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建邺区人工智能活动获奖公示
序号 组别 参赛学校 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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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薇 虞子弘,蒋文昊 一等奖
2 小学组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滕倩 樊思喆,李熠 一等奖
3 小学组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姚睿 金川岩,梁梓轩 一等奖
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宁琳 袁振皓,唐解语 一等奖
5 小学组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滕倩 蔡潇瑶,汪芫羽 一等奖
6 小学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属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胡燕青 周德辰,吕昕桐 一等奖
7 小学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籽 曹轩浩,张培宇 一等奖
8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薇 徐浚哲,张曦之 一等奖
9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玉慧 徐荣泽,周煜雯 一等奖
10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张小青 柳程,陈昱铭 一等奖
11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玉慧 柳子恒,刘思勋 一等奖
12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玉慧 李晨宇,李妍希 一等奖
13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曹煜 张一诺,褚佳润 一等奖
14 小学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曾琦 陆雨泽,刘梓皓 一等奖
15 小学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曾琦 庄棋元,董柳烨 一等奖
16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汪莺茵 万欣蕊,郭紫怡 一等奖
17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金晴晴 袁浩天,杨骏巍 一等奖
18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金晴晴 张涵月 一等奖
19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辰阳 张汝果,薛佳妮 一等奖
20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张雅文 陈昊阳,张宏旭 一等奖
21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张小青 徐汉宸,张木易 二等奖
22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简靖轩 倪兆轩,邱天 二等奖
23 小学组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刘家惠 吴羽豪,奚凯文 二等奖
24 小学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曾琦 丁子豪,吴浩磊 二等奖
25 小学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蓉 张雅曦,章荷雯昕 二等奖
26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金晴晴 谢昕蕾,洪宇轩 二等奖
27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徐雯 王瑞之,方宇航 二等奖
28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张雅文 汪锦文,吴雅涵 二等奖
29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邵引 余心远,芮鸣 二等奖
30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金晴晴 王明宇 二等奖



31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汪莺茵 杨茗语,刘淑银 二等奖
32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姜琪 王熠辰,杨宇晟 二等奖
33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姜琪 温煜鑫,李沫冉 二等奖
34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姜琪 陆昱竹,张雨馨 二等奖
35 小学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芮溪菱 徐泽轩,许芯宁 二等奖
36 小学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芮溪菱 王开,王嘉弈 二等奖
37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金晴晴 赵蔓,窦笑语 二等奖
38 小学组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滕倩 赵歆宇,袁希诚 二等奖
39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金晴晴 朱铭煊,韩昭阳 二等奖
40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简靖轩 叶一萱,卢梦桐 二等奖
41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刘诗梦 倪雨彤,张岑 二等奖
42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毕晓 王硕同,金昱儒 二等奖
43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徐雯 陈思行,施皓文 二等奖
4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李晨悦 陈思远,王傲扬 二等奖
45 小学组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刘家惠 袁湛然,武俊文 二等奖
46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张雅文 冯瑞哲,杨雨晨 二等奖
47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茅心溯 叶梓睿,何瑞麟 二等奖
48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李晨悦 史沛昆,还若宸 二等奖
49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刘璐 刘晏恺,王彦博 二等奖
50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周亚亭 马逸泽,张若冲 二等奖
51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汪莺茵 殷苏柳,董语潞 二等奖
52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汪莺茵 张宇恒,苏杰杭 二等奖
53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姜琪 张漪瑶,赵研博 二等奖
54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姜琪 铁铭轶,刘昕瑞 三等奖
55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玉慧 朱鸿恩,严子轩 三等奖
56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芳 蔡雨城,沙浩宇 三等奖
57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黄雨蓓 温嘉正,杨海毅 三等奖
58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茅心溯 杨明睿,李知涣 三等奖
59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辰阳 李经翰,李思齐 三等奖
60 小学组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玉慧 路明征,袁忠伟 三等奖
61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茅心溯 童涵灵,顾源城 三等奖
62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茅心溯 鲁励行,张腾之 三等奖
63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汪莺茵 高嘉桐,李易鸿 三等奖



