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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上海市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拟获奖名单 
一、 Scratch 创意编程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1 边子竣 上海市新港中学 疫情下的生活日常 

一等奖 

2 丁笑语 上海市育才初级中学 迷宫——记忆大挑战 

3 丁智宸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井底之蛙 

4 胡东昊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初中生错题题库 

5 马奕铭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追寻宝石 

6 彭馨羽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 
夕阳红老年人智能手机学习

机 

7 沈彦然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了不起的青蛙 

8 王了一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小小头盔作用大 

9 王梓瑞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重返太空 

10 詹斯为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胜利从伟大的长征走来 

11 赵云皓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一笔画 

12 祝吉祥 上海市进才中学东校 祝福您我的党我的大中华 

13 曹瑞阳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外国语小学 建党百年星耀航天 

二等奖 

14 高语祥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百年修筑金融梦 

15 胡睿桉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B区 争当爱护水资源小使者 

16 黄震烨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上海红色景点科普 

17 焦子言 上海市北海中学 科学小实验 

18 赖文舒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平临港小学 抗美援朝——金刚川 

19 李炳灿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足球世界大百科 

20 李苏越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附属学校 中国航天史 

21 林晋如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 小树成长记 

22 刘天元 上海市徐汇区求知小学 
三十年西海固，扶贫致富奔

小康  

23 卢  悠 上海市浦东新区梅园小学 
建党 100 周年——人们的生

活 

24 陆麒至 上海市民办交华中学 指令闯关 

25 戚瑞洋 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小学部) 带你回家 

26 沈颐轩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小小红军——秒懂 3D 打印 

27 盛晔洋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

学校 
大美中国 

28 王秉卿 上海市临港第一中学 二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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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王惟骁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武松打虎 

二等奖 

30 吴瀚辰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第一小学 水往高处流 

31 吴宜轩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跳舞女孩 

32 徐思远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三手烟的危害 

33 徐悦辰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星辰大海——中国航天 

34 杨宇轩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

校花园分校 
神舟十二号逐梦太空 

35 叶青澄 上海市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中学 
报告！中国空间站天和号介

绍 

36 张沐恩 上海市致远中学 飞花令 

37 张哲源 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中国春苗 

38 赵誉琅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平临港小学 地底探险记 

39 朱宇阔 上海市致远中学 神奇的开关 

40 陈俊颖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小学 升空气球火箭 

三等奖 

41 陈星宇 上海市洋泾菊园实验学校 系统 

42 程云祺 上海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红船拼图 

43 崔晟睿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人体细胞知多少？ 

44 方飞砚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经纬实验学校 新手上路 

45 郝重勋 上海市黄浦区曹光彪小学 红色传承 

46 黄陆楠 上海市黄浦区徽宁路第三小学 洋流与海洋垃圾污染 

47 李昊童 上海市田林第三中学 奋斗百年路 起航新征程 

48 李易非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秘密任务 

49 刘晶滢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科普中国五大最高荣誉勋章 

50 刘治言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远古纪元大探秘 

51 陆韬涛 上海市黄浦区曹光彪小学 暑假安全——非机动车篇 

52 彭雷喻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疫苗是如何保护我们的 

53 钱奕君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高楼着火 

54 石曼豫琳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北校区 不忘历史 

55 汤玉馨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抗疫奋斗记 

56 唐志涵 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 流浪星球 

57 童宇辰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杀毒战机珍藏版 

58 汪铂峻 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 百年峥嵘岁月 

59 王浩博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平临港小学 疫苗大作战 

60 王恒睿 上海市复旦中学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1 王湫远 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第一小学 红色愚园路 

62 王祯玥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小学 六步洗手法，防疫你我他 

63 翁荣浩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语实验小学 战胜病毒喜迎建党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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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徐曹予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起重机器人与钢栈桥智能疏

通方案 

三等奖 

65 徐向未 上海市浦东外国语学校东校 舒尔特方格 

66 徐逸宣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长征 

67 许梵鸣 上海市风华初级中学 3D 立体绘图 

68 姚天衡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魔术纸条——莫比乌斯环 

69 张逸轩 上海市民办交华中学 智能时代 逐梦成长 

70 张宇喆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 你好火星 

71 张倬赫 上海市黄浦区曹光彪小学 勇夺物资 

72 周弈昕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大禹治水 

73 周子涵 上海市西延安中学 ZZHOS 

74 朱狄欣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红军长征 

75 朱文政 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 
新能源汽车移动充电系统

Scratch 动画演示 

76 朱艺博 上海市田林中学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知

识大学习 

 

