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第三届“贵安杯”青少年3D打印创意设计大赛

小学组决赛名单
序号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分组

1 陈欢 安顺开发区么铺小学 《辉煌号》 刘刚 小学组

2 杨朗 安顺开发区么铺小学 无人驾驶船 刘刚 小学组

3 谭文锋 安顺开发区么铺小学 《概念游艇》 刘刚 小学组

4 颜学渊 安顺开发区么铺小学 《眺望者号》 刘刚 小学组

5 周晋竹 安顺市八小龙青路校区 (幸福一号潜水艇) 葛萌 小学组

6 冯广晴 安顺市八小龙青路校区 (快乐一号) 葛萌 小学组

7 薛涛 安顺市八小龙青路校区 (无畏一号) 葛萌 小学组

8 王卓然 安顺市实验学校 画舫 卓荦 小学组

9 赖子涵 北大培文贵安小学（贵安实验小学） 驱逐舰 张华 小学组

10 彭奕垚 毕节市实验学校 海空狂龙号 马丽 小学组

11 李雨驰 毕节市实验学校 海蜘蛛 马丽 小学组

12 古宜慎 毕节市实验学校 水陆双栖自行车 杨胜海 小学组

13 廖英杰 毕节市实验学校 IE三栖潜水艇 马丽 小学组

14 路瑞翔宇 毕节市实验学校 海鳐号水下运输攻击潜艇 熊美兰 小学组

15 王鲵翛洋 毕节市实验学校 旺旺号 马丽 小学组

16 肖长琦 毕节市实验学校 未来潜艇 马丽 小学组

17 袁仕彬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神龙”号战船》 沈启用 小学组

18 杨勋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机车战船》 向君梅 小学组

19 杨颖琦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水上繁星》 向君梅 小学组

20 刘歆羽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飞燕”号小船》 向君梅 小学组

21 舒金权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爱国者”号航母》 沈启用 小学组

22 杨鹏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小熊”号太阳能游船 沈启用 小学组

23 汪亦博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魔鲨战艇》 沈启用 小学组

24 杨枭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红星”号新能源游艇 沈启用 小学组

25 夏一恒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金牛”号战舰》 沈启用 小学组

26 夏萱萱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星萱”号游船》 向君梅 小学组

27 杨聪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超蛙战舰》 沈启用 小学组

28 舒锦辉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炮弹武装船》 沈启用 小学组

29 杨嘉昊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双髻鲨核能战舰》 沈启用 小学组

30 刘星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水陆汽车》 向君梅 小学组

31 莫小龙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风力气垫船 沈启用 小学组



32 张磊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中心小学 《“八卦神龟号”护卫战舰》 沈启用 小学组

