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四川省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获奖名单（图形化小学II组）

序号 获奖等级姓名 年级 辅导教师 学校 地市 作品名称
1 一等奖 马颢轩 五年级 高婷 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 成都市 消灭病毒大作战
2 一等奖 杜尚席 五年级 李静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 成都市 一本科普书
3 一等奖 刘弘毅 四年级 彭泽宇 言图灵成编程体验中心 成都市 知识百科
4 一等奖 赵芸萱 六年级 段六燕 内江市市中区天立学校 内江市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5 一等奖 董浩宇 六年级 温思翔 编程猫绵阳体验中心 绵阳市 打字练习器
6 一等奖 蒲东阳 四年级 彭泽宇 言图灵成编程体验中心 成都市 知识百科
7 一等奖 蒋煜睿 五年级 蒋彪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豆子历险记
8 一等奖 胡丽 六年级 万旭 成都东部新区壮溪小学 成都市 学霸养成记
9 一等奖 许嘉恬 四年级 林强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成都市 认识昆虫
10 一等奖 温昊天 六年级 胡珂 成都乐博乐博双楠校区 成都市 模拟练习题库
11 一等奖 李羿霖 五年级 杨仕杰 自贡衡川实验学校 自贡市 太阳系模型
12 一等奖 车沛霖 五年级 郑德超 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垃圾分类
13 一等奖 李汝辰 四年级 肖麟亮 成都乐博乐博宁夏街校区 成都市 图形化创意编程项目
14 一等奖 丁柯予 六年级 邱华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 温度计使用练习
15 一等奖 王泺尧 五年级 何军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达州市 平面几何图形
16 一等奖 刘智鹏 六年级 张茜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成都市 单词测试软件
17 一等奖 夏屿瑶 四年级 邱华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 静电体验
18 一等奖 丘湘丽 六年级 刘谋恒 都江堰市中兴学校 成都市 洲际管道高速列车
19 一等奖 龙俊欣 五年级 易海陵 武胜县城南小学校 广安市 指法练习软件
20 一等奖 张誉书 五年级 许明根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藏在地图里的亚洲地理
21 一等奖 赵鸿瑞 五年级 董强 德阳市第一小学校 德阳市 鸡兔同笼
22 一等奖 姜哲轩 六年级 骆晓祥 成都实验小学战旗分校 成都市 病毒来了
23 一等奖 刘熹臻 四年级 曾晓萍 内江市市中区天立学校 内江市 我为环保做贡献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24 一等奖 王子衿 四年级 李静 西南交通大学子弟小学 成都市 无限
25 一等奖 张安贝 五年级 邓芳，  魏敏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图形化创意编程
26 一等奖 王昕杰 六年级 孙崇德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成都市 大战新冠-王昕杰
27 一等奖 罗涵月 四年级 汪蒙婭 成都市海滨小学校 成都市 疫情来
28 一等奖 贯唐张 五年级 李柯鸣 广元天立国际学校 广元市 图形化创意编程
29 一等奖 周皓轩 四年级 王蒙蒙 成都市高新区芳草小学 成都市 海洋中的三大霸主



