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发明金奖
序
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扬州育才实验小学 张锦泽 一款可以 wifi 远程控制的逗猫系统

2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校 李珊晴 不用电的具有清洗功能的鱼缸吸污器

3 昆山高新区玉湖小学 魏鑫辰 万向省力螺丝刀

4 昆山市千灯中心小学校 顾锦逸 老年人辅助穿袜器

5
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属

小学
吴辰悦 智能 LED 树木标识牌

6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倪逸树 多功能口罩收纳盒

发明银奖

1 昆山高新区玉湖小学 荣靖童 白板笔自动充墨器

2 昆山高新区玉湖小学 李黛妍 记忆药瓶

3 昆山市培本实验小学 祁王滢 自动补水加湿器

4 沭阳县刘集中心小学
董依然、
李宜泽

一种可调节模式感应灯

5 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 王陈裕 房门快关防夹手装置

6 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 盛小圣 一款基于 Teensy 的可调温热成像仪

7 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 章梓航
一种电动车电池老化预警提示装置

（自制）

8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陈若熙 利用记忆合金发电装置

9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校 孙钰 办公桌隐形升降式储物架

10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薛韵泽、
王莀漪

发电机工作原理的演示装置

11 扬州沙口小学 窦子豪 可重复使用的高精度液体调料瓶/瓶盖

12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校 陈怡文 一种具有矫正坐姿功能的座椅



发明铜奖

1 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北区校 周轩羽 提高通行效率的人行道交通灯

2 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北区校 张楚诚 自动开合及定时除尘的钢琴键盖

3 扬州市育才小学 王煜涵 激光磁性多功能教学尺

4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 李紫尘 能够录音的会议话筒

5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新盛分

校
杨延东 一种可发电储能的跑步腰包

6 扬州市汶河小学 张昕瑶 一种自动洗手液按压装置

7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颜思瑶 野外重力发电装置

8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孟祥泽宣 防烫手烤箱烤盘

9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林周全 给爸爸的劝酒提醒领夹

10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 成思涵 节能速热取暖器

11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中心小学
蒋志远、

王添
手势触发电梯按钮

12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中心小学 张嘉禾 一款解放大人双手的带娃神器

13 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 王晟懿 一种电焊枪的节能防烫装置

14 昆山开发区实验学校 黄沐森 能节水提醒的马桶开关

15 扬州市汶河小学 邵彦博 水果分类秤

16 扬州市育才小学 张钧瀚 一种拉珠式窗帘自动化控制设备

17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新盛分

校
郭芯源 一种手持式热像仪

18 江阴市实验小学 刘韫熙 眼镜防护报警器

19 扬州市汶河小学 殷腾岳 一种小型全自动定量灌装设备

20 盐城市串场河小学 肖一琛 高灵敏进户门未关闭延时报警提示器

发明优秀奖

1 扬州市汶河小学 邵彦慈 共享口罩机



2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南通

市实验小学
韩至易、
周伽文

毛笔自动清洗装置

3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宋筱悠 一种便于翻面的组合平底锅

4 扬州市育才小学 蒋宇峰 一种兼具消毒消暑功能的伞

5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校 卢奕凯 一种投币式的公共座椅

6 宿迁市宿豫张家港实验小学 范瑀轩 可隐藏书架的办公桌

7 昆山市实验小学 朱奕达 可应答寻址的电视遥控器

8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小学
周添翼、
米奕帆

基于残疾人需求的厨房助手

9 昆山市花桥集善小学
吴俊豪、
张家银

一种内循环式防雾防疫护目镜

10 昆山市千灯中心小学校
顾俊琪、

徐腾
车顶应急求救警报器

11 昆山市实验小学
黄渊喆、
陈振轩

菜园自动浇灌与杀虫的装置

12 扬州市梅岭小学总校区 李源 帶休息功能的课桌椅

13 昆山市千灯中心小学校 张佳熠 残疾人专用智能展架

14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小学
闫冰 智能环保宣传垃圾箱

15 昆山市千灯中心小学校 熊子蕊 带定时把手的锅盖

16 江阴市花园实验小学 费楚迪 迪优自动清洗器

17 昆山高新区姜巷小学 胡俊熙 简易回声仪

18 昆山开发区晨曦小学 管昱诚
能徒手点亮灯（日光灯、LED 灯）的新

型装置

19 昆山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徐炜博 太阳能自动巡航打捞污染物收集船

20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 许致远 一种减轻人体伤害的电烙铁

创意银奖

1 沭阳县刘集中心小学
黄楷栋、杨

雯杰
教室节能系统

创意铜奖

1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袁皓宇、陆

翊铭
一种雨水收集循环利用系统控制装置



编程金奖

1 昆山市花桥徐公桥小学 张子祺 基于深度学习的学习习惯培养装置

编程银奖

1 常州市冠英小学 蔡沁颖 一种公共区域用餐服务提醒装置

2 昆山市陆家镇菉溪小学
戴钟轩、
徐炳奕

智能交通控制器

3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小学
薛诗颖 词性识别小助手

编程铜奖

1 昆山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杜嘉澍 超市防疫门禁

2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小学部 张展睿 小精灵打字通

3
扬州市东关小学、扬州育才实验

学校
盛艾彬、
陈思衡

智能控电门锁

4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曾博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5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小学
李博文 基于物联网的多功能家用智能盒

编程优秀奖

1 沭阳县刘集中心小学
吴子璇、
姜靖楠

清洁运输机器人

2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赵天驰 抗疫战争 V1.0

科技画金奖

1 南外仙林分校（燕子矶校区） 张珈晟 生态循环工厂

2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刘羽瑞 科技振兴美丽乡村

科技画银奖

1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徐子桐 极端天气收集器

2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徐子珂 现代科技新农村

3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 蔡高瓴 智慧山谷



4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张珺皓 未来的世界

科技画铜奖

1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章珺怡 乡村梦

2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张俊赫 乡村振兴

3 昆山市实验小学 赵铭骏 橙澈·生态

4 昆山昆城外国语学校 金辰 科技兴农，禾下乘凉

5
昆山市陆家镇菉溪小学（沙

葛校区）
宋燚男 美丽“新”农村

6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沈昀希 未来世界 2050

科技画优秀奖

1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光乐璇 科技创造绿色乡村

2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陈可佳 科技改变未来

3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周士涵 科技振兴农村

4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许天熙 认养一棵树，振兴乡村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