33 陆应瀛 丹寨县城关第一小学 《迷你军用遥控航空母舰》 刘昌才 小学组

34 范誉恩 丹寨县城关第一小学 友谊的小船 杨秋菊 小学组

35 顾文滔 丹寨县城关第一小学 《航空母舰》 欧德田 小学组

36 席梦扬 都匀市第七完全小学 《客船》 杨明 小学组

37 杨慧慧 都匀市第七完全小学 《救援快艇》 杨明 小学组

38 杨程潇 都匀市第七完全小学 《观光快艇》 杨明 小学组

39 敖子豪 都匀市第七完全小学 《气垫舰艇》 杨明 小学组

40 苏焕翔 都匀市第七完全小学 《观光气垫船》 杨明 小学组

41 白皓宇 关岭自治县关索街道第二小学 《刚刺漂流号》 何应品 小学组

42 毕进航 关岭自治县关索街道第二小学 《南京号》 汪重用 小学组

43 陈乐 关岭自治县关索街道第二小学 《漂流号》 张都 小学组

44 刘子杨 观山湖区会展城小学 3D军舰 鲍钱婷 小学组

45 周俊豪 贵定县第二小学 海底尖刺小卫士 董永飞 小学组

46 宋雅楠 贵阳市花溪区花溪小学 《观光轮船》 杨宇 小学组

47 汤坤鑫 贵阳市花溪区花溪小学 《海洋之星》 杨宇 小学组

48 徐若灵 贵阳市花溪区花溪小学 《多功能捕鱼小木船》 陶琳 小学组

49 刘行朗 贵阳市实验小学 水上魔法咖啡厅 包茜 小学组

50 李敏浩 贵阳市实验小学 水路两栖勇者号 包茜 小学组

51 刘亭妤 贵阳市实验小学 四驱糖果潜艇 包茜 小学组

52 杜昌泽 贵阳市实验小学 移动城堡 包茜 小学组

53 龙文德 贵阳市实验小学 豪华大游轮玄武号 包茜 小学组

54 邓斯琦 贵阳市实验小学 无敌战舰 何莉娜 小学组

55 岳钰皓 贵阳市实验小学 伪装者 龙佑娟 小学组

56 杨奇钢 贵阳市实验小学 卡瑞号快艇 何莉娜 小学组

57 刘家铭 贵阳市实验小学 鱼形潜艇 龙佑娟 小学组

58 甘珈睿 贵阳市实验小学 小鱼潜水艇 何莉娜 小学组

59 王梓钦 贵阳市实验小学 潜水艇 杨文刚 小学组

60 王梓豪 贵阳市实验小学 破冰勇者阿米诺 包茜 小学组

61 孙宇志 贵阳市实验小学 破被使者马克Z1号 包茜 小学组

62 钟浩楠 贵阳市实验小学 双螺旋桨孔雀船 龙佑娟 小学组

63 管清扬 贵阳市实验小学 天鹅梦之船 龙佑娟 小学组

64 陈博宇 贵阳市实验小学 潜水航母赛博坦 龙佑娟 小学组

65 宋柠君 贵阳市实验小学 龙行天下蛟龙号 包茜 小学组

66 姚牧原 贵阳市实验小学 中华神盾——新型驱逐舰 杨文刚 小学组

67 陈思源 贵阳市实验小学 乘法破浪1号登陆舰 许绍丽 小学组

68 何宇桥 贵阳市实验小学 帆船复古号 许绍丽 小学组



69 魏家俊 贵阳市实验小学 无人物资船 许绍丽 小学组

70 夏浩耘 贵阳市实验小学 未来者号军舰 许绍丽 小学组

71 肖穆远 贵阳市实验小学 海空两用运输船 许绍丽 小学组

72 金栩妃 贵阳市实验小学 温馨之家小船 包茜 小学组

73 戴嘉芮 贵阳市实验小学 水上坦克 包茜 小学组

74 高佳沂 贵州省龙里县第四小学 生存蝙符海上研究基地 曾一婧 小学组

75 宋佳诺 贵州省龙里县第四小学 欢乐号海上别墅 曾一婧 小学组

76 陆麒羽 贵州省龙里县第四小学 《穋萂号观光游船》 曾一婧 小学组

77 宋博珩 贵州省湄潭县浙大小学 军用考察一体船 周文强 小学组

78 张梓昊 贵州省湄潭县浙大小学 《远航护送舰》 封建伟 小学组

79 安邦捷 贵州省湄潭县浙大小学 《和平战舰》 周文强 小学组

80 周文强 贵州省湄潭县浙大小学 深海鱼型潜水艇 周文强 小学组

81 周嘉吉 贵州省湄潭县浙大小学 《乌贼王水域环境监视器》 封建伟 小学组

82 黄梓帆 平塘县平湖第一小学 黄梓帆1号 冯芬 小学组

83 韦福鑫 平塘县平湖第一小学 天游一号 冯芬 小学组

84 吴世琦 平塘县平湖第一小学 漏斗号 冯芬 小学组

85 顾毓文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中国海军001号战舰 寸继垚 小学组

86 赵宇帆 贵州省长顺县长寨镇罗湖希望小学 探险号 冯应清 小学组

87 柏婷婷 贵州省长顺县长寨镇罗湖希望小学 游玩号 赵娇 小学组

88 贺雨蝶 贵州省长顺县长寨镇罗湖希望小学 娱乐潜艇 吴可鸿 小学组

89 王昌宇 贵州省长顺县长寨镇罗湖希望小学 爱国者 吴可鸿 小学组

90 叶雨恒 贵州省长顺县长寨镇罗湖希望小学 战舰 吴可鸿 小学组

91 陈顺文 贵州省长顺县长寨镇罗湖希望小学 维护者 吴可鸿 小学组

92 冯皓楠 贵州省长顺县长寨镇罗湖希望小学 霸王号 吴可鸿 小学组

93 胡国鑫 贵州省长顺县长寨镇罗湖希望小学 电兽王号 吴可鸿 小学组

94 刘炀 开阳县第三小学 海上霸龙 潘迎松 小学组

95 谭臣翔 开阳县第三小学 海上恐龙 邓稳 小学组

96 黎丁畅 开阳县第三小学 我心中的国门悍将——003号核动力航母 黎尚伟 小学组

97 张倩 凯里市第八小学 《双层游船》 欧朝平 小学组

98 　刘恒语 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天津货运》　 刘岩珍 小学组

99 帅景文　 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运货船》　 刘岩珍 小学组

100 岳廷栋 纳雍县第二小学 《天启号气垫船》 张倩 小学组

101 蔡滨鸿 纳雍县第二小学 《大炮轮船》 周文 小学组

102 杨镇福 盘州市第三小学 小型探索船 隆开进 小学组

103 王子函 盘州市第三小学 独角鼠潜水艇 隆开进 小学组

104 张梓宸 黔西县第一小学 追风号 饶林 小学组

105 卢昌皓 黔西县第一小学 《贵州舰》 饶林 小学组



106 耀文灵睿 清镇市红枫第四小学教育集团 《水上钻石船》 雷迎春 小学组

107 曹文杰 清镇市卫城小学 荆州一号 蔡红艳 小学组

108 孙佳琪 清镇市卫城镇第一小学 052D型驱逐舰 蔡秋丽 小学组

109 吴婧薇 三穗县城关第二小学 中国多功能战舰 张培芝 小学组

110 朱欣渝 三穗县城关第二小学 苗船 汪维棚 小学组

111 龙祖润 三穗县城关第一小学 《未来私人度假船》 张昌煜 小学组

112 汪东山 石阡县第一小学 中国亮舰 汪东山 小学组

113 陈宇欣 桐梓县海校街道中心学校 《环保游船》 赵春艳 小学组

114 苏思垲 桐梓县海校街道中心学校 战舰 赵春艳 小学组

115 吴金泽 桐梓县海校街道中心学校 海底垃圾收集潜水艇 赵春艳 小学组

116 潘帧虹 桐梓县海校街道中心学校 《家用游艇》 赵春艳 小学组

117 高俊杰 桐梓县海校街道中心学校 垃圾收集船 赵春艳 小学组

118 张证泓 桐梓县海校街道中心学校 《气垫船》 赵春艳 小学组

119 方祯涵 桐梓县海校街道中心学校 垃圾收集处理船 赵春艳 小学组

120 蔡一鸣 铜仁市第四小学 救援气垫船 杨光前 小学组

121 李亭（聋生） 铜仁市特殊教育学校 《办公娱乐一体船》 王章杰 小学组

122 田秀男（聋生） 铜仁市特殊教育学校 《无障碍设计——客轮》 王章杰 小学组

123 韩志轩 乌当区实验小学 喷气游船 田华 小学组

124 许友霖 乌当区实验小学 小渔船 田华 小学组

125 何裕萌 乌当区实验小学 《飞翔号》 田华 小学组

126 成海源 习水县东皇镇第三小学 瀚海号 邹如先 小学组

127 杨艺弘 习水县东皇镇第三小学 我的船 杨福会 小学组

128 罗艺 习水县东皇镇第三小学 攻击型气垫船 袁仕江 小学组

129 赵思童 习水县东皇镇第三小学 mxh 陈钟 小学组

130 陈毅 习水县金州实验小学 《未来之星》 郑经纬 小学组

131 穆林锐 习水县金州实验小学 《多功能救援船》 郑经伟 小学组

132 徐振轩 习水县金州实验小学 《虎狼战舰》 郑经伟 小学组

133 杨继森 习水县金州实验小学 《超时空战舰》 郑经伟 小学组

134 赵贵宇 兴义市向阳路小学 “未来者” 赵发春 小学组

135 甘文耀 兴义市向阳路小学 《幽灵舰》 赵发春 小学组

136 龙思橦 兴义市向阳路小学 未来军舰 赵发春 小学组

137 汪子琪 兴义市向阳路小学 《“绝地号 ”战舰》 赵发春 小学组