30 一等奖 袁琳虹 五年级 刘忠 成都天府新区第五小学 成都市 English time
31 一等奖 王婧涵 五年级 黄燕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内江市 田忌赛马
32 一等奖 刘懿轩 六年级 饶霞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广安市 消灭病毒（射击）
33 一等奖 方皓宇 四年级 王蒙蒙 成都市高新区芳草小学南区 成都市 恒星的一生
34 一等奖 李彦希 四年级 邱华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 任意多个数中的最大和最小值求和
35 一等奖 尚禹辰 六年级 孙崇德 韦伯双语机器人教育苏宁教育中心成都市 病毒传播模拟器
36 一等奖 王屹棕 五年级 杨柳 内江市市中区天立学校 内江市 我爱你中国
37 一等奖 刘汶鑫 五年级 温思翔 编程猫绵阳体验中心 绵阳市 打字练习器
38 一等奖 唐堇霏 四年级 易婷 成都天府新区第四小学 成都市 创意编程
39 一等奖 许睿瑶 四年级 王道萍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魅力四川
40 一等奖 陈睿涵 四年级 温思翔 编程猫绵阳体验中心 绵阳市 打字练习器
41 一等奖 陈青山 四年级 曾晓萍 内江市市中区天立学校 内江市 我爱你中国
42 二等奖 谭雨泽 五年级 曾鑫 成都乐博乐博机器人高新校区 成都市 高空抛物的危险
43 二等奖 赵睿 六年级 刘春香 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 文明新风尚
44 二等奖 董瑞希 四年级 宋宇翔 成都天府新区第四小学 成都市 创意编程
45 二等奖 杨顺杰 六年级 刘鸿斌，刘蓉 德阳市实验小学校 德阳市 实用小工具1(计算器）
46 二等奖 刘翌贤 四年级 李静 谕亭小学 成都市 防控疫情，从我做起
47 二等奖 张子成 五年级 马君 雅安市名山区蒙顶山实验小学 雅安市 森林食物链-1
48 二等奖 蒋镇洋 六年级 邱天 德阳市第一小学校 德阳市 开心垃圾分类2.0
49 二等奖 李可 四年级 钟智勇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创意编程
50 二等奖 宋宇宸 四年级 王道萍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质数判断器
51 二等奖 吴雨泽 六年级 钱岩 成都市锦江区盐道街小学东区 成都市 打字游戏
52 二等奖 文艾山 五年级 张祖航 成都乐博乐博宁夏街校区 成都市 防疫大作战
53 二等奖 张润夏 四年级 林强 成都市棕北小学 成都市 多功能计算器
54 二等奖 张思毅 六年级 万旭 成都东部新区壮溪小学 成都市 学霸养成记
55 二等奖 张子杰 四年级 张云丽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内江市 植物生长
56 二等奖 龚金巧 五年级 毛盾 乐至县城西小学校 资阳市 蔬菜闯关
57 二等奖 李铭泽 五年级 刘忠 成都天府新区第五小学 成都市 跑酷
58 二等奖 江俊希 五年级 田玲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绵阳市 八大行星
59 二等奖 吴桐宇 四年级 甘宁 达州达川区实验小学 达州市 唱片机
60 二等奖 何佩昀 六年级 林强 金沙小学 成都市 宜居星球
61 二等奖 黎蕊彤 五年级 张振兵 成都市行知实验小学 成都市 坦克大战-抗疫
62 二等奖 黄昱程 四年级 易婷 成都天府新区第四小学 成都市 抗疫大闯关



63 二等奖 刘润哲 六年级 钱岩 成都市锦江区盐道街小学东区 成都市 消灭病毒
64 二等奖 朱真佑 六年级 张茜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成都市 口算练习软件
65 二等奖 马若彤 六年级 邱华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 电话费计算器
66 二等奖 吴传辰 六年级 胡嘉辰 乐博乐博龙舟路校区 成都市 彩笔画图
67 二等奖 田席键 四年级 彭玉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资阳市 接单词游戏
68 二等奖 何坤宇 四年级 李涛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绵阳市 机智小青蛙旅行记
69 二等奖 刘乾麟 六年级 曾鑫 成都乐博乐博机器人高新校区 成都市 回顾疫情
70 二等奖 黄晨现 四年级 李龙 内江市市中区天立学校 内江市 清理海底垃圾
71 二等奖 唐梦瑶 六年级 张振兵 成都市行知实验小学 成都市 垃圾分类
72 二等奖 曾艾影 四年级 邢影 编程猫成都高新区清凤时代城校区成都市 舒尔特方格
73 二等奖 石麒民 四年级 赖老师 成都市海滨小学校 成都市 病毒大战
74 二等奖 黎柏林 五年级 吴伟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达州市 新的作品-5
75 二等奖 曾一飞 五年级 陶春梅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上东学校 成都市 消灭病毒大作战
76 二等奖 周俊贤孙嘉辰六年级 张元文 八小金兰学校 达州市 打新冠
77 二等奖 陈奕辰 四年级 王蒙蒙 成都锦江外国语小学 成都市 陈奕辰
78 二等奖 柏胜文 五年级 罗稀文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 达州市 弹跳板
79 二等奖 石一轩 四年级 刘艺 大竹县川师大附属实验学校 达州市 消灭字母
80 二等奖 李竑桥 五年级 师德娟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 达州市 通天塔-我是口算王
81 二等奖 郑泽博 五年级 董强 德阳市第一小学校 德阳市 垃圾分类
82 二等奖 苟源 五年级 李根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达州市 信息加密解密
83 二等奖 何炳其 六年级 林强 金沙小学 成都市 海底动物园
84 二等奖 李冉颜 四年级 曾鑫 成都乐博乐博机器人高新校区 成都市 保护环境
85 二等奖 江欣宇 五年级 张友科 菱窠路小学 成都市 消灭病毒
86 二等奖 陈啟 六年级 刘老师 德阳市实验小学校 德阳市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87 二等奖 何俊熙 四年级 刘鸿斌 德阳市实验小学校 德阳市 垃圾分类我能行
88 二等奖 周宜凡 五年级 彭浩 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日食和月食的形成
89 二等奖 陈子新 五年级 罗家舒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成都市 化学实验室
90 二等奖 袁雨墨 四年级 曹磊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 达州市 超声蝠闯关
91 三等奖 宋晟灏 五年级 侯晓丹 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小学校 成都市 陨石坠落
92 三等奖 张徐浩 四年级 刘鸿斌老师 德阳市实验小学校 德阳市 新型扫地机
93 三等奖 吴为 四年级 罗文静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内江市 沙漠绿化
94 三等奖 黎睿鑫 五年级 杨仕杰 自贡衡川实验学校 自贡市 孙悟空闯关
95 三等奖 刘淇 五年级 熊玲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达州市 2维飙车{1.0版本}



