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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上海市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一、 Scratch创意编程

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1

小学

I组

范子源 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血型的遗传

一等奖

2 文羽正 上海市福山唐城外国语小学 小病毒

3 詹斯为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4 张乐源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小黑洞，大能量

5 张吴涵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实验小学 智能垃圾分类站

6

小学

II 组

陈逸凡 上海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新冠病毒塔防

7 高嘉成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Cloud Mind

8 刘治呈 上海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双旗旗语

9 孙秉方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中心小学 抗疫日记

10 肖翰果 上海市长宁区法华镇路第三小学 草蛋地铁技能大赛

11 张天城 上海市洋泾菊园实验学校 防疫大作战

12 朱易阅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诚实 100 分

13 朱展逸 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新冠检测机器人

14

初中组

陈逸明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新冠病毒传播模拟和知

识问答

15 胡 炜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Under Chemistry

16 石 雨 上海市临港第一中学 一往直前

17 王恒睿 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 保卫武汉

18

小学

I组

陈锴旭 上海市昌邑小学 地铁历险【0.7.4】

二等奖

19 陈思菡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阻止地球变暖，从我做起

20 胡睿桉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B区 光盘行动挑战赛

21 纪钧之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流行病学模拟实验室

22 吕墨扬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机器人护士小游戏

23 吕瑞元 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小学 War Mechine 6.0

24 马烽轩 上海市浦东新区梅园小学 取经路上的波折

25 苏镜阳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链球菌兄弟和牙齿的那

些事儿

26 徐计辰 上海市杨浦区回民小学 进博小卫士

27 易峥昊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万有引力

28 张闵翔
上海民办华东师范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绿色能源神秘之旅

29 张 赞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Figthing

30 竺俊辰 上海民办平和学校 汽车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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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31

小学

II 组

冯奕鸣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花园外国

语小学
跑酷

二等奖

32 何逸尘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智能消防机器人

33 洪墨函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高小学 疫情生活中的智能点滴

34 焦子言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第一小

学
发射火箭

35 李宁远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大战病毒

36 倪羽辰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二中心小学 智能救护调度

37 彭意珂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睛彩

38 苏楚涵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奇特的移居

39 王若曦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陆家嘴，梦幻走马灯

40 吴苏杭 上海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病毒战役

41 张啸宇 上海市洋泾菊园实验学校 宇宙速度演示

42 赵谦语 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飞屋环游记

43 郑琰皓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宋词知多少

44 朱彦尧 上海七宝明强小学 电脑模拟器

45 朱一玄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小学 诗词小达人

46

初中组

陈叶洋 上海市临港第一中学 魔法面积

47 冯元诚 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 史莱姆跑酷：世界

48 管奕宁 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 僵尸世界-拯救村庄

49 金庭赫 上海市临港第一中学 滑雪大冒险

50 彭宋佳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绝地求生-刺激战场

51 施梓轩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有趣的计算

52 吴旻浩 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 末日危机

53 徐逸宣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方块历险

54 张翌轩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人工智能——FOOTBALL

智能衣服

55 朱可为 上海市民办风范中学 新冠战役 3

56 邹宇轩 上海市毓秀学校 ESCAPE0.03

57

小学

I组

曹诗云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二村小学 爸爸减肥大作战

三等奖

58 陈泓瑞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A区 AI 机器人提高看病效率

59 陈俊颖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小学 24 节气大闯关

60 邓行知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电子点餐器-3.0

61 邓明轩 上海市昌邑小学 智能红绿灯

62 邓宇镕 上海市徐汇区逸夫小学 病毒大作战

63 江奕辰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Maths

64 乐家齐
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

分校
病毒游戏

65 林珍伊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键盘字母练习游戏

66 马睿祎 上海青浦区协和双语学校 趣味打气球

67 潘一骏 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小学 光盘行动-我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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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68

小学

I组

舒 凡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小学 Super

三等奖

69 王了一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程序-白色污染 NONONO

70 吴瀚辰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第一小学 抗疫小卫士 11.25

71 谢奇麟 上海市徐汇区东二小学 1+1 大于 2的合金

72 许心妍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营救小兔子

73 许智恺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森林口算大赛

74 叶心远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抗病毒游戏

75 张贝乐 上外附属西外外国语学校 保卫地球

76 朱狄欣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小锡兵历险记 1.0

77 朱思赫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恐龙简史

78

小学

II 组

蔡欣颖 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神笔的魔力

79 曹詹君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极速车轮-1120-

80 陈星佑 上海七宝明强小学 消灭病毒，感恩逆行天使

81 高思源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平临港小学 全球打病怪

82 顾 真 上海市闵行区汽轮科技实验小学 躲避病毒

83 贾为然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小票友趣说京剧

84 林雯婷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AI+时代的模拟与防控

85 刘睿暄 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小学 火箭历险记

86 刘治言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最美逆行者

87 么子邑 上海市莘城学校 消灭海盗船

88 孙恺晨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诗词大会

89 王骏涵 上海七宝明强小学 病毒传播模拟

90 王铭杰 上海市嘉定区迎园小学 病毒必须死

91 王漪文 上外黄浦外国语小学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

92 王岳涵 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 抗疫知识问答

93 翁沐鑫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第三小学 红色故事

94 徐泽玉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泰日学校 学知识抗新冠

95 严瑞航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垃圾分类我践行

96 俞逸宸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火星计划

97 张鲁灏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太空大探险

98

初中组

戴卓莹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冠病毒科普动画

99 董 越 上海市华林中学 建党伟业 4.7

100 何沐阳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101 胡宸睿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松江实

