朱雨彤 纪佳洋  高怡琳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张浩轩 王亨廷  王玲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陆嘉依 李美妍  高怡琳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悲鸿实验小学 邵彧歆 邢瑞瑶  徐燕斐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荡口实验小学 陈吴骁 钱歆羽  李晞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胡浩琋 殷子桓  成焱光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城中） 温博文 华奕灵  时炎斌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陶都小学 余意 秦语浛  邵娇妍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丁韵溪 吕雨恒  张胜红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礼延实验学校  陈逸晨 钟予彤  张婷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朱恩妍 丁歆月  谢菲燕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礼延实验学校  缪辰浩 刘书亦  张婷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管婧妤 陈新漪  虞锡峰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范道小学 赵双怡 赵双富  薛俊峰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徐舍小学 苏韫晗 王露骞  陆爱强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陆桥实验小学 龚陈淼 王钲涵  徐智敏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刘羽泽 唐雨昊  谢菲燕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范道小学 张苗苗 谭雨欣  薛俊峰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融成实验小学 邹雨希 林智瑛  肖勉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宗梓宣 蒋彭竹  杨伟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徐舍小学 陆天豪 袁语欣  陆爱强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杨美琪 朱思彤  林锦阳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余舒淼 蒋悦淇  曹戈瑶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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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江阴市陆桥实验小学 钱谦熠 黄子烨  徐智敏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周美辰 李梦娇  林锦阳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陶城实验小学 高梓恒 王铭悦  张馨茜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郑园也 张双雨  黄黎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吴菁雯 王徐晗  黄黎 三等奖 

激光智造创意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无锡市新吴实验中学 胡天骥   江海洲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湖滨中学 杜锦潼   郭晓然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孙砚翔   朱克冰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林昊   黄秦祺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李天煦   黄秦祺 三等奖 

高中组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孙尧天   王芒芒 一等奖 

高中组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范乐怡   王芒芒 一等奖 

高中组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吴龚喜   胡锡东 二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罗智远   徐凌峰 二等奖 

高中组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缪奕轩   胡锡东 三等奖 

高中组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蒋骏鹏   胡锡东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范泓宇   徐玲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何亦凡   徐玲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娄洋   徐玲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钱桥中心小学 李源朝   王小玲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成雨霏   徐玲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倪振校   徐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李毅   曹凤娟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王钰嵘   曹凤娟 三等奖 

无人机刺气球模拟飞行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无锡市后宅中学 蒋天智 周纳新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新庄中学 宫世奇 王姣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后宅中学 钱易豪 周纳新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后宅中学 田野 周纳新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后宅中学 陆子豪 周纳新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新庄中学 舒斌斌 王姣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后宅中学 冯语涵 周纳新 二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毛浩贤 周骏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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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庞现成 周骏 二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新庄中学 周玉娇 王姣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韩依廷 季梦曾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杭之暕 嵇浩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陆辰睿 嵇浩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郑宗一一 嵇浩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陶奕航 李佳篷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李彦姃 嵇浩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新庄中学 吴久红 王姣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储铭佑 李佳篷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唐辰阳 周春燕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应志伟 周骏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徐鹏云 赵赛赛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新庄中学 许洲杰 王姣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秦旭尧 嵇浩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徐杨 李佳篷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周琳浠 周骏 三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黄稼乐 董善勇 一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黄鹏飞 徐臻杲 一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袁炜杰 董善勇 二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马志良 徐臻杲 二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堵烨振 董善勇 二等奖 

高中组 无锡市第一中学 江俊羲 张禄 三等奖 

高中组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砺锋 张禄 三等奖 

高中组 无锡市第一中学 王玺智 张禄 三等奖 

高中组 无锡市第一中学 王浩铭 张禄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吴柯卫 王贤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黄浩翔 王贤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新庄小学 戴俊豪 沈鹏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徐丞高 王贤 一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蔡冰恩灏 丁萍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葛程予 吴昊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悲鸿实验小学 王峻熙 张宣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沈爱恒 王贤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王子恒 魏志成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广汇小学 张诚 宋健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梁晨曦 王贤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广汇小学 吴浩冉 宋健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五爱小学 曹宇哲 刘淼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培源小学 陈宇轩 芮小婷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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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宜兴市新庄小学 丁帅 沈鹏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悲鸿实验小学 蒋雨泽 张宣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培源小学 蒋昀佶 芮小婷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王亨廷 王玲玲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培源小学 徐景屹 芮小婷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培源小学 仇浩杰 芮小婷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胡安琪 陈力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培源小学 严洪强 芮小婷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 殷志伟 余筱婷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新庄小学 高天旭 沈鹏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五爱小学 刘树青 刘淼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龙毕胜 周伟华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新庄小学 宋江涛 沈鹏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 王子涵 余筱婷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新庄小学 吴思危 沈鹏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庄盛泰 王玲玲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高敏皓 魏志成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陆伊灵 陈哲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潘丁成 周骏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五爱小学 吴欣然 刘淼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五爱小学 许城瑞 刘淼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 余梓涛 余筱婷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翟贽禾 奚敏霞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张博瀚 王玲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朱子祥 魏志成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陈豫苏 魏志成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 刘斌凌 余筱婷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广汇小学 罗盛亿 宋健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沈许阳 周伟华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 唐翌鑫 余筱婷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吴樾 王晓枫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徐嘉鑫 周伟华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徐润东 周骏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阳青云 王晓枫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阙婧桐 王玲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张浩轩 王玲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曾锦雯 陆烨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赵海涛 魏志成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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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空中足球对抗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等地 