96 三等奖 潘仁杰 六年级 李艳 广元天立国际学校 广元市 垃圾大战
97 三等奖 朱含乐 四年级 林强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成都市 汽车预测风险模拟
98 三等奖 罗君昊 五年级 王建国 乐至县校外活动中心 资阳市 飞机大作战
99 三等奖 印浩瀚 六年级 张世伟 航向学校 资阳市 lajifen

100 三等奖 林子钦 四年级 马赛男 绵阳市富乐实验小学 绵阳市 追逐奶酪
101 三等奖 白明玉 五年级 汪亚琼 新津区实验小学 成都市 地下能源超级矿工
102 三等奖 丁世洋 四年级 冯然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绵阳市 地球保卫战
103 三等奖 侯润心 五年级 莫洋阳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成都市 战疫
104 三等奖 沈依一 五年级 马君 雅安市名山区蒙顶山实验小学 雅安市 雪地冒险
105 三等奖 冯鑫浩 四年级 何勇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达州市 图形化编程
106 三等奖 熊俊杰 六年级 侯莎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达州市 超级抽奖机
107 三等奖 江雨馨 五年级 张娜 航向学校 资阳市 消灭病毒-1
108 三等奖 黄奕乐 四年级 王鑫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上东学校 成都市 小弹球
109 三等奖 王希颜 四年级 王鑫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上东学校 成都市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1
110 三等奖 赵祎睿 五年级 马君 雅安市名山区蒙顶山实验小学 雅安市 疫情下的网络升旗仪式
111 三等奖 陈国诚 六年级 彭浩 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小球跑酷
112 三等奖 董琨瑺 四年级 李静 成都市石笋街小学 成都市 太空任务
113 三等奖 帅映焓 四年级 张茜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成都市 冒险寻宝游
114 三等奖 511621200904012891六年级 田荣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校 成都市 消灭病毒
115 三等奖 梁雨馨 六年级 刘社春 攀枝花市第十八中小学校 攀枝花市 虚拟摇杆-冲啊坦克
116 三等奖 冷思辰 五年级 何贤杰 雁江七小 资阳市 电子画板
117 三等奖 邓骁 五年级 李家英，谢琳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资阳市 牛顿卷轴-邓骁
118 三等奖 王柯又 六年级 钱岩 成都市锦江区盐道街小学东区 成都市 虚实太空
119 三等奖 程俊宏 五年级 罗勇 岳池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广安市 保卫苹果
120 三等奖 周哲涵 五年级 王建国 乐至县校外活动中心 资阳市 植物大战僵尸
121 三等奖 罗马雅慧 六年级 杨涛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绵阳市 滚石头-2020
122 三等奖 王辰志 六年级 黄杨 简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资阳市 传说之下
123 三等奖 陈翱宇 六年级 陈明波 达州市河市镇中心小学 达州市 数学游戏
124 三等奖 谢天皓 五年级 易海陵 武胜县城南小学校 广安市 探索四季的成因
125 三等奖 皮宇轩 六年级 田荣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校 成都市 last ink（最后的墨水）
126 三等奖 周靖焜 五年级 吕旭昱 泸定桥小学 甘孜藏族自治州疫情防卫战
127 三等奖 郝爽 五年级 曹磊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 达州市 武汉加油
128 三等奖 吴珂馨 四年级 刘平 安岳县岳阳镇小学 资阳市 消灭病毒



