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队伍名称 组别 选手1姓名 选手2姓名 选手3姓名 奖项

苏州市民用无人机协会1队 小学组 耿梓涵 陈诺 盛家乐 一等奖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1队 小学组 周花轶 严天阳 赵彦楚 一等奖

扬州市扬子津小学2队 小学组 罗蓁涵 张曦文 一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铜锣小学3队 小学组 徐嘉泽 钱希妍 二等奖

苏州市民用无人机协会3队 小学组 吉宇轩 张鑫辰 张宸皓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铜锣小学1队 小学组 李嘉懿 王彦丞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 小学组 耿天宇 尚晓男 张尧 二等奖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2队 小学组 侯恩及 虞锦辰 周煜沫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2队 小学组 杨予乐 陶伊诺 赵子扬 二等奖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3队 小学组 张沭阳 刘子墨 陈楚牧 三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铜锣小学2队 小学组 徐天豪 沈清妍 三等奖

扬州市扬子津小学1队 小学组 谢予 郭瀚文 三等奖

苏州市民用无人机协会2队 小学组 许易成 许沈依 冯誉 三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1队 小学组 龚熙喆 王轶楠 洪梓豪 三等奖

江阴市周庄实验小学 小学组 李侃骏 李俊昊 三等奖

苏州市民用无人机协会 初中组 余戈萱 卫衍言 游知渔 一等奖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2队 初中组 徐鸿展 顾韦琪 一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1队 初中组 施周一 屠梓恒 于子轩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2队 初中组 张正航 万锦瑄 陈奕瑾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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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楚航 钱磊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3队 初中组 虞博航 刘博锐 二等奖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3队 初中组 何昊宇 梅君睿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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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天一 季秀颖 三等奖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1队 初中组 黄韵宁 臧科铭 三等奖

江苏省特色科学工作室5队 高中组 金益安 刘昱丞 陆昀泽 一等奖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1队 高中组 王羿铭 胡雪芸 茆振宇 一等奖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2队 高中组 窦堃 焦宇 郑玥 一等奖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2队 高中组 于智鹏 卞泽翰 袁则 一等奖

苏州市民用无人机协会1队 高中组 徐汀芫 吴思海 张艺立 一等奖

吴江盛泽中学1队 高中组 浩东 俞晨杰 陈诺 一等奖

江苏省特色科学工作室1队 高中组 姚思辰 林子弘 潘浩民 一等奖

江苏省特色科学工作室4队 高中组 张宇成 盖承炀 王丞鸿 二等奖

苏州市民用无人机协会3队 高中组 刘新淳 赵悦岑 余卓远 二等奖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中组 卢传志 郑振 二等奖

苏州市民用无人机协会4队 高中组 华袁袁 陈芷逾 张睿嘉 二等奖

盐城市信息素养中心2队 高中组 戚凡 李瑾 冯胜英 二等奖

江北新区航空运动协会3队 高中组 尤凡 杨娟 施子鑫 二等奖

苏州市民用无人机协会2队 高中组 陆瑶 杜雨恬 刘苏瑶 二等奖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3队 高中组 张元靖 张驰 李则熹 二等奖

江苏省特色科学工作室2队 高中组 陆彦辰 吴同语 谭明睿 二等奖

如皋市长江高级中学 高中组 蔡柠蔚 张乐乐 王锐 二等奖

江苏省特色科学工作室3队 高中组 张子轩 李佳恒 杨佳音 二等奖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4队 高中组 纪晓航 周子凱 二等奖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5队 高中组 管絮彤 厉一宁 二等奖

淮安市信息素养中心1队 高中组 黄梅梅 施明珠 姜书同 三等奖

宿迁市信息素养中心1队 高中组 韩艳红 陶福兰 郑欢 三等奖

盐城市信息素养中心1队 高中组 王倩 沈采绿 严高彭 三等奖

建邺区航空运动协会2队 高中组 卫亚 赵琳 魏涵菡 三等奖

江北新区航空运动协会1队 高中组 张梅香 许秀芳 钱璧 三等奖

盐城市信息素养中心3队 高中组 何洪丽 李冬儿 卫粤 三等奖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3队 高中组 李杰 郑建辉 张艳 三等奖

宿迁市信息素养中心3队 高中组 王思 孔心媛 王程燕 三等奖

吴江盛泽中学2队 高中组 张晴晴 陈浩 邹佳芸 三等奖

建邺区航空运动协会1队 高中组 褚肇琪 郑慧 冯滢 三等奖

宿迁市信息素养中心2队 高中组 许昭娣 姜珊 曹叶 三等奖

淮安市信息素养中心2队 高中组 赵傲文 王树平 王婷婷 三等奖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1队 高中组 郑宇捷 翁逸之 刘彦泽 三等奖

江北新区航空运动协会2队 高中组 孔姚 奚帮菊 程成倩 三等奖

建邺区航空运动协会3队 高中组 赵小兰 施霄 褚明露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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