初中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孙宇宸 毛浩贤  

庞现成 
周骏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新庄中学 
舒斌斌 宫世奇 

 周玉娇  
王姣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范道小学 
汤博文 夏梦瑶 

 贺嘉颖 
薛俊峰 二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华皓宸 徐晔华 陈然 

朱亦程 浦诗琪 
洪明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胡遇 夏天  

顾玮韬 
苏明 三等奖 

中职组 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 
周宇露 赵林杰 周梦秋 

于塘嘉 赵国豪 
戴永军 三等奖 

无人机图形化编程挑战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等地 

高中组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王佳炜 洪明 一等奖 

中职组 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 于塘嘉 周锦标  一等奖 

中职组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浩然 金文佳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郑一唯 严园园 二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张昊天 洪明 二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戴雷 洪明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金陈烨 洪明 三等奖 

中职组 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 赵林杰 戴永军 三等奖 

中职组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周思成 金文佳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第一小学 
周熠凡 董梦怡 三等奖 

无人机障碍竞技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等地 

初中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庞现成 周骏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应志伟 周骏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外国语学校 葛佳鑫 陆锦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官林二中 谭启杭 唐凯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陈尧 荣渊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毛浩贤 周骏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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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无锡市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王斌 吴健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外国语学校 谢宇轩 陆锦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官林二中 陈俊驰 唐凯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谢卓庭 周春燕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朱敬魏 吴健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长安中学 吴运会 顾翔海 二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官林二中 谢晨旭 唐凯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周文静 唐晓先 二等奖 

初中组 江阴初级中学 刘铭科 沈宇峰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朱泓宇 周春燕 二等奖 

初中组 江阴初级中学 常颢译 沈宇峰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长安中学 张嘉鑫 顾翔海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吴和锋 周春燕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广勤中学 杨阳 曹跃瀚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吴宜康 荣渊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李怡葶 唐晓先 二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官林二中 栗梓泽 谢佳敏 二等奖 

初中组 江阴初级中学 李章睿 沈宇峰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卞星宇 周春燕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长安中学 许梓骞 顾翔海 三等奖 

初中组 江阴初级中学 邹佳乐 沈宇峰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王晨钰 唐晓先 三等奖 

初中组 江阴初级中学 刘皓陈 沈宇峰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韩戈 李强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新街中学 冯靖博 蒋志锋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广勤中学 金玉琳 曹跃瀚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徐幸元 费璐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肖贤 万天宝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广勤中学 梁皓飞 曹跃瀚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广勤中学 杨云坤 曹跃瀚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杨涛 吴健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长安中学 何友 顾翔海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官林二中 吴昕锴 芮军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吴忠骏 李佳篷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皋豪 赵赛赛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长安中学 尤锦添 顾翔海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丁钰凡 唐晓先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吴秉洋 李强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周琳浠 周骏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欧舒文 季梦曾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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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宜兴市新街中学 付煜民 曾丽琴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杜翌铭 唐晓先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吴明烨 李强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城中） 王籽 王吉敏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悲鸿实验小学 许文欣 张宣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和桥二小 丁霖昊 王海丽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梁梓宸 张宏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杨欣雨 张宏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曾宏磊 卫静洁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和桥二小 颜廷轩 王海丽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张博文 武筱洁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陆遥 武筱洁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丁佳皓 吴昊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陆俊延 王贤 一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许锦楠 王锦锦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蔡成廷 王贤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陆奕铭 王贤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邓乔木 王贤 一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陈涵佑 祁小明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李明轩 蒋亚宸 一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崔子凡 祁小明 一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孔筠溪 王锦锦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太华小学 谢超 姚永志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过子皓 唐旭晨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张渚小学 陆淼俊 何炎雯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郭浩杰 张宏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黄科哲 唐旭晨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戴子昂 韩凯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张渚小学 丁明喆 何炎雯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吴瑞宇 武筱洁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学 王承源 周燕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和桥二小 沈逸辰 王海丽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吉鑫阳 吴志强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许腾 卫静洁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张渚小学 许航源 何炎雯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悲鸿实验小学 陈臣 张宣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胡楷淇 王贤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新芳小学 张政浩 方伶韬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周哲明 王晓枫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城中） 阳镇宇 王吉敏 二等奖 