138 袁成杰 修文县久长镇中心小学 休闲游艇 任忠花 小学组

139 张永杰 修文县久长镇中心小学 导弹巡洋舰 陈和忠 小学组

140 刘福标 长吉镇贵秧小学 风力发电帆船 邹荣金 小学组

141 杨俊伍 长吉镇贵秧小学 航空母舰 邹荣金 小学组

142 周梓桐 镇宁实验学校 《海中之虎》 刘静 小学组



143 杨治旭 钟山区大湾镇安乐希望学校 水之翼 安明兰 小学组

144 徐士红 钟山区大湾镇安乐希望学校 远洋舰 阳重燕 小学组

145 阳竣屹 钟山区大湾镇安乐希望学校 潜水艇 方雷 小学组

146 张智星 钟山区大湾镇安乐希望学校 捍卫者 符建英 小学组

147 雷章佑 钟山区大湾镇安乐希望学校 家庭游艇 谢玲莲 小学组

148 郭正 钟山区大湾镇安乐希望学校 鱼雷艇 阳重燕 小学组

149 李仁元 钟山区大湾镇安乐希望学校 水上搜救艇 方雷 小学组

150 苏泽源 钟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和平号 马娇 小学组

151 周浩林 钟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自由号 何艳霞 小学组

152 张成 钟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长才号 朱玫 小学组

153 葛腾阳 钟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追光号 王义娥 小学组

154 罗俊麟 钟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喷射号 何艳霞 小学组

155 李锦以柔 钟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房床船 王洪霞 小学组

156 钟翰林 钟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合欢号 王洪霞 小学组

157 张榆杭 钟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旅游船 刘春 小学组

158 陈栩娜 钟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私人度假船 刘春 小学组

159 张楠 钟山区第七小学 繁星号 陈代英 小学组

160 范茂越 钟山小学 虚幻号 单鹏程 小学组

161 王录宪 钟山小学 海上运输船 徐娟 小学组

162 何葶亭 钟山小学 雷霆号 单鹏程 小学组

163 宋先品 遵义市播州区第五小学 轻型驱逐舰 余小龙 小学组



贵州省第三届“贵安杯”青少年3D打印创意设计大赛

初中组决赛名单
序号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分组

1 蔡秒秒 安顺市第九中学 《小船》 黄发坤 初中组

2 路起铎 安顺市第九中学 《军舰》 黄发坤 初中组

3 汪勇志 安顺市第九中学 品《舰艇》 黄发坤 初中组

4 吴琬文 安顺市第九中学 《船》 黄发坤 初中组

5 伍尚尉 安顺市第九中学 《飞船》 黄发坤 初中组

6 　肖阳 安顺市第四中学 水下终结者　 田雨 初中组

7 　金蓉蓉 安顺市第四中学　 仿古画舫船　 田雨　 初中组

8 蒙紫晶　 安顺市第五中学 　水上自行车 　蒋华 初中组

9 　张帆 安顺市第五中学 凤凰号　 　蒋华 初中组

10 孙焱　 安顺市第五中学　 　悠然号 　蒋华 初中组

11 向成丽　 安顺市第五中学　 大笨笨　  张丽 初中组

12 　严俊霞 安顺市第五中学　 激速号　  张丽 初中组

13 方燏　 安顺市第五中学　 　梦想号  张丽 初中组

14 赵泠皓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东方号游艇》 韩青 初中组

15 邓昱聪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御龙号》 韦周林 初中组

16 胡欣锦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晨曦号货轮 申学艺 初中组

17 马灵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冬灵》 王靖 初中组

18 陆慧明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快乐小游艇》 梁冬洪 初中组

19 陈学亮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水上救援艇》 申学艺 初中组

20 李昀峰 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青蛟》 燕海帆 初中组

21 王张扬 安顺市实验学校  《货运帆船》 张庆 初中组

22 刘礼畅 安顺市实验学校 《涡轮推进式军舰》 张庆 初中组

23 孙梓明 安顺市实验学校 《117驱逐舰》 张庆 初中组

24 肖嘉兴 安顺市实验学校 《致远号巡洋舰》 张庆 初中组

25 殷悦 安顺市实验学校 《江上小舟》 张庆 初中组

26 聂乐乐 安顺市西秀区蔡官初级中学 萝卜船 叶晓晶 初中组

27 金羿宏 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初级中学 《侦察兵专用快舰》 初中组

28 潘忠伟（聋哑） 安顺市西秀区特殊教育学校 《友谊划艇》 毛政 初中组

29 陈汝剑（聋哑） 安顺市西秀区特殊教育学校 《古木舟》 曹静宜 初中组

30 陈瑞航（聋哑） 安顺市西秀区特殊教育学校 《生命之光》 石翔 初中组



31 鄢昌俊（聋哑） 安顺市西秀区特殊教育学校 《水上游乐艇》 邓兴国 初中组

32 赵洋洋（聋哑） 安顺市西秀区特殊教育学校 《和谐货轮》 陈龙 初中组

33 张博雅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海的恋人-小型私人豪华游艇 李凤 初中组

34 李尹嘉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博鸣号快艇》 叶琴 初中组

35 张凯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创世》 叶琴 初中组

36 李运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特技巡航舰 李凤 初中组

37 唐天吕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休闲帆船 叶琴 初中组

38 赵祥辉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贵安新区北师大贵安附属中学赵祥辉《导弹护卫舰》 叶琴 初中组

39 雷章锐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新型驱逐舰 李凤 初中组

40 王昭凸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天下第一船 叶琴 初中组

41 林锦航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black 驱逐 叶琴 初中组

42 令狐子安 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学（初中部） 海空航母——进击号 代霖宏 初中组

43 卢思佟 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学（初中部） 《多功能潜水器》 代霖宏 初中组

44 王泉智 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学（初中部） 《导弹巡洋舰——应龙号》 代霖宏 初中组

