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MakeX首届线上挑战赛获奖名单

编程教育日渐繁荣，在未来人工智能的世界中，编程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工具。

为更好的普及编程教育，致力于 STEAM教育的 Makeblock 集 MakeX 和慧编程之

力，举办此次 MakeX 首届线上挑战赛。

本次比赛参赛时间为 2018年 10 月 18日-11月 18 日，历时一个月。大赛分

为舞台编程和创意搭建两个赛项，每个赛项下分别设置小学组和中学组，其中两

个赛项分别比赛，且小学组和中学组分开评审。最终共有 700多位中小学生参加

比赛，900多个参赛作品。

为确保评审的公平性，本次比赛有大众评审和专家评审两个阶段。评审时严

格遵循比赛的各项规则和标准，评选出大赛的各类参赛选手奖项，同时评选出优

秀指导教师等奖项。以下附件表格即为本次大赛的获奖名单，希望获奖选手和老

师再接再厉，争取在现代编程学习和编程教育中更上一层楼！

2018 MakeX 首届线上挑战赛获奖名单如下，比赛结果公示期为 11 月 30日

-12月 2日。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比赛结果有异议，可以发送邮件至

software@makeblock.com 向组委会提出，一经核实存在不符合参赛规则的问题，

该作品取消获奖资格。

以下为本次比赛最终获奖名单：

舞台编程赛获奖名单

学生 奖项 作品名 作品 ID 组别

—— 冠军 —— —— 小学

杜文骞 亚军 怪物涂鸦 23908 小学

王铭潞 季军 忍者大冒险 25688 小学

彭文韬 冠军 双色球闯关 29184 中学

黄利涛 亚军 小球要回家 23146 中学

石宇轩 季军 以撒的结合.低配版？！ 28682 中学

石杜康 优秀奖 开心翻牌 25166 小学

夏子竣 优秀奖 中世纪战 29408 小学

孙乙宁 优秀奖 车标查询器 21671 小学

王心怡 优秀奖 手机拍星空 V1.2 21637 小学

杨杉 优秀奖 无敌登山赛 21967 中学

毛妍喧 优秀奖 one2nine 22998 小学

郭雨铮 优秀奖 玩转声控 25684 小学

刘妍杉 优秀奖 速看！关于小熊猫你不知道的事儿 20132 小学

林茂森 优秀奖 炫酷足球 修改版 28317 小学

任相成 优秀奖 打飞机 29484 小学



毛妍喧 优秀奖 共圆中国梦 28491 小学

胡恩泽 优秀奖 我的淘宝店 25091 小学

梁博 优秀奖 饺子的故事 20930 中学

杜文骞 优秀奖 夜空-杜文骞 23906 小学

石杜康 优秀奖 马拉松赛跑 25160 小学

谭文礼 优秀奖 mbot jump 22987 小学

毕志昊 优秀奖 抓抓抓 23960 小学

王钰婷 优秀奖 模拟音乐会 26663 小学

吴思涵 优秀奖 西安吃货攻略 29210 小学

李昌淩 优秀奖 闯关大作战 27703 小学

周文可 优秀奖 王喆-挑战未来之单词世界 24579 小学

李思衡 优秀奖 烧脑小游戏 21138 小学

李思衡 优秀奖 fade bird 20182 小学

史烨辉 优秀奖 世界互联网大会-汽车发展 28524 小学

阮乐仪 优秀奖 飞机大战 25213 小学

冉昊涵 优秀奖 可以作弊的抽奖程序 29491 小学

郭芃苒 优秀奖 扭蛋机 24451 小学

林茂森 优秀奖 逃生通道 2 21280 小学

秦凡菲 特色奖 巫婆 来了---秦凡菲 22325 小学

赖彦宇 特色奖 跳绳比赛 23273 小学

朱皓宇 特色奖 恐龙与美食 23291 小学

丁晓宇 特色奖 打字游戏 23700 小学