- 20 - 

小学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刘睿轩 冒静权 二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朱子涵 祁小明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邵旭晨 吴志强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王婷炜 张宏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丰义小学 陈子文 唐佳婷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丰义小学 林嘉逸 唐佳婷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丰义小学 蒋政严 唐佳婷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张渚小学 刘家豪 何炎雯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 周扬 华军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曹睿 蒋亚宸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太华小学 单宇昊 姚永志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盛铭棪 周伟华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太华小学 李振宇 姚永志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费一凡 吴志强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李轩宇 蒋亚宸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丰义小学 朱朝阳 唐佳婷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胡俊昊 唐旭晨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太华小学 夏艺嘉 姚永志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 李森林 堵瑞雯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葛程予 吴志强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张渚小学 王知乐 何炎雯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 乔思源 堵瑞雯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培源小学 周禹辰 芮小婷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 孙园翔 华军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城中） 李景渲 王吉敏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丁晟和 袁红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薛佳怡 蒋亚宸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骆雨晨 曹嘉程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培源小学 王培源 芮小婷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 张硕衡 华军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学 董浩宇 周燕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隋新 曹嘉程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王子诚 葛明源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袁逸轩 江洋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邹晨希 周伟华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王彦凯 江洋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潘丁成 周骏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 曹立 堵瑞雯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徐家文 王晓枫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徐润冬 周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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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宜兴市官林实验小学 王浩宇 徐梦景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沈思宇 江洋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张昆宝 刘佳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培源小学 钱盛钧 芮小婷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徐舍小学 钟梓恒 陆爱强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 孙园程 华军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张翛壹 曹嘉程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学 方子俊 周燕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范道小学 陈辉 薛俊峰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周宇泽 刘佳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丰义小学 黄国润 唐佳婷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官林小学 宗宸逸 徐梦景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陈锦程 万乐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太华小学 蒋哲鑫 姚永志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实验小学 凌晨锋 刘婕敏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辛晨 万乐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徐舍小学 严琦枫 陆爱强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沈万韬 万乐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五爱小学 张礼麟 刘淼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范道小学 吴相飞 薛俊峰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实验小学 孙华诚 刘婕敏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城中） 何涔箎 王吉敏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魏佳乐 奚敏霞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汪李昊 万乐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陶城实验小学 张轩铭 王跃飞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范道小学 曹欣悦 薛俊峰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培源小学 余泰仁 芮小婷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靖天盟 刘佳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徐灏瑜 刘佳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徐舍小学 陈宇晗 陆爱强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 许铠岩 堵瑞雯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实验小学 李成炫 刘婕敏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蒲祖强 刘佳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许涵文 陈哲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学 张欣博 周燕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马晓涵 许佳洁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实验小学 陆荣祖 刘婕敏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徐舍小学 马天浩 陆爱强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李建林 蒋亚宸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实验小学 汪梓晨 刘婕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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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鲸游奥运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幼儿组 无锡市机关幼儿园 荣一宁 鲁一凡 谢威宁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 马昊铭 石楚漫 宋达 一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进修幼儿园 袁裕骁 冯裕茗 朱甜雨 一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丁蜀镇均陶幼儿园 杨雨成 钱昱辰 崔勤 一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飞趣蒙特梭利幼儿园 张可宁 李湉倚 魏丞香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金科园 陈悠然 赵王源 周洁蕾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藕塘中心幼儿园 章胤涵 金晖杰 陈梦丹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杨市中心幼儿园 章宸源 孙宇睿 邓丽芳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 周佳辰 张元骞 蒋静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石塘湾中心幼儿园 秦奕铭 李昊澂 严霖心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 陆耘 陈奕安 刘蕾 一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金科园 曹倍瑜 王楉昔 张敏凤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杨市中心幼儿园 章新扬 吴雨泽 张玲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荡口中心幼儿园 周厚霖 祁致杰 陆燕 二等奖 

幼儿组 江阴市北漍中心幼儿园 李昊熹 赵熠可 王寿英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蠡园实验幼儿园 朱继辰 奚英睿 杨玉婷 二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荆溪小学附属幼儿园 林乙未 白跃午 杨鹏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藕塘中心幼儿园 周子骐 陈苡墨 章恒 二等奖 