45 邱粤 岑巩县第四中学 《唐代水船》 杨苗 初中组

46 周棵 岑巩县第四中学 《希望号》 何杨 初中组

47 王润森 岑巩县第四中学 《千光号》 杨武 初中组

48 杨奇凡 岑巩县第四中学 《现代作战船》 杨苗 初中组

49 汪天成 岑巩县第四中学 《梦想家园》 何杨 初中组

50 王芳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初级中学 011BSO 沈锐 初中组

51 高明登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初级中学 白鲨号 沈锐 初中组

52 杨雨祥 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初级中学 满载号 沈锐 初中组

53 章子鹏 丹霞镇水塘中学 《太阳能光速船》 赵经勇 初中组

54 施关熙 丹霞镇水塘中学 《新星战舰》 胡玲 初中组

55 章子文 丹霞镇水塘中学 《海盗帆船》 赵经勇 初中组

56 刘贵沁 丹霞镇水塘中学 《南海船队》 赵经勇 初中组

57 周凌剑 都匀市第三中学 “希望号”轮船 许亚红 初中组

58 黄健杭 都匀市第三中学 娱乐型游轮—BLUE SKY 许亚红 初中组

59 李荣浩 都匀市第三中学 北极侦查舰 许亚红 初中组

60 张洲语 都匀市第三中学 “东山号”驱逐舰 许亚红 初中组

61 罗钫 都匀市第三中学 《纯电动太阳能船》 刘婧 初中组

62 陈顺龙 都匀市墨冲镇中学 小蜜蜂号潜水艇 岑开伦 初中组

63 付航臣 福泉市第二中学 《波塞冬之镰海空飞船》 付建军 初中组

64 罗佳慧 福泉市第二中学 《未来海上居住社区》 付成玉 初中组

65 陈元雲 观山湖第五中学 飞行航母 李兴艳 初中组

66 罗叶 观山湖第五中学 深海航母 刘涛 初中组

67 胡悦 观山湖第五中学 数据采集航母 何洁 初中组



68 马子懿 贵阳十五中 《ALL BLUE》 唐林 初中组

69 徐涛 贵阳十五中 《游艇酒店》 唐林 初中组

70 鞠婷 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 水上步行器 陈庆勇 初中组

71 余培 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 星际航行器 陈庆勇 初中组

72 朱淼 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 三水航行器 陈庆勇 初中组

73 孙海旭 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 轮轮航行器 陈庆勇 初中组

74 李好好 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 画展航行器 陈庆勇 初中组

75 王巧利 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 音乐厅号航行器 陈庆勇 初中组

76 陈江 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 远洋之舟航行器 陈庆勇 初中组

77 黄彦辅 贵阳市第二十八中学 轻盈躺椅航行器 陈庆勇 初中组

78 雷圣彦 贵阳市花溪区实验中学 双子星 夏金亮 初中组

79 段研成 贵阳一中新世界国际学校 056型驱逐舰 章童 初中组

80 王玉成 贵州省福泉中学 畅游号 付成玉 初中组

81 谯晶晶 贵州省惠水县雅水中学 《雅晶号》 杨庭丽 初中组

82 杨颜华 贵州省三穗中学 巡洋舰 王建民 初中组

83 杨再鸿（聋生） 贵州省铜仁市特殊教育学校 《I love you 手势——航空母舰》 王章杰 初中组

84 张澳（聋生） 贵州省铜仁市特殊教育学校 《货船》 王章杰 初中组

85 罗儒康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巨磁号 武小华 初中组

86 罗远宏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勇士舰-无人舰群 王磊 初中组

87 汤钰培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海上霸主母舰》 陈楠楠 初中组

88 赵春舟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捷刃号 陈楠楠 初中组

89 吴顺鑫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白珍珠 寸继垚 初中组

90 孙鹏远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名胜号》 吴开鑫 初中组

91 赵心雨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强弩号海洋生物救助 陈楠楠 初中组

92 李辉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海上的主宰战舰 陈楠楠 初中组

93 龚瑾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水蜘蛛 陈楠楠 初中组

94 余威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威龙乾录宣和舰 陈楠楠 初中组

95 陈俊安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游龙六号隐形战舰 陈楠楠 初中组

96 练雷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第五中学 21世界理想船（家用型） 王恩林 初中组

97 欧朋瑜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第五中学 HV巡逻探索船 王恩林 初中组

98 罗方玉 金沙县第三中学 《海上清道夫》 兰淼 初中组

99 杨发生 金沙县第三中学 《龙翼护卫船》 兰淼 初中组

100 甘礼星 金沙县第三中学 《中华之利器》 龙育 初中组

101 罗异星 金沙县第三中学 《黄金驱逐舰》 龙育 初中组

102 马林 金沙县第三中学 《凌冽波塞冬》 兰淼 初中组

103 余如意 金沙县高坪镇初级中学 水上母舰，扫荡者002号航空母舰 杨华山 初中组

104 陈加全 金沙县高坪镇初级中学 远洋号航空母舰 杨华山 初中组



105 陈少威　 旧州初级中学 八神号客轮　 王洪学　 初中组

106 班飞　 旧州初级中学　 飞氏快艇　 张霞　 初中组

107 蒙锦鹏　 旧州初级中学　 幻瞳号军用快艇　 刘飞翔　 初中组

108 舒方浩　 旧州初级中学　 休闲型游艇　 齐雯　 初中组

109 杨智凯　 旧州初级中学　 海军战舰 周元生　 初中组

110 黄圣力 开阳县第三中学 《国之重器-胜利号》 韦玉飞 初中组

111 曾丹丹 雷山县第三中学 《观光游艇》 张孝文 初中组

112 张春 六盘水南开中学 太阳能郑和号 龙登美 初中组

113 彭娟 六盘水南开中学 风光号 龙登美 初中组

114 文虎 六盘水南开中学 056导弹护卫舰 郭欣 初中组

115 王浩凡 六盘水南开中学 无人装甲船 郭欣 初中组

116 郑荣碧 六盘水南开中学 凤向号 龙登美 初中组

117 袁登杰 六盘水南开中学 武装搜救艇 郭欣 初中组

118 杨光鑫 六盘水南开中学 金枪鱼 郭欣 初中组

119 瞿清 六盘水南开中学 上海弄巷二号 龙登美 初中组

120 龙翠 六盘水南开中学 父亲号 阳重亮 初中组

121 熊玥 六盘水南开中学 台湾快舰号 龙登美 初中组

122 黄右发 六盘水南开中学 法拉利游艇007 郭欣 初中组

123 李嘉翼　 六盘水市第二十四中学　 破冰船　 刘明珠　 初中组

124 马怀 六盘水市第二十一中学 武装帆船 韦济红 初中组

125 马浪 六盘水市第二十一中学 防敌客船 韦济红 初中组

126 王友乙 六盘水市第二十一中学 休闲号渔船 韦济红 初中组

127 李言溪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远望号》 宋鹏 初中组

128 陈诸运鸿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雪龙号》 冯敏 初中组

129 聂靖原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海平号》　 徐捷　 初中组

130 赵泽宇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德雷.佛斯》　 徐捷　 初中组

131 　王健权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突袭者》 张艳红　 初中组

132 曾健峰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阿达斯特拉》　 曹春雨　 初中组

133 白宏旭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派对重型工程吊船》　 钟永秋　 初中组

134  向思雨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海底军舰》　 　刘波 初中组

135 刘玉康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流水号》 钟永秋　 初中组

136 田雯靓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环保小红帆》 冯敏 初中组

137 史开林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多功能帆船》　 　刘发敏 初中组

138 余淏天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光音号》 杨波　 初中组

139 钟乐杰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蛟龙号》 唐琪家 初中组

140 刘筠涛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飞鱼号》 张交娜 初中组

141 姜仁甫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Memory No.1》 曹春雨　 初中组



142 李政玺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未来一号》 张豪 初中组

143 杨承赐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多功能诺第留斯号 付远鹰 初中组

144 吴俊河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圣光号》 钟永秋　 初中组

145 罗太婧怡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环保光能舟》 　刘发敏 初中组

146  汪琳凯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自卫号》 付远鹰 初中组

147 甘心羽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深渊号”深海潜艇》 蒲士文 初中组

148 孙弘育成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捍卫者》 张艳红　 初中组

149 杨世煜 六盘水市第十四中学　 《银光号》 冯敏 初中组

150 李春达　 六盘水市十七中学 海鹰一号　 戴金杏　 初中组

151 李科　 六盘水市十七中学　 　气垫船阿快 戴金杏 初中组

152 王迅云龙 六枝特区第二中学 《海洋城市者》 郑宏 初中组

153 韦杰　 六枝特区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民族中学　 《和平号》　 周廷刚　 初中组

