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建邺区中小学生机器人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组别 学校 类别 指导教师 参赛学生 奖项

1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信息素养A类-双足或多足 王薇 李煜海,李煜峰 一等奖

2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信息素养A类-双足或多足 张滕南 王欣旸,王梓骁 二等奖

3 小学组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信息素养A类-双足或多足 黄瑾 卜俊杰,李乐一 二等奖

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信息素养A类-双足或多足 王辰阳 徐梓唐,季节 三等奖

5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信息素养A类-双足或多足 王辰阳 乔思涵,刘亦翀 三等奖

6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信息素养A类-双足或多足 王辰阳 陈锦晔,宗承希 三等奖

7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信息素养A类-双足或多足 汪莹 王奕翔,贺天麒 三等奖

8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吴彩云 何俊哲,郝新擎 一等奖

9 小学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汪敏 王曦哲,张泽涵 一等奖

10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王宁琳 刘炅祺,姚阅 一等奖

11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李晨悦 袁致乔,杨皓文 一等奖

12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王淑娴 陈宝泽,徐楚涵 一等奖

13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朱乐 周熙涵,贺同 一等奖

1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李晨悦 徐博益,陈思远 二等奖

15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吴彩云 曹李勋,王佑予 二等奖

16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刘诗梦 沈越,桂斯瑞 二等奖

17 小学组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吴时祥 朱泰臻,王硕 二等奖

18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王薇 吴忧,达奕鸣 二等奖

19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王宁琳 吴熙远,黄一帆 三等奖

20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王淑娴 潘镜同,刘翰霖 三等奖

21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李晨悦 卢梦桐,叶一萱 三等奖

22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朱乐 卫昊然,厉欣彤 三等奖

23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朱乐 陈墨涵,张曦之 三等奖

2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王薇 虞子弘,蒋羽凡 三等奖

25 小学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汪敏 李晟熙,李奕扬 三等奖

26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刘诗梦 史记,张熙成 三等奖

27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信息素养C类-飞行机器人 王芳 汪云扬,王三思 一等奖

28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信息素养C类-飞行机器人 张滕南 蒋灿,侯家玮 二等奖

29 小学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MakeX机器人挑战赛——零碳行动 陈珍 周子轩,宋知霖 一等奖

30 小学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MakeX机器人挑战赛——零碳行动 陈珍 沈轩右,任俊硕 一等奖



31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MakeX机器人挑战赛——零碳行动 宋恒 汪子迪,赵子杰 一等奖

32 小学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MakeX机器人挑战赛——零碳行动 陈珍 夏英捷,张洲乾 一等奖

33 小学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MakeX机器人挑战赛——零碳行动 汪敏 周正越,赵心妤 一等奖

34 小学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MakeX机器人挑战赛——零碳行动 陈珍 陈屏羽,吴梓轩 一等奖

35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MakeX机器人挑战赛——零碳行动 简靖轩 殷启书,马睿楷 一等奖

36 小学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MakeX机器人挑战赛——零碳行动 陈珍 许棣元,金爱盛 一等奖

37 小学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MakeX机器人挑战赛——零碳行动 陈珍 蒯启臻,叶政昊 二等奖

38 小学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MakeX机器人挑战赛——零碳行动 陈珍 班超,王嘉弈 二等奖

39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丁玲智 杭乾恺,卢震宇 一等奖

40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丁玲智 杭乾悦,叶语欣 一等奖

41 小学组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滕倩 陈卓赋,樊思喆 一等奖

42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丁玲智 丁子南,卢艺彤 一等奖

43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丁玲智 翟雨馨,郑宇泽 一等奖

4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王芳 蔡雨城,沙浩宇 一等奖

45 小学组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 Robo Genius挑战赛 夏宝旺 游呈瑞,娄皓轩 一等奖

46 小学组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 Robo Genius挑战赛 施安琪 田子轩,郜泽瑞 一等奖

47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黄雨蓓 王悦轩,高浩轩 二等奖

48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黄雨蓓 温嘉正,杨海毅 二等奖

49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黄雨蓓 施楠,王文博 二等奖

50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王芳 王子宁,张浩宇 二等奖

51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ITI科创教育 吴彩云 朱鹏宇,靳哲翰 一等奖

52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ITI科创教育 毕晓 杨正熙,吴勉之 一等奖

53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乐高教育科创活动（FLL少儿探索科创活动项 ）简靖轩 孙羽希,黄俊淳 一等奖

5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乐高教育科创活动（FLL少儿探索科创活动项 ）简靖轩 魏煜东,陈卓然 二等奖