129 三等奖 彭超 五年级 林红 达州市天立学校 达州市 滑雪大作战
130 三等奖 陈柯翰 五年级 王彦聪 成都乐博乐博九里堤校区 成都市 彩笔画图
131 三等奖 张家铭 六年级 罗小明 遂宁市青少年宫 遂宁市 忍者大战
132 三等奖 何浩祥 四年级 曹凤英 绵阳市富乐实验小学 绵阳市 音乐少年
133 三等奖 孙乾元 四年级 刘洪斌、罗英 德阳市实验小学校 德阳市 小蝌蚪找妈妈
134 三等奖 林夏 四年级 洪梅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达州市 计算器
135 三等奖 周睿祺 六年级 田荣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校 成都市 打击病毒
136 三等奖 朱俊锋 五年级 无 德阳成都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德阳市 图形化创意编程
137 三等奖 周子涵 五年级 侯桂超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 达州市 取餐机（改编版）
138 三等奖 郑晨瑞 六年级 彭浩 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红包
139 三等奖 刘雨君 四年级 龙洋 安岳县启明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资阳市 获取疫苗2
140 三等奖 袁泽 五年级 廖丽君 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画国
141 三等奖 王文琦 六年级 蹇若莹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达州市 像素英雄
142 三等奖 杨云超 六年级 廖丽君 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清除垃圾
143 三等奖 范思甜 六年级 董雯雯 成都市海滨小学校 成都市 熊猫吃竹子
144 三等奖 黄逸恒 五年级 郭忠雷，廖秀利宜宾市中山街小学校 宜宾市 防护病毒
145 三等奖 张君向 四年级 罗稀文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 达州市 家庭传说
146 三等奖 李晨齐 五年级 黄利慧 成都天府新区籍田小学 成都市 图形化创意编程
147 三等奖 卢俊蒽 六年级 彭浩 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植物大战僵尸
148 三等奖 沈文翼 五年级 粟伟 川大附小东山学校 成都市 拯救行动
149 三等奖 舒一钉 五年级 陶春梅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上东学校 成都市 消灭病毒
150 三等奖 李汶奥 六年级 张建春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图形化编程
151 三等奖 倪瑜 六年级 刘社春 攀枝花市第十八中小学校 攀枝花市 阿短快跑
152 三等奖 徐子杰 六年级 雷波 成都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 保卫家园
153 三等奖 张意然 六年级 廖丽君 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抓娃娃
154 三等奖 李粒成 五年级 李奕佳 雅安天立学校 雅安市 飞机大战
155 三等奖 刘乐添 五年级 刘杨 泸县实验学校 泸州市 一带一路小知识
156 三等奖 杜正兴 六年级 李艳 广元天立国际学校 广元市 图形化编程
157 三等奖 陈昊 六年级 田荣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校 成都市 小鸟回家
158 三等奖 尹彦鑫 五年级 邱天 德阳市第一小学校 德阳市 计算训练
159 三等奖 彭晨洋 五年级 杨鹏 简阳市射洪坝第一小学 资阳市 图形化创意编程
160 三等奖 龚翱辰 六年级 王洪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遂宁市 蓝月草的太空之旅-3
161 三等奖 鞠政良 六年级 罗小明 遂宁市青少年宫 遂宁市 调查模拟



162 三等奖 蒋子浩 六年级 田玲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绵阳市 英语接动物
163 三等奖 解博宇 四年级 张静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资阳市 机甲之战
164 三等奖 张楷荣 五年级 郑德超 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智慧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