154 李颖熙　 六枝特区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民族中学　 《云上六枝樱桃1号》　 周廷刚　 初中组

155 李传国　 六枝特区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民族中学　 《圆梦货轮》　 周廷刚　 初中组

156 毕胜秀　 六枝特区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民族中学　 《月牙船》　 周廷刚　 初中组

157 王琪 六枝特区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民族中学　 《樱桃2号》 周廷刚　 初中组

158 王良丽　 六枝特区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民族中学　 《儿童船》　 周廷刚　 初中组

159 伍美婷 六枝特区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民族中学　 《远航船》 周廷刚　 初中组

160 伍胜月 六枝特区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民族中学　 《自卸船》 周廷刚　 初中组

161 司德应　 盘州市大山镇大山中学 　《死水号》 　陆小红 初中组

162 胡涛 盘州市大山镇大山中学 《引擎之心》 　陆小红 初中组

163 肖然　 盘州市大山镇大山中学 　《未来》 　胥正宪 初中组

164 司佳 盘州市大山镇大山中学 　《幽冥鲨王》 胥正宪　 初中组

165 　蒋清华 盘州市大山镇大山中学 《和平号》　 　胥正宪 初中组

166 敖杨思哲 盘州市第八中学 三栖航母 李飞 初中组

167 钟仁立 盘州市第八中学 天劫号 李飞 初中组

168 杜秉航 盘州市第十三中学 平安游轮 赵蕊 初中组

169 陈良印 盘州市第十三中学 巡洋舰 赵蕊 初中组

170 王锦森 盘州市第十三中学 破冰战舰 赵蕊 初中组

171 谢清政 盘州市第十三中学 万里护航 赵蕊 初中组

172 全俊杰 盘州市第十三中学 飞艇 赵蕊 初中组

173 邱子航 盘州市第十三中学 观光乌篷船 赵蕊 初中组

174 黄中石 普定县第二中学 蛟龙号 李守香 初中组

175 杨佩龙 普定县第二中学 饕鬄号 李守香 初中组

176 汪宇 普定县第二中学 船 李守香 小学组

177 李燃 黔西南州崇文中学 “红鱼”无人潜航器 彭春霞 初中组

178 舒韬 黔西南州崇文中学 ST号“蓝水海军”航母舰 彭春霞 初中组



179 鄢子云 黔西南州崇文中学 海上生命线 救援潜艇 彭春霞 初中组

180 何瑾 黔西南州崇文中学 海洋之星——海洋的净化与开拓者 彭春霞 初中组

181 申鑫 清镇二中 （海援号） 樊芝琴 初中组

182 黄宣曜 清镇二中 龙珠四帆斩浪号 樊芝琴 初中组

183 姚宇涵 清镇二中 《黄金龙舟》 樊芝琴 初中组

184 王能杰 清镇市流长民族中学 《皇家号》 卢勇 初中组

185 胡鹏 仁怀市第九中学（茅台中学） 深海潜艇救援号 邓大伟 初中组

186 李顺 仁怀市第九中学（茅台中学） 豪华皇室号 邓大伟 初中组

187 张德梅 仁怀市高大坪乡中学 《医用船》 李宏 初中组

188 王钊凤 仁怀市小湾中学 《太阳能观光船》 陈宗乔 初中组

189 唐世平 三穗县台烈中学 《虎鲨一号》 刘光武 初中组

190 廖阳 桐梓四中 家园保卫航母反击号 彭松祖 初中组

191 黄涛 铜仁市第六中学 多能源气垫船 冉燕 初中组

192 吴豪 铜仁市第六中学 节能救生快艇 冉燕 初中组

193 何新 望谟县第六中学 《战舰》 杨玉选 初中组

194 岑宝见 望谟县第六中学 《风能家用船》 杨玉选 初中组

195 蒙家远 望谟县第六中学 《游战号》 杨玉选 初中组

196 张然然 望谟县第六中学 《双艇战舰》 杨玉选 初中组

197 黄洞 望谟县第三中学 《心艇》 韦宝样 初中组

198 罗鸿娇 望谟县第三中学 《苗艇》 韦宝样 初中组

199 罗故 望谟县第三中学 蝎子号 韦宝样 初中组

200 熊销 望谟县第三中学 《箭磁号战艇》 韦宝样 初中组

201 王力涛 望谟县第三中学 黔西南州 望谟县第三中学 王力涛 韦宝样 初中组

202 陈伟 望谟县第三中学 《章鱼号》望谟县第三中学 韦宝样 初中组

203 杨鸳 望谟县第三中学 《闪电飞船号》 韦宝样 初中组

204 罗欢欢 望谟县第三中学 《酷洲堡客舰》 韦宝样 初中组

205 杨莎 望谟县第三中学 《海狼号》 韦宝样 初中组

206 文莎 威宁县九三中学 《乌蓬船》 舒承伟 初中组

207 蒙璐 乌当区第三中学 《幸福小船》 陈祥忠 初中组

208 马盈盈 乌当区东风中学 海底休闲娱乐船 曾木佳 初中组

209 廖袭锋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城关中学 天蛙智能飞艇 廖明全 初中组

210 马青峰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城关中学 风行者 廖明全 初中组

211 马青峰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城关中学 《帆船》 廖明全 初中组