验学校
太阳系大探秘

102 李宜程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抗击病毒困难版

103 厉彦杰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消灭病毒

104 明京炫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松江实

验学校
密码大寻宝

105 盛子涵 上海市民办新竹园中学 红军长征

106 师嘉睿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

验中学
新冠病毒传播模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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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107

初中组

苏贝乐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中学 消灭病毒-守卫地球

三等奖

108 唐思宇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万科学校 科普-健康用水大作战

109 韦颖轩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时间管理器 v1.7.9

110 修诺亚 上海中学东校 人类的深度

111 徐曹予 上海青浦平和双语学校
起重机器人与钢栈桥智

能疏通方案

112 张涵硕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质数摘苹果程序

113 张文修 上海市致远中学 给我一条生路

114 张译文 上海市致远中学 上海垃圾分类小游戏

二、 Python创意编程

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1

初中组

Wang.

Winston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

际部
Wang Winston_黑白棋

一等奖
2 谭文翔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中学

Virtual To Do(任务事

件计划管理器)

3 高中组 徐思捷 上海南汇中学 Maze

4

初中组

马稚轩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数字归零炸弹

二等奖

5 瞿子涵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Pygame Mp3 Player

6 武轶夫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抗疫小英雄闯关答题游

戏

7 张 硕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Function_drawing

8 高中组 曹 东 上海市敬业中学 生命游戏

9

初中组

陈彦伯 上海青浦区协和双语学校 计算器

三等奖

10 黄絮丹 上海市致远中学 数学公式计算器

11 赖梓韬 上海市临港第一中学 Python 唯美屏保

12 刘奕煊 上海青浦区协和双语学校 吃豆人

13 罗畯煊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二中学 贪吃蛇

14 马晨昕 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 IA_calculator

15 申周焱 上海市闵行区莘松中学春申校区 凸透镜成像规律

16 周乐天 上海市致远中学 雪竹

17 高中组 刘家译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蚊香画画机

三、 Arduino智能设计

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1 小学组
徐霖风

叶羽扬
上海市徐汇区汇师小学

基于 Arduino 的校园智

能共享书箱 一等奖

2 初中组 陈逸明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智能路灯节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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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3 初中组 姜怀远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基于物联网的输液智能

监控
一等奖

4
小学组

陈肇泽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利用城市下水道废水发

电的绿色智慧能源系统

二等奖

5 陆田宇 上海市光新学校 智能安全提醒雨衣

6

初中组

丁浩然

唐子游
上海中学东校 智能人脸识别测温装置

7
刘思远

陈骁扬
上海临港实验中学 智能盲文打字机

8 杨硕嘉 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中学 拾色器

9
张乐君

张荣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

语学校

上海闵行万科双语学校

编钟与编程的碰撞

10 高中组
孙 婷

朱文涛
上海中学东校 智能点滴液位警报装置

11

小学组

江之源

戴楚浩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基于智能道钉的视觉盲

区来车预警系统

三等奖

12 沈天骐 上海市闵行区平阳小学
可通过语音语义控制并

识别天气的智能阳台

13 叶麟祉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智能排水管疏通装置

14

初中组

陈晓羲

陆家缘

上海市南汇实验学校

上海市南汇第四中学
防疫专用智能消毒衣柜

15 朴海燕 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嘉定校区
物联网泡菜盒和智能管

理系统

16 奚贝优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智能宠物养殖箱

17
严心桐

宋子墨
上海市南汇第四中学 智能感应无接触饮水机

18 翟子墨 上海市三新学校
汽车儿童被锁检测报警

装置

19 张淦宁 上海中学东校
智能交互地毯密码励志

闹钟

20 赵文俊 上海市梅陇中学
基于物联网的盲人生活

助手的实践研究

21 高中组
刘家好

田云泽
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

温室大棚环境智能检测

系统

四、 Micro:bit智能设计

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1 小学组 朱一玄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小学 智能物联网垃圾箱

一等奖
2 初中组 吴佳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智能超市货架补货提醒

装置

3 小学组 方亦周 上海市天馨学校 便携式乐谱自动翻页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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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4
初中组

吕钧陶

陈浩禾

上海协和双语学校

上海市天山初级中学
智能杯垫

二等奖

5 吴桐羽 上海协和双语学校 帕金森病人辅助杯

6 小学组 周钰程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桐小学 蚊子终结者

三等奖

7

初中组

刘宸楦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基于人工智能的进出门

提醒装置

8 陆越轩 上海市浦东外国语学校东校 智能尿不湿提醒器

9 项哲恺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

双语学校
智能呼吸机

五、 优秀指导教师奖

六、 优秀组织单位

序号 单位

1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2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学校

3 上海市致远中学

4 上海青浦区协和双语学校

5 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6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7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序号 姓名 单位

1 曹晓靓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2 傅 安 上海市临港第一中学

3 顾雪峰 上海华师大二附中民办紫竹双语学校

4 黄始湘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中学

5 冷继娟 上海市洋泾菊园实验学校

6 沈沁濛 上海市明珠临港小学

7 王海婕 上海市徐汇区汇师小学

8 邬隆潇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9 吴小敏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10 奚方圆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11 夏雪涛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中心小学

12 徐 超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小学

13 严 琛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14 严俊蕾 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

15 周宇迪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