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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小学组 

序

号 
地市 姓名 作品名称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奖级 

1 杭州市 余快、姜以恒 
一种新颖单摆科学实

验装置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唐澍 一等奖 

2 杭州市 赵文皓、吕屹帆 智慧蚂蚁森林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听涛

小学 
裘炯涛 一等奖 

3 杭州市 申涵岳、张再可 智能钥匙包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小学

部 
韩华珍 一等奖 

4 杭州市 葛烁怿、邢知言 探月轨道模拟系统 杭州维翰学校 钟晓军 一等奖 

5 杭州市 陆原、刘容鑫 智能垃圾分类器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葛海燕 一等奖 

6 宁波市 詹译淞、施静微 智能头盔安全系统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王晓珍 一等奖 

7 台州市 吴澄皓、陈奕帆 硬币分拣机器人 临海市大洋小学 章明干 一等奖 

8 杭州市 顾冲、励施佑 红领巾急救箱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韩华珍 二等奖 

9 杭州市 章宸睿、梁策 立定跳远踩线检测器 杭州市金成外国语小学 杨林 二等奖 

10 杭州市 杨云琪、李云清 多功能近视提醒仪 杭州市学军小学 方慧青 二等奖 

11 宁波市 秦墨涵、董济源 
落地式儿童智能晾衣

架 
宁波市奉化龙津实验学校 秦维超 二等奖 

12 宁波市 徐铭泽、宋佳时 追光者之养花助手 
宁波市奉化区岳林中心小

学 
秦维超 二等奖 

13 宁波市 杨一航、蓝轩 中药房智能发药抽屉 宁波市居敬小学 秦维超 二等奖 

14 温州市 王子聪、胡宸豪 智能存钱罐 温州市瓦市小学江滨校区 王丁于 二等奖 

15 绍兴市 吕帷楷、钱泽森 共享宠物小屋 绍兴市海亮外国语学校 宣航可 二等奖 

16 金华市 郑一诺、黄逸轩 智能骑行头盔 浦江县龙峰国际学校 隋砚丹 二等奖 

17 衢州市 尤越、潘昶安 智能储钱罐 衢州市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方信胜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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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地市 姓名 作品名称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奖级 

18 台州市 徐可、王泰棋 

基于 GPRS 和物联网

平台的校园电子气象

站 

仙居县实验小学 徐建锋 二等奖 

19 杭州市 段如伊、姚闻轩 师生的神器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 李冬融 三等奖 

20 杭州市 俞晨昊、戴泽宇 NBA 训练场 杭州市人民小学 王理红 三等奖 

21 杭州市 鲍煜、杨弘毅 智慧庄园 
杭州市学军小学紫金港校

区 
曹琴芳 三等奖 

22 杭州市 金芷萱、赵柯淇 体育老师的神帮手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教育集

团 
李冬融 三等奖 

23 杭州市 陈朔、赖宋宇 电梯禁烟器 杭州市新城实验小学 沈月红 三等奖 

24 杭州市 耿霁馨、汤子毅 人脸识别系统 杭州市滨兴学校 王春鹏 三等奖 

25 杭州市 于恩泽、辛佳怡 阿波罗号太阳车 杭州市留下小学 于爱华 三等奖 

26 杭州市 胡天予、林铂望 智能保险柜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唐澍 三等奖 

27 杭州市 季璐嘉、姚优扬 便携式身高测量帽 杭州市文澜小学 顾艳霞 三等奖 

28 杭州市 余锦帅、潘帝文 
校园智能浇灌遥控小

车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徐一雯 三等奖 

29 宁波市 郑果、佳森 
迎送阳光，儿童房智

能窗帘 

宁波市奉化区岳林中心小

学 
秦维超 三等奖 

30 宁波市 汪雨衡、徐晗煖 英语课堂抢答答题器 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学 秦维超 三等奖 

31 宁波市 沈煜昊、徐沁雅 
智能雨水感应遥控关

窗器 
宁波市居敬小学 秦维超 三等奖 

32 宁波市 张智睿、江顺楠 
管家小能手---遥控

锁 

宁波市奉化区龙津实验学

校 
秦维超 三等奖 

33 绍兴市 梁帅炳、郦炘晨 闯红灯警示装置 绍兴市海亮小学 楼姬琼 三等奖 

34 衢州市 邹同钰、郑澍 智能课桌系统 衢州市实验学校菱湖校区 沈俊星 三等奖 

35 台州市 王语婧、徐宁声 留言机 临海市大洋小学 章明干 三等奖 

36 台州市 洪昊宸、徐佳迪 小便池自动冲洗器 临海市大洋小学 章明干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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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杭州市 孙棉怡、顾雨泽 智慧铅笔盒 杭州市三墩小学 陈文佳 优秀奖 

38 杭州市 刘恩鸿、吴欣泽 
近视预防与学习监督

小助手 

杭州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

学 
蒋韵 优秀奖 

39 杭州市 郑金妍、左度 爬窗防盗报警器 杭州市文理小学 李卓红 优秀奖 

40 杭州市 陈柏文、徐匡宏 地铁开关门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唐澍 优秀奖 

41 宁波市 张可人、吴孝栋 厨房烟火提醒系统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实验小

学 
陈洪秀 优秀奖 

42 宁波市 黎梓宸、贺奕天 神奇的超声波感应门 宁波市海曙中心小学 李文慧 优秀奖 

43 绍兴市 郑家隽、洪奕程 
一种黑暗环境下的工

作手套 
绍兴市天马学校 汪澍琦 优秀奖 

 

 

中学组 

序

号 
地市 姓名 作品名称 所在学校 辅导教师 奖级 

1 台州市 章亦承、胡泽木 陪伴机器人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章明干 一等奖 

2 宁波市 吴文韬、周斌辉 
移动式户外智能晾衣

架 
宁波市江口中学 秦维超 二等奖 

3 绍兴市 张文宇、张弘弢 智能排队专用座椅 绍兴市海亮高级中学 黄龙青 二等奖 

4 杭州市 沈舒涵、陈扬 头盔提醒器 杭州市行知中学 潘唯一 三等奖 

5 杭州市 柴思漫、周晔 

让留守儿童背影发光

的 LOVE 智能体感书

包 

杭州市建兰中学 金敏 三等奖 

6 绍兴市 汪弘炜、高思远 多功能智能型晾衣机 绍兴市海亮实验中学 程超 三等奖 

7 杭州市 董既永、南赫 
户外日照时长智能计

测器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

校 
崔卜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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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宁波市 王吉蓉、叶佳瑜 
学生用自动调光智能

台灯 
宁波市江口中学 秦维超 优秀奖 

9 绍兴市 颜新悦、刘浩宇 智能型倒水装置 绍兴市海亮实验中学 董森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