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五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江苏省选拔赛）
旋翼赛个人飞行赛竞赛获奖名单

学校 组别 姓名 奖项

小学组

常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学组 康砚淳 一等奖
常州市三井小学 小学组 耿若添 一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刘天翼 一等奖
常州市飞龙小学 小学组 万书欣 一等奖
常州市三井小学 小学组 仲松乾 一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环极 一等奖
如皋市安定小学 小学组 骆王琪 一等奖

常州市解放路小学 小学组 戴宸轩 一等奖
常州市三井小学 小学组 顾梓炀 一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姜睿涵 一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仲梓文 一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 小学组 唐家博 一等奖

常州市三井小学 小学组 郑紫旋 一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窦  苗 一等奖

常州市飞龙小学 小学组 蒋博文 一等奖
常州市三井小学 小学组 刘彦君 一等奖
常州市飞龙小学 小学组 周平仲 一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李鸿宇 一等奖
如皋市安定小学 小学组 纪胡淏 一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桑沐莎 一等奖
常州市三井小学 小学组 朱兆骐 一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沈柔辰 一等奖
常州市钟楼实验小学 小学组 田宸熹 一等奖



常州市三井小学 小学组 盛子婧 一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贾子轶 一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王茂涵 一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常州附属学校 小学组 颜浩然 一等奖

常州市飞龙小学 小学组 张子扬 一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能达小学 小学组 陈思伽 一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江易澄 一等奖

如皋市吴窑镇江中小学 小学组 沈谦睿 一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权致远 一等奖

南通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 方晨赫 一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吴梓晗 二等奖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小学 小学组 蒋允哲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 小学组 刘雨辰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马逸飞 二等奖

常州市飞龙小学 小学组 程梓宁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 小学组 彭昊 二等奖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小学 小学组 王鹏骁 二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常州附属学校 小学组 闫晨曦 二等奖

如皋市吴窑镇江中小学 小学组 陈旭阳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 小学组 耿天宇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陈波燃 二等奖
南通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 朱胥文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 小学组 刘苏淳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吴靖泽 二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常州附属学校 小学组 刘久畅 二等奖

南通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 王靖硕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 小学组 胡伟祺 二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顾葛涵 二等奖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小学组 谢政洋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王曦轩 二等奖
常州市邹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田舒恒 二等奖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小学 小学组 汤梓言 二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吴越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李晋鹏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李颖芊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 小学组 霍卓凡 二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能达小学 小学组 王嵘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 小学组 章子韵 二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吴昀熹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王奚梓 二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刘东恒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魏恺成 二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周斯蘅 二等奖

常州市荆川小学 小学组 杨熠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 小学组 全添翼 二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陈泠伊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 小学组 朱宸萱 二等奖

常州市邹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石国睿 二等奖
常州市邹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刘昊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 小学组 陈锦生 二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朱策 二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顾子宸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范润龙 二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 小学组 施鹏宇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姜泓瑜 二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廖柯铭 二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黄熙程 二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辛芃轩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 小学组 穆俊哲 二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伍博闻 三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钱政涵 三等奖
常州市邹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郭铭凯 三等奖

常州市三井小学 小学组 赵渤楷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梁宸玮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缪陈瑞 三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 小学组 王硕 三等奖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小学组 徐烨然 三等奖
常州市钟楼实验小学 小学组 祁皓月 三等奖

常州市飞龙小学 小学组 王修 三等奖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小学组 陈宇航 三等奖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小学组 朱建辉 三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刘一诺 三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顾硕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蒋林宏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小学组 张天霁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周焕哲 三等奖
常州市三井小学 小学组 吴雨泽 三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小学组 李家苰 三等奖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小学组 杨喆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李语熙 三等奖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二小学 小学组 程韵畅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刘一辰 三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孙炜壹 三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能达小学 小学组 赵易辰 三等奖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小学组 李浩宇 三等奖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小学组 解鑫 三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 小学组 凌佳怡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黄梓豪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蒋尔奇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任宇博 三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 小学组 任华雨泽 三等奖
常州市荆川小学 小学组 董炜哲 三等奖
常州市卜弋小学 小学组 张傲 三等奖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小学组 刘鑫硕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刘书宁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陆溢辰 三等奖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二小学 小学组 顾韬 三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 小学组 叶梓寅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姚  宸 三等奖
江阴市城南中心小学 小学组 陈宇翔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顾梓琪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朱亦加 三等奖