212 沈远顺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城关中学 《魔域一号》 廖明全 初中组

213 肖锋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城关中学 扬帆起航 廖明全 初中组

214 颜学萌　 西秀区安运司学校 核舟　 汤永波 初中组

215 张纪梦 西秀区第六中学 西秀区第六中学张纪梦《海陆两用船车》 陆璐 初中组



216 李民警 西秀区鸡场中学 《和谐号》 陈甜甜 初中组

217 袁超越　 西秀区宁谷中学 欢乐号战船　 应治连　 初中组

218 吴涛　 西秀区宁谷中学　 海空航母　 应治连　 初中组

219 李文广 西秀区宁谷中学　 家庭号邮轮　 应治连　 初中组

220 潘沁东 西秀区双堡中学 扬帆起航 杨隽 初中组

221  燕超 西秀区新场中学 西秀区新场中学 燕超 《中国雷霆号》 吴通斌 初中组

222 郑颢琛 习水县第八中学 《红鲨风暴》 朱斗珠 初中组

223 张玉玲 雅关学校 小帆船 吴世伟 初中组

224 刘星雨 雅关学校 海上摩天轮 吴世伟 初中组

225 陈明欣 雅关学校 海豚号 吴世伟 初中组

226 张佳阳 雅关学校 解放号运兵车 吴世伟 初中组

227 尧龙中学 水陆空气垫式新能源车 成骏 初中组

228 胡鲁义 野鸭中学 水路两栖勇者号 周尚来 初中组

229 黄天齐 野鸭中学 无人物资船 周尚来 初中组

230 李晋宇 野鸭中学 大数据采集小舟 周尚来 初中组

231 刘彬 余庆县白泥中学 “远征号”驱逐舰 彭建 初中组

232 田茂涛 余庆县白泥中学 “远航号”豪华游艇 彭建 初中组

233 杨茂才 余庆县白泥中学 《救生冲锋艇》 彭建 初中组

234 罗宏胜 余庆县松烟中学 天伦号 罗宏胜 初中组

235 陶如涛 镇宁实验学校 《多功能运输船522号》 柴裕明 初中组

236 杨邦宇 镇宁实验学校 《摆渡者号》 柴裕明 初中组

237 龙彦璋 镇宁实验学校 《DPAI号》 柴裕明 初中组

238 柴耳迢 镇宁实验学校 《救援气垫船》 柴裕明 初中组

239 林悦欣 中天北京四中 《深海精灵》 贺龄瑞 初中组

240 浩淼 中天北京四中 救援艇 贺龄瑞 初中组

241 刘钦祥 遵义市播州区芶江中学 中国航母——辽宁舰 朱登友 初中组

242 李刚磊 遵义市播州区芶江中学 播州号观光船 朱登友 初中组

243 李传志 遵义市第三十中学 运输船 周晓婷 初中组

244 吕卓阳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宁静号护卫舰》 张明腾 初中组

245 庞云涵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生命之舟 张明腾 初中组

246 李庆豪 遵义市第四十中学  “战斗”号航空母舰 陈刚 初中组

247 申爱鑫 遵义市第四十中学 “军舰” 陈刚 初中组



贵州省第三届“贵安杯”青少年3D打印创意设计大赛

高中组决赛名单
序号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分组

1 沈童 安顺地区安顺市第三高级中学 (静默潜艇） 彭刚 高中组

2 聂伟 安顺市民族中学 《BUG－战舰》 高中组

3 何茜茜 安顺市民族中学 《新式运输船》 高中组

4 吴永丽 安顺市西秀区高级中学 《A dream》 吴超 高中组

5 杨玲玲 安顺市西秀区高级中学 《隐形无人侦查战舰MONSTER》 吴超 高中组

6 黎雨龙 毕节市第二实验高中 公牛号飞天母舰 吕红勇 高中组

7 方小菡 赤水市第一中学 hydrofoil-029-天行号 曾令旭 高中组

8 张涵棱 都匀市第三中学 都匀市第三中学张涵棱《潮汐之灵》 刘婧 高中组

9 李秋实 贵定中学 《利刃065海警舰》 皮云波 高中组

10 邱昌海 贵定中学 中国探测1号 皮云波 高中组

11 杨曼莉 贵定中学 《巡集号》 陈大兴 高中组

12 王祖海 贵定中学 《绿色卫士1号》 皮云波 高中组

13 贺诗桐 贵定中学 胡德号战列舰 杨通州 高中组

14 肖桥生 贵定中学  《梦幻之轮》 皮云波 高中组

15 涂云轩 贵定中学 鲲鹏一号 杨芳 高中组

16 邓雪玥 贵阳市第六中学 海神号 徐忠 高中组

17 黄书海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获胜号观光游轮 陈洁 高中组

18 吴彦松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私人FRP渔船 李雪 高中组

19 何孟泽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深渊之眼”深海无人探索艇 陈洁 高中组

20 张乾勇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铁甲号 陈洁 高中组

21 赵江梅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China-WJM 陈洁 高中组

22 姚颜发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水陆两栖专用号 李雪 高中组

23 唐会玲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Dream of the sky 陈洁 高中组