二、 Python 创意编程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1 陈上若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党史知识学习工具 

一等奖 2 王炳皓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周浦中学 信标解码 

3 王宇宸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临港外国语学校 电路模拟器 

4 池玮铖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疯狂打字王 

二等奖 

5 沈心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东校 健康小助手 

6 王以勒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超级屏保 

7 张彧之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

学校 
古诗词连字成句 

8 何俊亨 上海中学国际部 Guessing Games 

三等奖 

9 刘步凡 上海市光明初级中学 探取地下宝藏 

10 钱墨言 上海民办位育中学 超市助手 

11 轩子皓 上海中学东校 撷花赋 

12 张子昕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

学校 
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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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算法编程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陈伽瑀 上海嘉定世界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2 陈钧陶 上海协和双语高级中学（古北校区） 

3 程乐平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4 金子翔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5 李奕宋 上海市松江区第七中学 

6 林瑞恒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小学 

7 邱语桐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实验小学 

8 施  博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9 奚瑞阳 上海市七宝中学附属鑫都实验中学 

10 夏路远 上海市宝山区第一中心小学 

11 许嘉铖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12 叶栩铭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学校 

13 张智桐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14 周千翔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15 白家祺 上海市实验学校 

二等奖 

16 曹沐阳 上海外国语大学苏河湾实验中学 

17 曾厚霖 上海松江区第七中学 

18 陈聪乐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 

19 陈君昊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20 陈钟浩 上海市宝山区广育小学 

21 丁一晨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实验小学（藿香校区） 

22 杜思纬 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 

23 顾毓宸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24 胡恒嘉 上海市民办上宝中学 

25 黄承毓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 

26 黄靖轩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 

27 姜昕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初级中学 

28 李天翔 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 

29 李裕州 上海市西南模范中学 

30 梁峻诚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中学 

31 林敬哲 上海市第四中学 

32 刘璐赫 上海市民办上宝中学 

33 陆星恺 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 

34 濮晓斌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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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钱墨言 上海民办位育中学 

二等奖 

36 王思涵 上海市莘城学校 

37 韦博瀚 上海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 

38 薛博文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B区 

39 杨本烨 上海市昆明学校 

40 杨敬弘 上海外国语大学静安外国语小学 

41 杨  熹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附属学校 

42 姚昱宸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43 叶宇宸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44 印  睿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45 张宸琳 上海市民办上宝中学 

46 张嘉铖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东校 

47 张  硕 上海市松江区第七中学 

48 张智皓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49 朱睿宸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50 安  逸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三等奖 

51 蔡弈凡 上海市娄山中学 

52 曹家荣 上海市澧溪中学 

53 柴树楠 上海延安初级中学 

54 陈志翔 上海市中国中学 

55 陈梓方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 

56 陈紫阳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实验小学 

57 邓陈珞 上海民办杨浦凯慧初级中学 

58 丁钰潇 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 

59 冯嘉约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60 高  忻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 

61 高郁轩 上海松江区第七中学 

62 龚  橙 上海市民办上宝中学 

63 顾堪予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 

64 郭舒翊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桐小学 

65 韩相浩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66 何智悦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67 贺佑骅 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 

68 姜乐阳 上海市市北初级中学 

69 金诚俊 上海市民办上宝中学 

70 李露菲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71 李天皓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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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李云卓 上海市澧溪中学 

三等奖 

73 李振宁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 

74 林子涵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75 刘希贤 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东滩学校 

76 刘一达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A区 

77 毛纳明 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 

78 毛瑞杰 上海市市北初级中学 

79 阮可夏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80 申  诚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81 沈如章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小学 

82 宋  骁 上海市洋泾菊园实验学校 

83 孙若云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84 孙舒行 上海市三门中学 

85 孙志严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86 王麒轩 上海市实验学校南校 

87 王旭轩 上海市闵行区莘松中学 

88 王逸磊 上海市曲阳第二中学 

89 吴璟安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90 武铭昊 上海市松江区第七中学 

91 夏伟倚 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 

92 肖  赫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93 徐晔杨 上海市民办位育中学 

94 薛焯月 上海市徐汇区逸夫小学 

95 杨秉心 上海民办华二浦东实验学校 

96 杨子轩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小学 

97 姚  望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98 叶思睿 上海市民办上宝中学 

99 尹秋权 上海市松江区第七中学 

100 尹潇童 上海市文来中学 

101 张宸玮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 

102 张洪铭 上海市西南模范中学 

103 张乐源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104 张雨萌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105 张子栋 上海赫德双语学校 

