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五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江苏省选拔赛）
旋翼赛蜂群舞蹈编程赛竞赛获奖名单

队伍名称 组别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奖项

小学组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1队 小学组 过子灿 汪欣瑶 张宇硕 一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1队 小学组 王梓舟 李颖芊 陈瑢坤 一等奖

南通开发区青少年活动中心1队 小学组 陈羿霖 肖天弈 沈杨 一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1队 小学组 肖昊然 张仲嘉 段昊宇 一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1队 小学组 蔡熙媛 王子馨 任华雨泽 一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1队 小学组 徐萌 李振宇 缪子衿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3队 小学组 倪悠然 赖思睿 吴靖泽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1队 小学组 金杨晗 徐嘉泽 徐天豪 二等奖

苏州市金阊新城实验小学校1队 小学组 李佳霖 王一诺 蔡昱杨 二等奖
苏州市金阊新城实验小学校2队 小学组 余思远 詹皓天 臧雨菲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2队 小学组 易懿 赵彦禹 秦灿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2队 小学组 李嘉懿 张沈楠 高晨炫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2队 小学组 祁彦博 周宇豪 李卓然 二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2队 小学组 凌佳怡 施鹏宇 叶梓寅 三等奖
如皋市吴窑镇江中小学2队 小学组 米佳俊 吴紫萱 李想 三等奖

苏州市平江新城实验小学校1队 小学组 陈海宁 马靖祺 赵雨歆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2队 小学组 王梓寒 胡越程 刘恒溢 三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2队 小学组 张峻锋 胡懿轩 邹琰 三等奖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小学1队 小学组 黄周涵 顾书玚 周心俞 三等奖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1队 小学组 钱朗 黄威赫 邵子晨 三等奖
苏州市平江新城实验小学校2队 小学组 么嘉曦 叶俊茹 唐悦馨 三等奖

如皋市吴窑镇江中小学1队 小学组 张晨阳 米威 高晶 三等奖
初中组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1队 初中组 许峻豪 李浩楠 陈俊赫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1队 初中组 虞博航 王楚航 钱磊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1队 初中组 魏子宜 王恪钧 肖冠乔 一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1队 初中组 施周一 王翊豪 钱可欣 一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1队 初中组 王梓赫 吴子豪 朱嘉怡 一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1队 初中组 陈芸雅 黄子博 李奕铖 二等奖

南通开发区青少年活动中心1队 初中组 季貞言 葛宇成 殷佩奇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2队 初中组 徐佳瑞 李佳怡 季秀颖 二等奖

南师附中邺城路学校1队 初中组 丁烯宸 胡隽卓 陈知予 二等奖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1队 初中组 徐桢灏 郭恺予 朱家煜 二等奖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初中2队 初中组 陈皓林 张邓琦 严郭乐 二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2队 初中组 陈梓纲 杨浩宇 宋香怡 二等奖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2队 初中组 谢毅智 汤俨钊 王永康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2队 初中组 陈俊宇 陈林凯 谢飞飞 三等奖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初中1队 初中组 郭冒禹 桑琪凯 张子野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2队 初中组 王韵棋 胡杨麟 桑语蔚 三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2队 初中组 贾逸川 吕宬溪 谢雨航 三等奖
南通市东方中学1队 初中组 李梓妍 廖珑羽 张容睿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1队 初中组 方闻杰 张博文 刘程 三等奖
南通开发区青少年活动中心2队 初中组 李易洋 吴一凡 王佳钦 三等奖
南通开发区青少年活动中心3队 初中组 黄天一 马骏腾 陈思源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1队 高中组 周心悦 徐晨达 赵瑾瑜 一等奖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1队 高中组 施美淇 田芷箐 王心成 一等奖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2队 高中组 严逍宇 刘光聿 倪星语 一等奖

如皋市通用技术教育实验学校1队 高中组 纪振宇 袁起 陈卓言 一等奖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1队 高中组 卢天宇 吴雨凡 赵博涵 一等奖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1队 高中组 包钦文 许瑞轩 顾开成 一等奖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1队 高中组 浦亦臻 林晓欧 薛倪铭 一等奖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1队 高中组 王周缘 黄稷坤 郑洁 二等奖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2队 高中组 钟若桐 王思翰 傅家豪 二等奖

滨海县东元高级中学2队 高中组 李泽言 张琪 鲁家轩 二等奖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2队 高中组 唐颖萱 黄雅雯 张懿嘉 二等奖

如皋市第一中学1队 高中组 曹自力 徐彦枭 邓喻拓 二等奖
滨海县东元高级中学1队 高中组 史欢 戴建烨 于彬 二等奖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3队 高中组 朱研 秦佳怡 胡皓天 二等奖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2队 高中组 李伯辰 陈扬 龚瑞临 二等奖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3队 高中组 方榕 吴浩宇 王畅 二等奖
如皋市通用技术教育实验学校2队 高中组 陈诺 顾晨 周彬涵 二等奖

如皋市长江高级中学1队 高中组 刘嘉靖 何苏烨 王逸凡 二等奖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2队 高中组 谢语彤 朱永湘 曾沁 三等奖
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2队 高中组 施墨涵 姜瑞涵 时畅 三等奖
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1队 高中组 唐浩峰 何如菁 刘恺 三等奖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3队 高中组 潘姝颖 孙于淇 吴雨羲 三等奖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1队 高中组 周琸清 杨琳 秦海兵 三等奖
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3队 高中组 周川雄 陈夏斐 吴建尧 三等奖

如皋市第一中学2队 高中组 钱张炀 阚天乐 杨吴越 三等奖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1队 高中组 严凌越 吴秀丽 郑天毅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