王唐诗雅 特色奖 宇宙飞船 24129 小学

王绍炜 特色奖 逃跑企鹅 24326 中学

梁雅琳 特色奖 口算大比拼 24358 小学

闫培荣 特色奖 极简跑酷 24569 小学

毛孙鹏 特色奖 拼中国地图 26709 小学

唐宇柏林 特色奖 中国旅游介绍-唐宇柏林-S 26967 中学

裴郑楠 特色奖 医学与生物课 26979 小学

黎玉然 特色奖 异想不到贪吃蛇大作战（电脑版） 27542 小学

武立轩 特色奖 还有比鼩鼱更小的吗？ 28168 小学

董博文 特色奖 保护视力 28534 小学

陈维熙 特色奖 数学学习系列 3-乘法口诀练习 28826 小学

王鑫 特色奖 无人超市 29082 小学

张子昊 特色奖 沙漠之鹰 29219 小学

丁子竣 特色奖 贪吃蛇 29340 小学

徐翌淮 特色奖 酷跑 29505 小学

余昊特 特色奖 严丝合缝 29566 小学

徐若然 特色奖 Airplane 23532 小学



郑楚宁 特色奖 好玩的车车 23735 小学

谭文礼 特色奖 熊猫对战 23498 小学

刘书栴 特色奖 萌喵的一天 29567 小学

张皓轩 特色奖 数学风暴 27000 小学

闫炫宇 特色奖 水果忍者【切水果游戏】 25161 小学

吴诗语 特色奖 垃圾分类 21050 小学

王子文 特色奖 运动抵抗病毒 29389 小学

刘旻昊 特色奖 年龄检测仪 26775 中学

林柏杰 人气奖 减肥之路 26617 小学

武立轩 人气奖 还有比鼩鼱更小的吗？ 26036 小学

王鸿博 人气奖 大鱼吃小鱼 26594 小学

张子昊 人气奖 沙漠之鹰 29219 小学

狄冠群 人气奖 我是小厨师 24317 小学

段润林 人气奖 多种模式的迷宫 23175 小学

侯骁倩 人气奖 贪吃小猴子(1) 26995 小学

武琛锦 人气奖 我爱程小奔 27040 小学

丁昊森 人气奖 小车躲炸弹 29111 小学

万嘉 人气奖 小学口算练习 26113 小学

李思衡 人气奖 烧脑小游戏 21138 小学

梁浩宇 人气奖 小小守门员 28216 小学

黄睿康 人气奖 这个杀手有点笨 23964 小学

狄冠群 人气奖 星球大战 24739 小学

杨杉 人气奖 无敌登山赛 21967 中学

唐嘉洋 人气奖 速度与激情 24558 小学

帅棵伟 人气奖 太空大战 帅棵韦 22414 小学

郭芃苒 人气奖 扭蛋机 24451 小学

吴诗语 人气奖 垃圾分类 21050 小学

梁天瀚 人气奖 抵御坦克入侵（原创） 26026 小学

创意搭建赛获奖名单

学生 奖项 作品名 作品 ID 组别

黄虚宸 冠军 未来智能生活 21187 小学

王心怡 亚军 天文智能拍摄车 21616 小学

黎玉然 季军 新型智能公厕 29407 小学

梁博 冠军 智能计数存钱罐 21064 中学

曾梓昭 亚军 智能垃圾桶 28937 中学

莫炜富 季军 智能饮水机 28508 中学

陈媛仪 优秀奖 弹琴 21896 小学



刘芷伊 优秀奖 果汁机 24289 小学

黎颖微 优秀奖 小 M智能移动冼衣机 21453 小学

梁景然 优秀奖 智能车库 22302 中学

陈斯涵 优秀奖 学习助手 24581 小学

陈度 优秀奖 垃圾分类机 25108 小学

赵继龙 优秀奖 自主研发-排雷机器人 25111 中学

朱柳旺 优秀奖 人工智能叉车-您的智能得力干将 29206 中学

林柏杰 优秀奖 智能社区保安 28881 小学

阮乐仪 优秀奖 未来智慧屋 22340 小学

小虎 优秀奖 扫地机器人 27524 小学

郭子睿 优秀奖 智能生活 25969 中学

梁景然 优秀奖 自动发牌机 24286 中学

何颉 优秀奖 模拟微信摇一摇抽奖 24152 小学