6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张雅文 黄梓杰,王超麟 三等奖
65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宁琳 王衍闻,徐祺茗 三等奖
66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张小青 纪烨彤,冷沛然 三等奖
67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汪莺茵 熊凌怡,何源霞 三等奖
68 小学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籽 王昊宇,有元丰 三等奖
69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汪莺茵 陈嘉昱,宋泽浩 三等奖
70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薇 陈墨涵,王浩丞 三等奖
71 小学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曾琦 朱子晓,王偉安 三等奖
72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汪莺茵 郑宇嫣,李优璇 三等奖
73 小学组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姚睿 郭宸彧 三等奖
74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张雅文 何瑞齐,陆和筝 三等奖
75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茅心溯 孙浩钦,李浩鑫 三等奖
76 小学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属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胡燕青 芮博闻,朱梓睿 三等奖
77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金晴晴 刘子昕,王梓鹏 三等奖
78 小学组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金晴晴 魏善哲,姚博文 三等奖
79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张小青 王孟宇,童逸熙 三等奖
80 小学组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滕倩 陈卓赋,章沛辰 三等奖
81 小学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蓉 刘博文,丁梓洋 三等奖
82 小学组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夏宝旺 夏乐菁,汝佳鑫 三等奖
83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芳 戴振珈,王玺越 三等奖
84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汪莹 黄元齐,蔡明哲 三等奖
85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邵引 董泽钰,张锦源 三等奖
86 小学组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刘家惠 李彦兮,彭皓宇 三等奖
87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黄雨蓓 施楠,王文博 三等奖
88 小学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曾琦 朱传睿,郭耀文 三等奖
89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张小青 袁芃锦,顾伟浩 三等奖
90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黄雨蓓 屠奕博,范英文 三等奖
91 小学组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俞婷 黄熙宸,王舒萱 三等奖
92 小学组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姚睿 张曦元,刘景然 三等奖
93 小学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王蓉 熊飞越,史从逸 三等奖
94 小学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刘璐 张钰萱,吴明烨 三等奖
95 小学组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刘家惠 陈子涵,沈家乐 三等奖
96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朱乐 孟梓研,杨欣语 三等奖



97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朱乐 王芯玥,李宸冉 三等奖
98 小学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区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李晨悦 徐博益,许哲瀚 三等奖
99 小学组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优创未来-智慧社区(国赛) 汪莺茵 李迎睿,刘慧玲 三等奖
100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龚波 朱思妤,胡煜彬 一等奖
101 初中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许超俊 孙启翔,杨乐天 一等奖
102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张健平 崔时瑞,陈少铭 一等奖
103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龚波 李思舟,肖芷珊 一等奖
104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张健平 姚子越,顾曹睿 一等奖
105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王文静 黄一尧,焦庆国 一等奖
106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张健平 马瑞瞳,褚奕程 一等奖
107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华永兰 吴青源,朱浩宇 一等奖
108 初中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曾琦 施源,梁灿 一等奖
109 初中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韩苏 冷科语,洪奎南 二等奖
110 初中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许超俊 陈睿洋,梁时铭 二等奖
111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王文静 王子谦,丁楚涵 二等奖
112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孟杰 蒋昕傲,徐佳瑞 二等奖
113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黄庆春 梁奕瑭,施钧耀 二等奖
114 初中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曾琦 庄青阳,陈永康 二等奖
115 初中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许超俊 周峻熙,杨昊天 二等奖
116 初中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曾琦 樊子轩,李孝楠 二等奖
117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华永兰 刘天诚,王旻奂 二等奖
118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马洪博 王彦哲,杨冬宁 二等奖
119 初中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王军 杨国弘,黄崇瑞 二等奖
120 初中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刘维明 朱浩铭,张永琪 二等奖
121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王文静 张云译,王志豪 二等奖
122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黄庆春 夏红越，杨文昕 二等奖
123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王文静 朱晋廷,封润尧 二等奖
124 初中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陈晓娟 胡嘉馨,杨宇晨 三等奖
125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王文静 尤宏鑫,尤锶瀚 三等奖
126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华永兰 胡皓翔,周沁轩 三等奖
127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金霄 李栢熠,袁京知 三等奖
128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孟杰 施宇恒,张涵杰 三等奖
129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马洪博 曾思哲,殷兆楠 三等奖



130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王文静 邢一飞,刘凡 三等奖
131 初中组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崔春燕 吴勇庆,马煜辰 三等奖
132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金霄 王旭斌,吴语同 三等奖
133 初中组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王文静 万启为,陈璟豪 三等奖
134 初中组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杨雪 龚赫,储新懊 三等奖
135 初中组 南京市建邺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常澄 高明睿,朱云豪 三等奖
136 初中组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韩苏 康炜琦,韩秉辰 三等奖
137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孟杰 郭凌睿,李火 三等奖
138 初中组 南京市建邺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常澄 谢灵睿,黄浩宇 三等奖
139 初中组 南京市建邺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常澄 易俊辰,谢佳优 三等奖
140 初中组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曾琦 周宸宇,杨雨茜 三等奖
141 初中组 南京市建邺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常澄 李显坤,王宇豪 三等奖
142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李昕悦 沙宇梁,陶立文 三等奖
143 初中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农业(国赛) 周占美 陈涵,黄睿 三等奖
144 高中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停机助手(国赛) 赵飚 吴雨航 一等奖
145 高中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停机助手(国赛) 赵飚 潘文睿 二等奖
146 高中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停机助手(国赛) 赵飚 吴欣诺 二等奖
147 高中组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优创未来-智慧停机助手(国赛) 赵飚 闵王杰 三等奖
148 高中组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优创未来-智慧停机助手(国赛) 戴严 周秋澍、赵笑晗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