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四川省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获奖名单（Arduino小学组）

序号 奖项 姓名 年级 辅导教师学校 地市 作品名称
1 一等奖 韩明峰 四年级 邓红莉 IO智创空间 南充市 无畏号火星地貌探测车
2 一等奖 谢濯骏 五年级 傅饶 IO智创空间 南充市 趣味智能运动场
3 一等奖 吴亚錡 六年级 陈红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绵阳市 语音智能识别垃圾分类
4 一等奖 王子麟 五年级 张茂柯 金沙小学 成都市 零基础智能电梯
5 一等奖 高振然 四年级 赵杨杰 IO智创空间 南充市 智能安抚婴儿车
6 一等奖 何沐錡 四年级 郭强 成都天府新区第一小学 成都市 远程防堆积垃圾桶设计方案
7 一等奖 范婷戈 五年级 宋宇翔 成都天府新区第四小学 成都市 汽车追尾保护系统
8 一等奖 代欣益 六年级 何星谚 泸县福集镇龙脑桥中心小学校泸州市 多功能健康瑜伽垫
9 一等奖 刘玥 五年级 宋宇翔 成都天府新区第四小学 成都市 智能图书整理系统
10 一等奖 曹尚言 五年级 宋宇翔 成都天府新区第四小学 成都市 智能插线板
11 二等奖 薛志渝 四年级 郭强 成都天府新区第一小学 成都市 应急车道自动拦截装置
12 二等奖 杨金涛 四年级 郭梦月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内江市 盲人眼镜
13 二等奖 李锦阳 五年级 罗媛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自动灯光调节器
14 二等奖 罗曼帝 六年级 张友科 菱窠路小学 成都市 智能垃圾桶
15 二等奖 兰松 六年级 罗晓婷 泸县实验学校 泸州市 手势开关门
16 二等奖 陈宇鸿 五年级 何星谚 泸县福集镇龙脑桥中心小学校泸州市 便携式奶瓶测温器
17 二等奖 孔硕 四年级 易婷 成都天府新区第四小学 成都市 飞车一号
18 二等奖 叶翔 五年级 黄筱雅 成都天府新区第四小学 成都市 智能遮阳伞
19 二等奖 浑靖祺 四年级 文继强 金沙小学 成都市 智能禁烟警示器
20 二等奖 高圣喆 四年级 黄燕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内江市 远离危险物警报器
21 二等奖 江欣宇 五年级 张友科 四川省成都市菱窠路小学 成都市 智能光控羽毛台灯
22 二等奖 李成琦 六年级 金娟 成师附小慧源校区 成都市 智能家庭控制系统
23 三等奖 代璟雯 五年级 杨佳佳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凸透镜聚光器
24 三等奖 陈伊凡 五年级 刘杰 博骏公学 广元市 留言机
25 三等奖 张馨烨 五年级 张振兵 成都市行知实验小学 成都市 智能浇水机
26 三等奖 袁征壹 五年级 罗晓婷 泸县实验学校 泸州市 体温异常警示器
27 三等奖 刘奕辰 五年级 罗媛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土壤湿度检测器
28 三等奖 黄国睿 五年级 杨佳佳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自动浇水器
29 三等奖 赵伟丞 五年级 王强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火焰追踪器



30 三等奖 朱俊霖 五年级 马芷烨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内江市 森林防火警报器
31 三等奖 张子芯 四年级 刘强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内江市 测距笔袋
32 三等奖 邓晓贝 五年级 卞智民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成都市 颁奖台
33 三等奖 孙瑞 六年级 罗晓婷 泸县实验学校 泸州市 健康手机壳
34 三等奖 梁清然 五年级 卞智民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成都市 多功能舞台
35 三等奖 谢雨欣 六年级 吴凤莲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内江市 时间管理器
36 三等奖 李鑫缘 六年级 张振兵 成都市行知实验小学 成都市 语言识别垃圾桶
37 三等奖 王俞渊 四年级 欧阳修燕 大竹县川师大附属实验学校 达州市 赛车一号
38 三等奖 陈霄宇 五年级 赵可心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成都市 消毒牙刷
39 三等奖 秦崚琪 五年级 吕老师 成武小学 甘孜藏族自治州贪吃的恐龙
40 三等奖 江欣宇 五年级 张友科 菱窠路小学 成都市 羽毛台灯
41 三等奖 陈俊宇 五年级 李志英 雁江第八小学 资阳市 鹿精灵大战树妖
42 三等奖 丹卓尔 五年级 吕旭昱 成武小学 甘孜藏族自治州闪烁的小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