106 郑达文 上海民办张江集团学校 

107 朱泓羽 上海市民办上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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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rduino 智能设计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1 陈思哲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附属初

级中学 

零接触电梯外按钮智能辅助

装置 
一等奖 

2 聂宇轩 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 多功能晾衣架 

3 俞虹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A 区 不伤人的智能防撞停车枉 

4 
陈肇泽 

江之源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

学校 

基于 RFID 技术的大车转弯

盲区预警装置 

二等奖 

5 
谭欣韵 

蒋加信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 

上海市实验学校国际部 
智能作业盒子 

6 
徐霖风 

叶羽扬 

上海市徐汇中学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基于 Arduino 的智能取奶小

助手 

7 
张天铧 

曾雅铄 
上海市延河中学 多功能路灯雨棚 

8 张影清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育才小学 智能翻谱器 

9 周  默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B区 
基于 Arduino 的停车场空位

指示装置 

10 
贾伊诺 

陆芷兰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基于语音识别和手机应用无

接触电梯按键装置 

三等奖 

11 
陈逸明 

蒋加许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上海中学国际部 
智能课桌 

12 陈昱廷 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 
语音识别的桌下自动分类抽

屉 

13 郭义迪 上海市青云中学 一种智能把手清洁消毒装置 

14 
胡馨丹 

夏尔馨 
上海市临港第一中学 

植物管家——基于物联网的

养植辅助系统 

15 黄子炫 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第一小学 智能禁烟器 

16 陆申湉 上海长宁区威宁小学 智能防疫装置 

17 邵雨宸 上海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醒神台灯 

18 沈轩舟 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 智能食物储存罐 

19 王舜淇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平实验小学 车内儿童防滞留警报器 

20 吴沛寰 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 
基于压力传感器的可卷被强

制起床闹钟 

21 吴未杰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学校 智能煤气泄漏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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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Micro:bit 智能设计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 奖项 

1 李梦唐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

学校 
口罩智能卫士 一等奖 

2 高  榕 上海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智能驾车疲劳警示器 
三等奖 

3 朱一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智能物联网门禁 

 

六、 智慧生活主题挑战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胡兆荣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桐小学 
一等奖 

2 王亦轩 上海市嘉定区宝翔幼儿园 

3 董昱辰 上海徐汇区民办吉的堡新汇幼儿园 

二等奖 

4 黄亦诚 上海童的梦艺术幼儿园 

5 刘昱昕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6 沈宇桐 上海徐汇区民办吉的堡新汇幼儿园 

7 杨炎语 上海市浦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8 陈  果 上海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等奖 

9 马昱皓 上海市闵行区鹤北小学 

10 申心澄 上海徐汇区民办吉的堡新汇幼儿园 

11 王露若 上海培仁教育 

12 赵淳林 上海市虹口区星贝幼儿园 

13 周柏麟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 

 

七、 百年荣光主题挑战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李晨羿 

孙 焱 

贾泽轩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外国语小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明珠小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外国语小学 
一等奖 

2 徐彭悦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3 姜鉴倍 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实验学校 

二等奖 

4 厉馨蔚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宏文学校 

5 彭钟阅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6 沈俊宇 上海市徐汇区东二小学 

7 沈义杰 上海市静安区第二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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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佳泓 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 

三等奖 

9 郭芷瑄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实验小学 

10 沈逸祺 上海市长宁区绿苑小学 

11 王汉涛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12 王丝雨萌 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实验学校 

13 
许英昊 

王若彤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14 
仲  毅 

齐  郝 
上海市金鼎学校 

 

八、 优秀指导教师奖 

序号 姓名 单位 

1 袁  霞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 张美莲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 

3 沈沁濛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4 顾雪峰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学校 

5 邬隆潇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6 黄思仪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7 姜雨婷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九、 优秀组织单位 

序号 单位 

1 上海市民办上宝中学 

2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3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学校 

4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5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临港小学 

6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7 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第一小学 

8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