幼儿组 江阴市祝塘实验幼儿园 金星宇 唐家鑫 陆文燕 二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同汇•今日星城幼儿园 朱冠丞 朱翊溢 孟婷 二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广汇实验幼儿园 张嘉轩 朱昶泓 徐欢 二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进修幼儿园 沈钰茹 姚钦之 邵运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长安中心幼儿园 郑少聪 辛澄 刘蓉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潮幼儿园 彭禹杰 魏铄 何世杰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堰桥中心幼儿园 郭睿辰 刘森森 张蕾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钱桥中心幼儿园 陈梓鑫 仇赞 管婧炀 二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陆区中心幼儿园 周铠源 张晨曦 俞健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幼儿园 刘雨默 赵依柠 徐庆丰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古运河实验幼儿园 樊宇阳 居奏宇 杨悦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育红实验幼儿园 毛桢玮 黄梓同 章延霖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古运河实验幼儿园 吴景琋 范宇恒 范雯琪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天一实验幼儿园 沈昕宸 夏语晨 虞灵一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玉祁中心幼儿园 高鋆 钱羿辰 郑嘉铨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天一实验幼儿园 方睿研 朱姝妍 张燕 三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进修幼儿园 万洲成 朱思禹 朱甜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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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组 无锡市洛社实验幼儿园 叶书诚 高晓墨 盖无冕 三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进修幼儿园 周奕彤 何艺馨 邵运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后宅中心幼儿园 乔梓皓 诸涵艺 朱造极 三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荆溪小学附属幼儿园 周子宜 蒋旻哲 周玥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前洲实验幼儿园 华宇晨 唐琛凯 李明庆 三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陶都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 徐煜淏 欧锦饶 Anna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水秀实验幼儿园 李筱雅 俞熙芸 马庆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潮幼儿园 付一航 王锦轩 潘锦娴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正兴幼儿园 鲍柯辰 裴严 沈天洋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钱桥中心幼儿园 陈睿奇 钱禹泽 刘骁炜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滨湖区嘉德琳幼儿园 王郢彪 吕政城 朱丹 三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同汇•今日星城幼儿园 潘煜晨 郭逸宁 邓云 三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融创实验幼儿园 葛沛宸 杨心远 马志芳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通德桥实验幼儿园 朱远宁 陈予立 刘玉辰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通德桥实验幼儿园 杜俞宣 胡若妍 彭子珈 三等奖 

幼儿组 宜兴市进修幼儿园东校区 徐韵迪 刘律言 朱甜雨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通德桥实验幼儿园 许滢 袁金苏 彭子珈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震泽实验幼儿园(无锡

师范附属实验幼儿园) 
吴益诚 袁满 唐臻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太湖实验幼儿园 许毅晨 王皓令 刘芊芊 三等奖 

幼儿组 无锡市新吴区春星幼儿园 祝国言 吉恩瑶 王亚辉 三等奖 

应急抢险机器人任务挑战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小学 无锡市育红小学 颜世源 胡烨坤 何景明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红小学 丁文宇 董珈豪 何景明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孙婧瑜 张祺轩 高海峰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田润 伍彦姝 姚震宇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罗凯阳 李蕙汝 费晶佳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孙东楷 蒋宜成 高海峰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黄琳稀 蒋承宗 高海峰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施胤瑞 丁一 高海峰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陆翔宇 顾辰锆 张立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徐赵乙帆 陈沫 卫莉莉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许恩齐 江思佑 陆俊磊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外国语学校（新城） 岳钦泓 郁天畇 陆盛伟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马萱逸 龚庭辉 高海峰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红小学 邵思源 张恒宇 何景明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王政皓 孔钦量 姚震宇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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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赵梓成 李行之 洪琦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魏坤宇 王锌鹏 洪琦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实验小学 史亦希 管梓榆 郑明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李艾琦 唐意博 姚震宇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山北中心小学 蒋瑞霖 郦榛杰 周永益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李天祎 黄子彧 胡小刚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荆溪小学 蒋澔梁 杨奕程 许俊辉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外国语学校（吴桥） 陈奕铭 谈奕承 陆盛伟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徐子凌 贾宸皓 秦琦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施涵景 赵彦凯 姚震宇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闫峻闻 徐嘉瑞 钱志坚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 吴卓霖 夏思源 周国旗 三等奖 

小学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柯皓晟 王铂洋 顾晓骅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张锦熙 蒋溢 刘小军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吴玉杰 管宇航 姚震宇 三等奖 

小学 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尹一涵 李长益 于慧来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陈展硕 刘语嫣 周涛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苏睿熙 吴奕帆 戴嘉玮 三等奖 

小学 江阴市澄江中心小学 秦朗 杨寻然 范华杰 三等奖 

小学 江阴市夏港实验小学 张家硕 顾久成 徐宇锋 三等奖 

小学 江阴市夏港实验小学 陶伯虎 朱煜祺 李剑锋 三等奖 

小学 江阴市实验小学 谭博文 刘禹裳 陈彩华 三等奖 

小学 江阴市夏港实验小学 陈昕远 王博 张侠 三等奖 

小学 江阴市实验小学 时崇晞 缪盛宇 陈素文 三等奖 

小学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张奕然 张嘉然 周芳芳 三等奖 

小学 江阴市实验小学 常靖凯 殷榕成 陈素文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 蒋松泽 周益楠 蒋晓玲 三等奖 