常州市荆川小学 小学组 吕禹涵 三等奖
常州市荆川小学 小学组 彭予鎏 三等奖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 小学组 蒋明翰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小学组 李天佑 三等奖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小学组 朱若灵 三等奖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二小学 小学组 周智成 三等奖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二小学 小学组 徐嘉成 三等奖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二小学 小学组 王屹轩 三等奖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二小学 小学组 向显尧 三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常州附属学校 小学组 朱岑远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小学组 丁熙泽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小学组 王浚熙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小学组 范翼铭 三等奖

如皋市北外附属龙游湖外国语学校 小学组 何承轩 三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 小学组 蔡熙媛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小学组 周心蕊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小学组 范昕澄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小学组 周可儿 三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 小学组 王子馨 三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组 夏逸凡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小学组 任子恒 三等奖
初中组

如皋初级中学 初中组 刘佳航 一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刘宇鑫 一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朱浩然 一等奖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 初中组 乔木 一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赵敏杰 一等奖

如皋初级中学 初中组 王冒阳 一等奖
如皋市实验初中 初中组 凌翊冯 一等奖
如皋市实验初中 初中组 张邹奕 一等奖
如皋初级中学 初中组 陈启明 一等奖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 初中组 赵书言 一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初中组 张凯 一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王  梓 一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孙梓源 一等奖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 初中组 闫景哲 一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刘奕昕 一等奖
常州市兰陵中学 初中组 刘稀罕 一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初中组 王涛 一等奖
常州市花园中学 初中组 但智航 一等奖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 初中组 谢毅智 一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刘铭薪 一等奖

如皋初级中学 初中组 石子墨 一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李炎昊 一等奖

常州市兰陵中学 初中组 刘梦翔 一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王启凡 一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张云皓 一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苏彦祖 一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陈  羽 一等奖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 初中组 许峻豪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组 周想想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张  露 二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中组 张梓蘅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费景秋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吴宗仁 二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中组 袁若宸 二等奖
常州市花园中学 初中组 靳奥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初中组 万宇泽 二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中组 盛鑫 二等奖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 初中组 杨琪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初中组 王翰卿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刘怡然 二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中组 木易清歌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陈浩东 二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中组 叶昊辰 二等奖
南京市共青团路中学 初中组 骆航诚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金俊杰 二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陈奕昕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高梦圆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初中组 谢昊均 二等奖

南京市共青团路中学 初中组 唐启轩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王议乐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初中组 徐张钥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杨柏清 二等奖

南京市共青团路中学 初中组 陈京伟 二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陈李睿 二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中组 杨馨茹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郎欣妍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王雨芯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赵锦然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初中组 宋依南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许予柔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陈雨泽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初中组 李昊城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初中组 卞泽铭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中组 李熙文 二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初中组 罗徐成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初中组 马天一 二等奖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初中组 曹贾浩 二等奖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组 张浩 二等奖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初中组 王艺璇 二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万珉宇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中组 韩贞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初中组 徐英杰 二等奖
无锡市前洲中学 初中组 王磊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中组 王昊宇 二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中组 戴可念 三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孙梓豪 三等奖
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组 孙璐锴 三等奖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初中组 邵熙媛 三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黄右宜 三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桑冒凡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初中组 张宇飞 三等奖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初中组 杨喆晨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初中组 蔡元淇 三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中组 唐玉飞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初中组 沈佳定 三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中组 董郝宇 三等奖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初级中学 初中组 陈奕搏 三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杨思怡 三等奖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 初中组 陈俊赫 三等奖