吴宇森 优秀奖 智能扫地机器人 28921 中学

梁言 优秀奖 节能摇头风扇 24566 小学

赖传勇 优秀奖 遥控自动开锁门 28358 中学

孔豪城 优秀奖 智能刷墙机器人 28548 中学

刘妍杉 优秀奖 Codey and TV (小程物联网+遥控电视机) 21129 小学

梁博文 优秀奖 住宅火警智能灭火系统 24528 中学

邹存峰 优秀奖 加装了人体感应的倒车雷达 26773 中学

马晓鸿 优秀奖 智能倒车入库 28296 中学

何颉 特色奖 追光机器人（夸父追日） 20742 小学

尹钎灏 特色奖 时间沙漏 21895 小学

朱皓宇 特色奖 登山赛_支付宝小鸡游戏_神经元 22797 小学

朱皓宇 特色奖 程小奔智能闸机（神经元） 22874 小学

朱彦伟 特色奖 自动驾驶垃圾回收车 23195 小学

周文可 特色奖 摩天轮相框 24584 小学

王孟浩瑜 特色奖 智能小书童 1（好成绩篇） 24585 小学

姜宇顺 特色奖
可变换坐标系输出角度的智能直尺

（Python 版）
25599 小学

胡瑞麟 特色奖 狗子自动喂食器 29471 小学

黎慕橙 特色奖 浇水机器人 29589 小学

赖彦宇 特色奖 巡游海盗船 27080 小学

张嘉盛 特色奖 智能分饭机 28676 小学

孟想 特色奖 智能削皮机 28663 小学

林柏杰 人气奖 智能社区保安 28881 小学

朱彦伟 人气奖 自动驾驶垃圾回收车 23195 小学

朱柳旺 人气奖 人工智能叉车-您的智能得力干将 29206 中学

黄嘉乐 人气奖 未来多功能汽车 25022 小学



陈度 人气奖 垃圾分类机 25108 小学

黄毅聪 人气奖 智能环保风扇 24594 中学

赖传勇 人气奖 遥控自动开锁门 28358 中学

马晓鸿 人气奖 智能倒车入库 28296 中学

曾梓昭 人气奖 智能垃圾桶 28937 中学

狄冠群 人气奖 模拟马跑步姿态 29218 小学

吴姜硕 人气奖 智能送快递机器人 25115 小学

黄泽涵 人气奖 送餐机器人程序 22867 小学

莫炜富 人气奖 智能饮水机 28508 中学

王思惠 人气奖 小精灵跟班 20987 小学

尹钎灏 人气奖 时间沙漏 21895 小学

黄虚宸 人气奖 未来智能生活 21187 小学

黎颖微 人气奖 小 M智能移动冼衣机 21453 小学

陈媛仪 人气奖 弹琴 21896 小学

唐嘉洋 人气奖 超强房间智能机器人三合一 26743 小学

王思惠 人气奖 音乐留声机 22167 小学

以下为本次大赛的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指导老师 指导机构 赛项

李茗妍 湖州市长兴县第二小学 舞台编程赛

凌楷 思蒂姆科创中心 舞台编程赛

毛海舟 温州市灵机意动少儿编程创意中心 舞台编程赛

刘树波 阿童木创想家 舞台编程赛

赖冠常 信宜市柯比创客 舞台编程赛

王昌军 创想汇创客空间 创意搭建赛

周慧明 山东省蓬莱市第二实验中学 创意搭建赛

程伟坚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创意搭建赛

曹玺成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创意搭建赛

Chris 上海市虹口区健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创意搭建赛

说明：本次舞台编程赛小学组的冠军作品《过桥》由于在 10月 18 日前已在其他

平台公开参赛，不符合比赛规则，经专家委员会一致同意取消冠军资格。各位参

赛选手悉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