24 万清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WY号 李雪 高中组

25 邹皓承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皮皮虾号铁甲舰 廖家英 高中组

26 王国香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探险者天然气船 陈洁 高中组



27 胡晓琳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天穹号 廖家英 高中组

28 周艳琳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无帆号 李雪 高中组

29 肖勇涛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海空两用飞行器 李雪 高中组

30 黄路 贵阳市第四十中学 战舰 陈洁 高中组

31 雷骏雨 贵阳市第一中学 083A“昆仑级”量子半潜舰 段俊松 高中组

32 陈钰文 贵阳市第一中学 中国的华清级大航母 段俊松 高中组

33 申卜恺 贵阳市第一中学 《军事气垫船》 段俊松 高中组

34 杨林臻 贵阳市第一中学 《轩辕号》 段俊松 高中组

35 钟胜 贵阳市花溪清华中学 航空母舰“清华号” 张洁 高中组

36 张郅淳 贵阳市花溪清华中学 清华号巡洋舰 张洁 高中组

37 黄杰晟 贵阳市花溪清华中学 308型驱逐舰 何波 高中组

38 钟坤润 贵阳市花溪清华中学 护卫舰SR-025 张洁 高中组

39 何阳成 贵阳市开阳县第三中学 《心の帆》 韦玉飞 高中组

40 陈玺彤 贵阳市南明甲秀高级中学 《画舫》 杨美玲 高中组

41 杨鑫琪 贵阳市南明甲秀高级中学 《黔音之舟》 李勇 高中组

42 蓝皓意 贵阳市南明甲秀高级中学 贵阳市南明甲秀高中蓝皓意《图腾之舟》 李勇 高中组

43 李贵林 贵阳市乌当中学 《ZI-O号》 杨通艳 高中组

44 王欣雨 贵阳市乌当中学 《太平战舰》 杨通艳 高中组

45 张东篱 贵阳市乌当中学 《拉拉渡》 杨通艳 高中组

46 张晋恺 贵阳市乌当中学 《PAC-18型核潜艇》 杨通艳 高中组

47 周一帆 贵阳市乌当中学 《Z19战舰》 杨通艳 高中组

48 张雯竹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可潜水游艇》 甘谊 高中组

49 尤顺民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御》 危杰 高中组

50 罗金辉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远方》 王时松 高中组

51 杨军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远征》 曾添财 高中组

52 杨辉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创·水上方程式》 危杰 高中组

53 罗白雄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水上快速客车》 甘谊 高中组

54 郑家雯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大无畏号》 甘谊 高中组

55 石正品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鱼鹰》 刘江波 高中组

56 马成鹏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奇点》 曾添财 高中组

57 韦国锋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神探》 曾添财 高中组

58 罗航兵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翔恬破》 刘江波 高中组

59 班臻宇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疾速划艇》 刘江波 高中组



60 任贵发 贵州省雷山县民族中学 空潜一体化多用途舰艇 刘芬 高中组

61 李俊生 贵州省雷山县民族中学 华佗号---医用船 刘芬 高中组

62 唐伟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一中 潜行者 赵欧 高中组

63 张迈 贵州省思南中学 《 蝠翔号家庭游船  》 王雪琴 高中组

64 向阳露 贵州省思南中学 《向阳而生 轮船 》 王雪琴 高中组

65 杜权吉 贵州省思南中学 《 航母“和风号” 》 王雪琴 高中组

66 罗馨怡 贵州省兴义市第八中学 新能源多功能用船 石洪伍 高中组

67 陶军霖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海空净化器》 刘胜军 高中组

68 陈骋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CAT海陆空三用侦察机》 刘胜军 高中组

69 杨嘉尉 贵州省沿河民族中学 《风浪号气垫救援船》 张军 高中组

70 陈朝浪 贵州省沿河民族中学 《银河号宇宙飞船》 向小军 高中组

71 贺滚滚 贵州省贞丰中学 会飞的高速赛艇 崔兴莲 高中组

72 谢宇霆 贵州省织金县第二中学 滑齿龙号航空母舰 张伟 高中组

73 宋开阳 贵州省织金县第二中学 复兴号*创新生态游轮 钟运华 高中组

74 张浪 贵州省织金县第二中学 前进7号 王荣 高中组

75 谢勇 贵州省织金县第二中学 新型环保摩托艇 王荣 高中组

76 王思力 贵州省织金县第二中学 沧龙号对空驱逐舰 王荣 高中组

77 刘其升 金沙县第一中学 《黑鹰号 双跑道航空母舰》 毛野 高中组

78 金开俊 金沙县第一中学 《哲思号》 毛野 高中组

79 刘斯琪 金沙县第一中学 《上洋号》 毛野 高中组

80 卢林志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牂牁号复古游船 姜和丽 高中组

81 洪大宇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海上驱逐舰 柏贵荣 高中组

82 何源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中国航母 姜和丽 高中组

83 何志远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海底军用隐身核潜艇 饶之聪 高中组

84 吴隆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现代休闲快艇 姜和丽 高中组

85 吴涛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丝路号集装箱船 姜和丽 高中组

86 陈卿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军事医疗船 姜和丽 高中组

87 郑俊熙 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潜艇货船 饶之聪 高中组

88 　耿世泽 盘州市第十二中学　 《海鸥号》　 向华梅 高中组

89 杨帆　 盘州市第十二中学　 《旅行者》　 向华梅 高中组

90 　孙浩星 盘州市第十二中学　 《天星号》　 向华梅　 高中组

91 　谭景涛 盘州市第十二中学　 《破军号》 向华梅　 高中组

92 　孔繁锐 盘州市第十二中学　 《远洋号》 向华梅　 高中组



93   黄西平　 盘州市第十二中学　 《黔鹰号》 向华梅　 高中组

94 李洋 清镇市第一中学 《620号航空母舰》 石进昌 高中组

95 李丽 仁怀市第六中学 《新型龙舟》 赵林燕 高中组

96 杨锋 石阡县民族中学 《开心5号气垫船》 孙大琴 高中组

97 汤千发 松桃苗族自治县第三高级中学 081型两栖攻击舰 姚惠月 高中组

98 易柏龙 松桃苗族自治县第三高级中学 海空快艇 田应顶 高中组

99 欧姚辉 松桃苗族自治县智华（第六）中学 《华空航母》 曾泽 高中组

100 曾铜鑫 松桃苗族自治县智华（第六）中学 《和平保卫作战舰》 吴文琪 高中组

101 邬阿红 他山中学 《双体航母》 刘云华 高中组

102 蒋进 铜仁第一中学 《闪电号》 刘世俊 高中组

103 路丝吉 铜仁市第八中学  “远洋号”观光潜艇 王文明 高中组

104 吴淑涵 铜仁市第八中学 “海鸟号”太阳能气垫船 王文明 高中组

105 唐林星 铜仁市第二中学 绿能游轮 冉文权 高中组

106 张晓庆 铜仁市第二中学 风能驱动休闲游船 龙明君 高中组

107 胡欢 铜仁市第二中学 迎风号 冉文权 高中组

108 韦光亮 西秀区旧州中学 《逐岛航母》 简骎 高中组

109 陈爽 习水县第一中学 未来号 袁必奎 高中组

110 刘佳佳 习水县第一中学 中国急救 袁必奎 高中组

111 朱佳顺 兴仁县第一中学 《远征号》 吴洪龙 高中组

112 王飞龙 兴仁县第一中学 《寻梦号》 吴洪龙 高中组

113 黄 吉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 《战狼号航空母舰》 张 军 高中组

114 田洪旭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中学 油轮 田万军 高中组

115 叶成 镇宁自治县第一高级中学 叶成《观光船》 杨正敏 高中组

116 王朝毅 镇宁自治县民族中学 “中国梦号”航空母舰 颜国 高中组

117 杨开学 镇宁自治县民族中学 “景航号”观光游艇 颜国 高中组

118 杨阳 镇宁自治县民族中学 “平安号”救援船 詹青 高中组

119 骆丹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远诛号战舰》 安亭燕 高中组

120 王定翔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stevens future ship》 安亭燕 高中组

121 严丽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氢能海陆清洁艇》 安亭燕 高中组

122 张玉妹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Sea Elf 海底精灵》 安亭燕 高中组

123 杨浩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海神牙》 安亭燕 高中组

124 杨云凯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速战号》 安亭燕 高中组

125 刘浩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极速代码》 安亭燕 高中组



126 宋旺龙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不沉的泰坦尼克》 安亭燕 高中组

127 陈元涛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海上尖刀—利刃舰》 安亭燕 高中组

128 薛槐嫣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公主坐骑》 安亭燕 高中组

129 王泽旭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远泽护卫舰》 安亭燕 高中组

130 任续庆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防险救生艇电击号》 安亭燕 高中组

131 李广生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蜘蛛仿生多功能无人运输载具》 安亭燕 高中组