小学 江阴市临港实验学校 蒋沛颖 曹航睿 于敏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荆溪小学 陈知逸 袁裕程 田静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荆溪小学 丁博文 蒋虞昊 陈恒云 三等奖 

小学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徐羽灏 张思卿 周芳芳 三等奖 

中学 无锡市河埒中学 王瑞 荣书弘 黄昌华 一等奖 

中学 江南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李承峻 陈晗韵 谢晓春 一等奖 

中学 江南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铭鸿 李宇航 谢晓春 一等奖 

中学 无锡市河埒中学 荣书正 宋姜天宇 黄昌华 一等奖 

中学 江南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陈天翼 赵晨棋 谢晓春 二等奖 

中学 无锡市东林中学 周子杰 季士杰 费璐 二等奖 

中学 无锡市江南中学 张楠溪 眭子健 李强 二等奖 

中学 无锡外国语学校 周奕帆 展星宇 薛仲玮 二等奖 

中学 宜兴市实验中学 白子乐 陈昱丞 宗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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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宜兴市实验中学 刘禹成 徐铭俊 宗亚 二等奖 

中学 宜兴市实验中学 任翊宏 查叙含 宗亚 二等奖 

中学 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 朱钧业 郑宏奕 顾晓骅 二等奖 

中学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王嘉蔚 吴奕旻 卫莉莉 二等奖 

中学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孙藜玮 李国铭 朱莉 三等奖 

中学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李衍 谢子锐 李强 三等奖 

中学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杨晓阳 苏国裕 李强 三等奖 

中学 无锡市东林中学 袁诚 陈琢 言可矜 三等奖 

中学 江阴市青阳中学 汤镇柯 贡梓豪 方海飞 三等奖 

中学 无锡高新区金桥外国语学校 蔡乐昕 左彦翔 吴楠 三等奖 

中学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刘泽霖 鲁栋贤 杨贤 三等奖 

中学 江阴市临港实验学校 薛梓豪 黄钰博 于敏 三等奖 

中学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王梓 李霄汉 胡佳 三等奖 

中学 江阴市青阳中学 钱正雨 刘亦涛 方海飞 三等奖 

消防救援机器人任务挑战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小学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赵晟博 丁有仪 张胜红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徐梦懿 韩铭宸 姚震宇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张彧豪 郭昶佑 姚震宇 一等奖 

小学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南校区 许恩钒 沈思辰 潘韵冬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凌卿航 张韩锜 高海峰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孙泽昊 黄熙临 高海峰 一等奖 

小学 宜兴市实验小学（本部校区） 刁宇梁 王浠桐 郑明 一等奖 

小学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储天翊 裴绍丞 蓝玲 一等奖 

小学 宜兴市荆溪小学 陈昱孜 蒋梓涵 田静 一等奖 

小学 宜兴市荆溪小学 朱泓睿 何佳涵 陈国栋 一等奖 

小学 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洪立昀 潘雨翎 于慧来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张锦程 袁铭骏 高海峰 一等奖 

小学 宜兴市实验小学（本部校区） 贾明骏 韩知亦 郑明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魏涞 肖芸馨 周涛 一等奖 

小学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南校区 李昊阳 俞明希 潘韵冬 一等奖 

小学 宜兴市实验小学（本部校区） 陈鑫炜 周轩伊 郑明 一等奖 

小学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 王奕诚 王梓程 周国旗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陶都小学 徐晨阳 陈旻聪 朱壬玺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严予 许多 姚震宇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 耿唯骏 沈翰麟 周国旗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王弘毅 赵梓皓 张听森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徐唯皓 张涵铖 姚震宇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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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无锡市勤新实验小学 邬睿晧 戴琛昊 史利云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吴晨语 孙梓译 胡小刚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秦梓轩 王晏辰 姚震宇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杨钰涵 王家豪 潘韵冬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勤新实验小学 顾唐晗 冯俊熙 史利云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 胡一一 陆梓煜 卢剑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山北中心小学 邵一然 奚子辰 周永益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汤熙哲 王泽铭 高海峰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华旻浩 林子墨 姚震宇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陈品学 高梓恒 高海峰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 苏昊林 潘育承 沈婷婷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南校区 卫奕辰 张羽飞 杨伟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荆溪小学 陈知悦 金子宸 陈国栋 二等奖 

小学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戴宸浩 田務轩 邓浩洋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东域小学 管晟博 王之恒 袁丽芳 二等奖 

