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发明金奖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 殷昕瑜 磁电转换实验平台

2
江苏省南通中学、江苏省南通

第一中学
刘天晨、
范诗雨

废旧纺织品智能存储监管回收站

3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蒋正清、
李子木

活塞环快速安装夹具

发明银奖

1 南京市第一中学 姚天舜 残疾人鼠标

2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

业学校
李璨 电梯按键非接触式改装面板

3 江苏省扬州中学 陈淑敏 中风老人腿部康复训练器

4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唐润东、

周玺
电瓶车闯红灯自停控制装置

5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业学校
顾淼、李

磊
快递驿站包裹无接触消毒取件一体机

发明铜奖

1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韩沈祺、
沈俊琦

一种基于机器视觉垃圾分类计量装置

2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陈韵冰 走失老人智能救援系统

3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业学校
夏雨生、
施宇翔

复合型粉末材料恒温 3D 打印机

4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陈芃邑、

鲍凯
食品防过期（变质）提醒器

5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业学校
陈迎节、
胡正东

一种全自动铁道螺栓紧固助手

6 南京市第九中学 沈弋钧 基于电梯按钮的微改造无接触按钮

7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周马磊 厕所吸烟警示系统

8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周雨萱
电沉积法回收和再组装废旧的碱性锌锰

电池

9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中学 白宸宇
基于胶体电解质和胶体电极的新型柔性

电池



10 南京一中实验学校 吉锐 智能放映架

发明优秀奖

1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秦淮

科技高中
袁灿、吴

以涵
智能遮阳伞

2
江苏省南通中学、江苏省南通

第一中学
黄天宇、
陈嘉倪

高效简洁的防感染 3D 眼镜共享一体机

3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业学校
何文倩、

陆军
电梯轿门安全防滞留物检测装置

4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于兴江 禁烟区 AI 智能监督员

5 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何璇
一种文明健康使用公私筷（勺）的控制

系统

6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业学校
林滋润、

刘峰
医用恒温疫情防护隔离服

7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马鸿建 行车避障智慧眼

8
南通市小海中学、江苏省海门

中学
王泽庞、
陈晗月

智能化防感染座椅

9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业学校
顾兴宇、
杨明辉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高速公路中央绿篱修
剪机

10 江苏省兴化中等专业学校
姜浩、陈

忠健
树木保温层全自动缠绕机

11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钱何凯 以无人机为载体的负压式物料抓取装置

12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周锦仪、
解涵亦

语音辅助扔垃圾系统

13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刘满堂 轻松伴我行--安全手杖

14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张耀匀 智联交通云

15 江苏省泰州中学
陈景豪、
王子涵

公共区域突发事件监视报警一体装置

16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英杰东 一种多功能保健棍

创意银奖

1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胡心悦 一种便携式雨水净化器

创意优秀奖

1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汤钧元 一种小型雨水冲击式发电装置



人工智能金奖

1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杜义杰、
王君舞

危险速度驾驶识别取证与避险警告系统
【95】

人工智能银奖

1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杨一诺
一种教室空气质量监测及优化装置的设

计制作【90】

2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朱子健、
袁学亮

智能考勤管理系统的设计【84】

人工智能铜奖

1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朱毅扬、
胡敏敏

单人自主视力测量系统【80】

2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季学森、
陈芃州

智慧校园通【78】

3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果昕泽
一种适用于老年人的智能锅盖装置设计

制作【75】

4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张瑞、武

梦佳
基于 Arduino 技术的—智能停车管家设

计【74】

5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史函羽、
王苏维

智慧花乡—多功能智慧农庄设计【74】

人工智能优秀奖

1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孙晶晶、
胡嘉怡

一种基于 AI 识别技术的—智能博物馆
设计【72】

2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仲帅、陈

正
基于 AI 图像识别技术的——智慧快递

柜设计【68】

科技画银奖

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陈佳奕 秋收

2 泰州技师学院 唐睿文 科技美丽乡村

3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
学 张耀匀 未来世界，未来科技

4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
校 韩苏启 以科技赋能 共绘美丽乡村画卷

科技画铜奖

1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
学 王赟 未来之乡

2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
学 冯慧兰 科技振兴我的家



3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徐嘉怡 科技助力乡村

4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
学 侯雨萌 科技振兴美丽乡村

5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
学 龚艺玮 美丽新乡村

6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
校 陈俊屹 乡村振兴多元化 美丽乡村一幅画

科技画优秀奖

1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
学 鲁星怡 天空之城

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王洁 丰收

3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
学 余晓雅 5G 赋能

4 泰州技师学院 应铖涵 科技振兴美丽乡村

5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
校 汪梦凡 科技带来丰收喜悦

6 泰州技师学院 高敏 振兴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