无锡市前洲中学 初中组 黄文龙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组 鲁泽宇 三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中组 吴子轩 三等奖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初中组 左裔 三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邓  炜 三等奖

无锡市前洲中学 初中组 吴陈杰 三等奖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组 徐明杰 三等奖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初中组 罗晓敏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初中组 侍雨辰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组 徐鑫瀚 三等奖

南京市共青团路中学 初中组 王子鑫 三等奖
无锡市前洲中学 初中组 储鸿鑫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组 谭嘉昊 三等奖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 初中组 黄左宜 三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中组 马昊宇 三等奖

无锡市前洲中学 初中组 叶鑫 三等奖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初中组 许子萱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组 刘钰文 三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中组 孔宇宸 三等奖

常州市河海实验学校 初中组 徐正坤 三等奖
常州市新北区龙城初级中学 初中组 黄弘烨 三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吴家军 三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陈翼然 三等奖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组 王选飞 三等奖
无锡市前洲中学 初中组 赵毅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初中组 马浩然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组 娄宇煊 三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中组 荆天行 三等奖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组 袁欣瑜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组 顾子昊 三等奖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中组 张皓然 三等奖
无锡市前洲中学 初中组 吴慧娜 三等奖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组 柳鑫圻 三等奖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组 王佳斌 三等奖

无锡市前洲中学 初中组 杨林圃 三等奖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组 钱子昂 三等奖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组 吴冠成 三等奖

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组 艾悦悦 三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中组 吴雅莉 三等奖

无锡市前洲中学 初中组 王慧 三等奖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初中组 曹方睿 三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中组 季铭伟 三等奖
无锡市前洲中学 初中组 路昌其 三等奖

高中组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组 吴浩然 一等奖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高中组 倪玮 一等奖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组 曹帅 一等奖

南京商业学校 高中组 宋乐其 一等奖
南京商业学校 高中组 董晓龙 一等奖
南京商业学校 高中组 刘睿哲 一等奖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组 陈云鹏 一等奖
滨海县东元高级中学 高中组 马渝皓 一等奖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组 李远博 一等奖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组 严凌越 一等奖
滨海县东元高级中学 高中组 戴建烨 一等奖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高中组 滕伟杰 一等奖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中组 秦海兵 二等奖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组 李凡 二等奖
南京商业学校 高中组 盛友红 二等奖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高中组 郑杰骏 二等奖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组 陈子强 二等奖
滨海县东元高级中学 高中组 于彬 二等奖
常州市平陵高级中学 高中组 朱昱晓 二等奖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高中组 包镕嘉 二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沈麟珈 二等奖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高中组 詹睿 二等奖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组 戴浩仁 二等奖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高中组 俞乐 二等奖

江苏省溧阳中学 高中组 强苏皖 二等奖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中组 杨琳 二等奖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组 常晨浩 二等奖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组 陈硕 二等奖
滨海县东元高级中学 高中组 史欢 二等奖
滨海县东元高级中学 高中组 张琪 二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刘芷帆 二等奖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高中组 陈然 二等奖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中组 周琸清 三等奖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组 黄轶伦 三等奖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组 金峰 三等奖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高中组 王梓玮 三等奖
滨海县东元高级中学 高中组 鲁家轩 三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俞百城 三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丁子健 三等奖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高中组 马思琪 三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陈鸣阳 三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刘嘉成 三等奖
滨海县东元高级中学 高中组 李泽言 三等奖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高中组 施凯来 三等奖
常州市平陵高级中学 高中组 万里 三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周笑语 三等奖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高中组 张海航 三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唐亦琛 三等奖
常州市平陵高级中学 高中组 罗永亮 三等奖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高中组 王沁莹 三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杨宇诚 三等奖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高中组 邹羽盈 三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戚雨航 三等奖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高中组 龚子儒 三等奖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张誉丹 三等奖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高中组 吕文威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