小学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冯云博 丁熠宸 杨伟 二等奖 

小学 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沈承睿 谢昀轩 于慧来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潘元晞 赵炳翰 张立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钱则宏 陆彦铭 杨伟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城北小学 蒋明轩 吴东远 吴洁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刘天瑜 万梓裕 潘韵冬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 吴锦艺 虞昊铭 郁琳琳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张宸彬 司马明悦 殷芸亭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山北中心小学 潘晟冉 杨梓晨 周永益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育红小学 陆屹蓝 黄鸿玺 何景明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 陈诺 陈璋麒 蒋晓玲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屈柯州 黄钰航 周涛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耿嫣择 过宥成 邓浩洋 三等奖 

小学 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吴敏睿 张译文 于慧来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实验小学（城东校区） 毛晗羽 薛瑾倩 郑明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殷梓恒  丁浚育 熊玲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陶都外国语学校 陆希辰 储靖洋 钟珊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邮堂分校 朱启元 陈奕文 朱华良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顾宜麟 王艺宸 周涛 三等奖 

小学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 邢皓宇 虞骐恺 周国旗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王介甫 董骏浩 戴嘉玮 三等奖 

小学 宜兴市实验小学（城东校区） 陈昊轩 王仕嘉 郑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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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小车定向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徐函晴 姚珧 胡佳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民办辅仁中学 周嘉树 王宇轩 徐国洪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钱伟祺 陈一宏 胡佳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毕少杰 蒋敖宇 胡佳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江南中学 项钰宸 陆烨涵 黄锡建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费崎枫 康若妍 张琪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胡埭中心小学 吴羿辰 叶枫 江玥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匡嘉康 钟宇涵 吴越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沈朱熠 黎子轩 洪琦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江雨泽 付宇晨 吴越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王一涵 高伯轩 洪琦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胡埭中心小学 徐瑞键 李翔宇 江玥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 邱予乐 陈逸垚 邱伟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 陈梓墨 周高平 邱伟 三等奖 

Micro:Bit 和 Arduino互动编程挑战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小学组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城中） 王籽 严勇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危婧伊 熊玲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实验小学 周钊丞 郑明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周雨彤 吴莲静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外国语学校（吴桥） 刘夏 华天奇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陈思懿 蒋燕枫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英锦园实验小学 任泽弘 张桂蓉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余穆米 蒋燕枫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骆隽亦 陆智弘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彭朝晖 蒋燕枫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王梓钰 唐瑞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张思涌 熊玲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张煜皓 熊玲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王赟杰 洪琦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蔡恒熠 殷芸亭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惠山金桥实验学校 惠山业 刘晓丹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春城实验小学 彭翰宇 徐润希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红小学 敬墨 何景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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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于镇昊 钱志坚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俞云天 蒋燕枫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刘子潇 姚震宇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荡口实验小学 徐明阳 钱刚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张雷炀 吴莲静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陶禹诺 倪晓燕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陈长睿 张萌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立人小学 周雨涵 张望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郗劲翼 谢东明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王彦沣 胡迪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宋沈彧 祁小明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朱馨逸 倪晓燕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孙九洲 胡迪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刘瀚阳 虞锡峰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刘珈铭 倪晓燕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谢睿超 王燕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姜佳齐 李洁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 李金妮 谢东明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沙昕程 虞锡峰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杨舜堡 孙庆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杨市中心小学 孟维煊 徐淼淼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学 刘子淳 吉梅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惠山金桥实验学校 钱一鸣 黄艳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学 郭仁逍 吉梅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惠山金桥实验学校 李怡成 朱振宇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阳山中心小学 刘晋豪 徐涛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惠山金桥实验学校 屈昱辰 朱振宇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阳山中心小学 钱煜程 张梦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朱天阳 高海峰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五爱小学 王涵瑜 刘淼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官林小学 吴宇辰 陈曦 三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陈修言 胡佳 一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湖滨中学 杜锦潼 郭晓然 一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孙浩嘉 胡佳 一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郭怡瑾 胡佳 一等奖 

中学组 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 Hu,Constance Elizabeth 谢东明 一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夏文婷 王芒芒 一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湖滨中学 王馨悦 夏益稚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新吴实验中学 胡天骥 江海洲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蠡园中学 蒋浩轩 孔丽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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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孙诚言 胡佳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胡埭中学 何英智 丁涛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蠡园中学 陆俊豪 孔丽丽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蠡园中学 张翔 孔丽丽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张子睿 胡锡东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 陈子浩 谢东明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蠡园中学 孙健桦 孔丽丽 三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罗京 胡锡东 三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任书杭 王芒芒 三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王子欣 王芒芒 三等奖 

中学组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陆健 窦苑倩 三等奖 

中学组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顾攸 刘松辰 三等奖 

中学组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周思成 郭丁彪 三等奖 

中学组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伍永秀 金文佳 三等奖 

中学组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浩然 周亮 三等奖 

仿生机器人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中学组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肖子涵 张司辰  