55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乐高教育科创活动（FLL少儿探索科创活动项 ）简靖轩 纪中畯,陆欧 二等奖

56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乐高教育科创活动（FLL青少年机器人挑战项 ）刘璐 金语泽,张皓瑞 一等奖

57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VEX IQ挑战赛 朱巍 石瑞嘉,张一帆,殷牧野 一等奖

58 小学组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VEX IQ挑战赛 陆海芹 徐壬阳,王嘉菽 一等奖

59 小学组 建邺区少年宫 VEX IQ挑战赛 张翔 杨熙程,杨谨诚,杨诗晨 一等奖

60 小学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VEX IQ挑战赛 汪敏 倪家齐,王相钧 一等奖

61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VEX IQ挑战赛 朱巍 杭慕涵,江星宇,张轩迪 二等奖

62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VEX IQ挑战赛 金晴晴 陶惟昊,姜佳坤,王鑫悦 二等奖

63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VEX IQ挑战赛 金晴晴 骆天赐,杭诗雯,张楚 二等奖



6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VEX IQ挑战赛 黄雨蓓 陈天一,朱睿骐,甘之如饴 三等奖

65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WER能力挑战赛 孙琳 严晨轩,常钰涵 一等奖

66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WER能力挑战赛 王宁琳 潘宇灿,华德昱 一等奖

67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WER能力挑战赛 王辰阳 郭昊鑫,廖育楠 二等奖

68 小学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WER能力挑战赛 汪敏 张炜琦,赵伟博 二等奖

69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WER能力挑战赛 王淑娴 陈基文,许天一 二等奖

70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WER能力挑战赛 李晨悦 计洧乔,梁晏菡 三等奖

71 小学组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WER能力挑战赛 陆海芹 罗晟睿,王善源 三等奖

72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WER能力挑战赛 黄雨蓓 宋泓慷,韩坤泽 三等奖

73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WER能力挑战赛 王辰阳 张岚天,刘雨鑫 三等奖

7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WER能力挑战赛 黄雨蓓 杨宇航,马婧桐 三等奖

1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信息素养A类-双足或多足 张健平 盛晨轩,蔡远之 一等奖

2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何嘉欢 谢思宇,何承翰 一等奖

3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何嘉欢 周浩阳,苏宸 一等奖

4 初中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金永顺 沈博阅,梁景皓 一等奖

5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黄庆春 鲁宸熹,邹泓毅 二等奖

6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周占美 许乐冉,张敖逸伦 二等奖

7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华永兰 赵海钦,产宇航 二等奖

8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何嘉欢 王伯予,卢家铭 三等奖

9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龚波 季秀颖,万宇泽 三等奖

10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周占美 刘子赫,滕俊豪 三等奖

11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周占美 徐清源,汤瑞程 三等奖

12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信息素养B类-轮式或履带 周占美 姚天宁,王书轩 三等奖

13 初中组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 MakeX机器人挑战赛——碳锁先锋 汪洋 顾君畅,吴昊阳 一等奖

14 初中组 南师附中新城初中怡康街分校 Robo Genius挑战赛 龚波 王楚航,虞博航 一等奖

15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王文静 张云译,宋宇飞 一等奖

16 初中组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周荣敏 姜昊辰,杜琛星 一等奖

17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王文静 易圣众,张昊 一等奖

18 初中组 南师附中新城初中怡康街分校 Robo Genius挑战赛 龚波 马天一,钱磊 二等奖

19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王文静 邢一飞,刘凡 二等奖

20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Robo Genius挑战赛 王文静 冯勃豪,张允哲 二等奖

21 初中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ITI科创教育 刘维明 张雨鑫,蒋雨涵 一等奖



22 初中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 VEX机器人挑战赛 周洋谢广宇、韦定若、鞠佳睿、陈 一等奖

23 初中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 VEX机器人挑战赛 金永顺 韦瑞、乔畅、赵瑾瑜、裔灏 一等奖

24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WER能力挑战赛 张健平 杨亦中,葛俊先 一等奖

25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WER能力挑战赛 黄庆春 胡海涵,徐禾沐 一等奖

26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FTC科技挑战赛 张健平,何嘉欢孙泽祺,郑子煜,王籽宁,李唐果,陆一 ,朱一等奖

1 高中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信息素养C类-飞行机器人 杨璟钰 焦炜晋、王宇光 一等奖
2 高中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信息素养C类-飞行机器人 杨璟钰 毛酉清、陈阳焘 二等奖
3 高中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信息素养C类-飞行机器人 杨璟钰 林建成、李简文 二等奖
4 高中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信息素养C类-飞行机器人 杨璟钰 张熙浚、李铭濠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