祝天睿  
朱莉 一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江南中学 
黄科瀛 房紫春  

濮承佑 
王奇峰 一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张楠轩 杜俊霆   

宋翰文 张桉源 
许佳洁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洛社初级中学 
刘芝铭 邵益成  

平昊阳 
胡科芳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陈祉安 陈仁毅  

朱乾羽 李沐锴 
丁萍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钱雨佳 蒋雨顺  

刘函宇 郁浩毅 
许佳洁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沈涵予 倪子潇  

王子乐 顾强 
虞锡峰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刘文举 赵子璇  

谢雨辰 朱棣炆 
孙庆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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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创客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杨毅 秦琦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孙语薇 余渺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蔡怡然 余渺 一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闸口小学 高茜 崔淑君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 黄泽亚 堵瑞雯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陈子悦 熊玲 一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梁思琪 余渺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丰小学 王敏 顾园园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闸口小学 王子谦 崔淑君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张奕帆 秦琦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乔子一 余渺 二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闸口小学 周晨旭 崔淑君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乔万昌 秦琦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丰小学 廖子涵 顾园园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任依涵 陆智弘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官林实验小学 叶芯颖 周馨韵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丰小学 谢宇辰 顾园园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丰小学 杨忻宇 顾园园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丰小学 王英航 顾园园 三等奖 

小学组 宜兴市张渚小学 吴昊阳 何炎雯 三等奖 

中学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郑欣妍 高炳兴 一等奖 

中学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孙宇宸 高炳兴 一等奖 

中学组 江阴市祝塘第二中学 何佳伟 袁波 一等奖 

中学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罗信 郭健 二等奖 

中学组 江阴市祝塘第二中学 华天程 袁波 二等奖 

中学组 江阴市祝塘第二中学 陈奕铭 袁波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张雪怡 黄秦祺 二等奖 

中学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陆颢铮 朱克冰 二等奖 

中学组 江苏省宜兴中学 王宝仪 胡洁 二等奖 

中学组 江阴市祝塘第二中学 何奕麟 袁波 三等奖 

中学组 江阴市祝塘第二中学 金芸姗 袁波 三等奖 

中学组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白飞鸿 高炳兴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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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创意设计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蔡景凇 蔡桦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洛社初级中学 钱博轩 戈云华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 严凯文 张颖 二等奖 

初中组 江阴市礼延实验学校 邵梓傲 徐珂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宋潘宇 黄秦祺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杭之暕 顾晓晨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洛社初级中学 夏臻宇 戈云华 二等奖 

初中组 江阴市周庄中学 刘宇程 时刻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外国语学校 张雨阳 冯波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外国语学校 尹添一 冯波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外国语学校 叶子文 冯波 三等奖 

初中组 宜兴外国语学校 冯俊智 冯波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邢欣伦 昌荣 一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黄崇毅 昌荣 一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何顺康 昌荣 一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江辰逸 徐臻杲 一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宜兴中学 蒋静雯 谢鑫丽 二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宜兴中学 邵昱龙 胡洁 二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吴福平 董善勇 二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张瑞 昌荣 二等奖 

高中组 无锡波士顿国际学校 张帆远 诸婷婷 二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郭婷婷 昌荣 二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刘玉娜 徐凌峰 二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陈墨涵 徐臻杲 二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顾晨曦 彭悦冬 三等奖 

高中组 江阴市青阳中学 韩正阳 董善勇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汤天桦 彭悦冬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沈昊烨 彭悦冬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宜兴中学 吴禹辰 谢鑫丽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宜兴中学 顾思语 谢鑫丽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戴奕帆 彭悦冬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谢雨珊 汤晓蓓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蒋琛 汤晓蓓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戚华晨 秦晓伟 一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丁伟杰 曹凤娟 一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陆辰昕 许佳洁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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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许艺菲 虞锡峰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 钱宇昊 许秋艳 二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祝塘中心小学 黄锦轩 周明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云林实验小学 周蔚 史玉玲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云林实验小学 李文婧 史玉玲 二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桂子城 林锦阳 二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祝塘中心小学 浦煜彬 周明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夏赟昊 林锦阳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云林实验小学 陈中宇 史玉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祝塘中心小学 倪华铖 周明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孙雨泽 林锦阳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章梓洋 林锦阳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云林实验小学 季辉 史玉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祝塘中心小学 赵宸 周明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向羽 林锦阳 三等奖 

小学组 无锡市云林实验小学 刘智为 史玉玲 三等奖 

小学组 江阴市祝塘中心小学 刘煖 周明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丁房灏 陈力 三等奖 

创意编程赛 

组别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等地 

初中组 无锡市东林中学 张嘉霖 臧渊 一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东林中学 梁嘉佑 臧渊 一等奖 

初中组 宜兴市实验中学 彭卓凡 宗亚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周佳昊 李刚 二等奖 

初中组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翁子轩 秦晓兰 二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安镇中学 刘毅阳 周红榴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西漳中学 邢政杰 钱海燕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孙晨栋 季梦曾 三等奖 

初中组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姜宸琳 秦晓兰 三等奖 

初中组 无锡市安镇中学 魏宇 周红榴 三等奖 

小学 A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朱函韵 周涛 一等奖 

小学 A 江苏省无锡通江实验小学 阮明浩 华如意 一等奖 

小学 A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万沈嫣 李静 一等奖 

小学 A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斯博晗 熊玲 二等奖 

小学 A 江苏省无锡沁园实验小学 彭启恩 邹元红 二等奖 

小学 A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金冉艺 殷芸亭 二等奖 

小学 A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李修乐 周涛 三等奖 

小学 A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张玳嘉 胡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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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A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方一苇 吕晨 三等奖 

小学 A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房祉汐 熊玲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新吴区春星小学 曹佐 陈晓吟 一等奖 

小学 B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赵彬皓 王辉 一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王家元 樊星群 一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钱星烨 张立 一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包家豪 周莹 一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朱子阳 刁燕羽 一等奖 

小学 B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王钲皓 周芳芳 一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李思勉 周莹 一等奖 

小学 B 江阴市要塞实验小学 徐子睿 刘晓东 一等奖 

小学 B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薛皓伦 潘韵冬 一等奖 

小学 B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陈思楷 边文斌 一等奖 

小学 B 宜兴市悲鸿实验小学 田广玲 徐燕斐 二等奖 

小学 B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第一小学 
徐铭洋 董梦怡 二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实验小学 陈实 唐薇 二等奖 

小学 B 宜兴市悲鸿实验小学 邱烁 徐燕斐 二等奖 

小学 B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施涵奕 高友权 二等奖 

小学 B 宜兴市实验小学 胡子航 夏熙瑞 二等奖 

小学 B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郑晶爻 潘向梅 二等奖 

小学 B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陶真 周芳芳 二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陈锦鹏 魏金秋 二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隋新 任杰 二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吴熠宸 顾志忠 二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李浩然 唐瑞 二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羊尖实验小学 彭爱昕 刘静芳 二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羊尖实验小学 石康霖 刘静芳 二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云林实验小学 陆徐霖 史玉玲 二等奖 

小学 B 江阴市要塞实验小学 徐楷洋 刘晓东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羊尖实验小学 王文伟 刘静芳 三等奖 

小学 B 江阴市要塞实验小学 吴桐树 李丰叶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袁凌灵 周涛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东绛实验学校 王思琪 顾建红 三等奖 

小学 B 江阴市要塞实验小学 陈徐恩 李丰叶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尹国豪 周涛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周倬熠 王玲玲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王钺淇 于芳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育红小学 陈君玮 杨雅薇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邹井然 李静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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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B 无锡市融成实验小学 邓宸岩 肖勉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罗嘉睿 熊玲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马宇辰 夏玥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邹志鹏 秦琦 三等奖 

小学 B 宜兴市悲鸿实验小学 孟波 张宣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隆亭实验小学 张程 蒋梦飞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王熙 周涛 三等奖 

小学 B 宜兴市陶都小学 聂晨龙 华敏 三等奖 

小学 B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陈书铭 高友权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新吴区高浪小学 刘硕 陶家慧 三等奖 

小学 B 宜兴市红塔小学 金子晨 陆敏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隆亭实验小学 石雨霏 蒋梦飞 三等奖 

小学 B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顾羽菡 秦琦 三等奖 

小学 B 宜兴市陶都小学 林梓言 吴继东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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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老师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胡  佳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高海峰 

宜兴市实验中学 宗  亚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姚震宇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王  贤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周  骏 

无锡市育红小学 何景明 

宜兴市实验小学 郑  明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李  强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熊  玲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潘韵冬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周  涛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洪  琦 

宜兴市培源小学 芮小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  立 

无锡市后宅中学 周纳新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昌  荣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陆智弘 

宜兴市张渚小学 何炎雯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蒋燕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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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团体一等奖 

 

学校团体二等奖 

无锡市崇宁路实验小学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江阴市青阳中学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无锡市河埒中学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无锡市育红小学 

宜兴市太华小学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无锡市八士实验小学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宜兴市实验小学 宜兴市实验中学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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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团体三等奖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宜兴市广汇小学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无锡南外国王国际学校 无锡市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无锡市立人小学 无锡市新吴区南丰小学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宜兴市官林二中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宜兴市新庄小学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宜兴市新庄中学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宜兴市悲鸿实验小学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宜兴外国语学校 无锡市长安中心幼儿园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宜兴市东域小学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宜兴市范道小学 

无锡市后宅中学 宜兴市培源实验小学 

宜兴市张渚小学 宜兴市陶城实验小学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无锡市五爱小学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宜兴市荆溪小学 

宜兴市和桥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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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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