132 曾广义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海洋主宰波塞冬》 安亭燕 高中组

133 蔡万吉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蝠鲼号》 安亭燕 高中组

134 余雅馨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华鲸号》 安亭燕 高中组

135 陈聪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三体战舰》 安亭燕 高中组

136 周悦悦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天鹅堡号》 安亭燕 高中组

137 姚霖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阔海无垠战舰》 安亭燕 高中组

138 陈炜 遵义航天高级中学 《海空兼顾游艇—飞鱼号》 安亭燕 高中组

139 徐佳乐 遵义市第十五中学 《战龙复仇者》 李先明 高中组

140 徐艳萍 遵义市第十五中学 《欢乐周游船》 李先明 高中组

141 宋北杰 遵义市第十五中学 《未来战舰》 赵琼 高中组

142 刘艺 遵义市第四中学 《移动式远航补给船》 席菲菲 高中组

143 万昌恒 遵义市第四中学 《隐形侦查舰——潜龙号》 颜家燕 高中组

144 罗博一 遵义市第四中学 《“渊龙”号探索型潜艇》 席菲菲 高中组

145 刘玙璠 遵义市第一中学 《沧龙号》 何成萍 高中组

146 杨锶宇 遵义市第一中学 护卫舰 何成萍 高中组

147 丁源东 遵义市第一中学 新能源汽车运输船 何成萍 高中组

148 王贵莲 遵义市南白中学 “自强号”会飞的航母 张轩 高中组

149 刚福佳 遵义市南白中学 新能源战略护卫核潜艇 张轩 高中组

150 李乾行 遵义市南白中学 极地科考船——“洞察者” 张轩 高中组

151 黄成岩 遵义市南白中学 “大鲸鱼”新能源仿生船 张轩 高中组



贵州省第三届“贵安杯”青少年3D打印创意设计大赛

高职组决赛名单
序号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辅导员姓名 分组

1 杨胜利 安顺城市服务职业学校 《曲镜舰》 娄老师 中职组
2 杨正 安顺城市服务职业学校 《深海星河》 韦老师 中职组
3 卢小琴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八一航母号》 冯焕庆 中职组
4 吴维军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海洋垃圾怪兽》 张芸芸 中职组
5 李梅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多功能旅游船》 李宣卫 中职组
6 罗瑞淋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勇闯天下》 丁青 中职组
7 马厅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裂谷护卫舰》 张盼盼 中职组
8 牟洪毅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无敌战舰 游光才 中职组
9 陈青飞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海底探测器 黎万先 中职组

10 王鑫鸿.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巡洋军舰》 李宣卫 中职组
11 王海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TBC驱逐舰》 游光才 中职组
12 祝扬智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海上救助船 张芸芸 中职组
13 陈松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水上飞艇》 黎万先 中职组
14 李享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飓风攻击艇 李宣卫 中职组
15 刘志连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水面飞行器》 马海南 中职组
16 石伟军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63-LS舰》 史玉华 中职组
17 罗林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轮船 冯焕庆 中职组
18 刘福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残殇7号 赵娇 中职组
19 刘桃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观光快艇》 李宣卫 中职组
20 杨达顺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色梦源） 赵丽娅 中职组
21 胡俊达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气垫船》 汪梅 中职组
22 郭建城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战舰009.号 罗纯 中职组
23 杨东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GT-K3巡洋舰》 刘虓 中职组
24 陈桐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海水游船》 张丹 中职组
25 钟明明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魔幻好摩托艇》 杜金锋 中职组
26 汤富森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利哥3号》 万成富 中职组
27 赵远凯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凯锐护卫舰》 杜金锋 中职组
28 彭洋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希望号 杜金锋 中职组
29 陈红火 赤水市中等职业学校 《智能旅游潜浮船》 王超 中职组



30 林建平 赤水市中等职业学校 《战列舰.鳄鱼》 王超 中职组
31 李海容 德江县中等职业学校 《梦想之船》 梅敏 中职组
32 宋伦峰 德江县中等职业学校 《年轮号观光船》 余旭丹 中职组
33 王敏 德江县中等职业学校 水翼船 吴俊绩 中职组
34 王潇 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 行风号 滚合生 中职组
35 卞芝 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 侦查气垫船 滚合生 中职组
36 向大林 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   蓝色军舰 滚合生 中职组
37 潘波 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   军哥小船 滚合生 中职组
38 廖芝富 罗甸县中等职业学校 瑞福舰 罗贵 中职组
39 岑小阳 罗甸县中等职业学校 海鹰H6 韦庆霞 中职组
40 袁兵 罗甸县中等职业学校 巡航蟹 罗贵 中职组
41 王享亨 罗甸县中等职业学校 亨斯特拉 罗贵 中职组
42 杨秀权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隐形突击舰》 杨成燕 中职组
43 罗兴友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导弹驱逐舰》 陈永川 中职组
44 李棚 桐梓县中等职业学校 耀龙号 中职组
45 赵存莹 桐梓县中等职业学校 007号护卫舰 中职组
46 孙锡霖 铜仁市碧江区中等职业学校 贵霖号飞行航母 陈丽 中职组
47 张学亮 西秀区安顺机械工业学校 《远望号》 卢邦荣 中职组



贵州省第三届“贵安杯”青少年3D打印创意设计大赛

高职组决赛名单
序号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辅导员姓名 分组/分类

1 阳茂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鹏程号） 闵杨 高职组
2 严信宽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黑骑士） 闵杨 高职组
3 刘泽亮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和平号》 闵杨 高职组
4 黄维峰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鱼鹰1号》 蔡泽能 高职组
5 雷桂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虎鲨斥候艇》 姜天根 高职组
6 唐华辉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迷你轮》 姜天根 高职组
7 杨进才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海豚号》 蔡泽能 高职组
8 梁光文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台风号》 阎惠丽 高职组
9 杨汉兵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旅航嚎》 冯梅 高职组

10 李亮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虎鲸一号》 阎惠丽 高职组
11 黄万稳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远洋护卫舰》 刘晓军 高职组
12 刘炳卿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呆毛舒米号》 余太游 高职组
13 吴雍芬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黔灵号 余太游 高职组
14 袁仕林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战航号 李英 高职组
15 何文钺 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  《浩海之军舰》 徐晨瑶 高职组
16 龙邦坤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北极熊号科考船》 陈永川 高职组
17 陈爽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大型游乐船》 陈永川 高职组
18 江芝常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导弹护卫舰》 杨成燕 高职组
19 牛勇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无畏者攻击舰》 杨成燕 高职组



贵州省第三届“贵安杯”青少年3D打印创意设计大赛

大学组决赛名单
序号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辅导员姓名 分组

1 覃海芬 贵阳学院 《蝠鲼一号》 安金亮 大学组

2 王明峰 贵阳学院 《黑鱼号》 欧阳崇伟 大学组

3 陶超 贵阳学院 《晓梦蝶影》 李疆 大学组

4 潘兴贵 贵阳学院 《休闲商务艇》 金开军 大学组

5 姚树花 贵阳学院 《海洋之心》 安金亮 大学组

6 李春梅 贵阳学院 南海“护”舰 左成光 大学组

7 符衡 贵阳学院 《银河泰坦星舰》 李嘉霖 大学组

8 郑杰 贵阳学院 《大洋霸主》 韩志嵘 大学组

9 左秀启 贵阳学院 《多功能战舰-启迪号》 韩志嵘 大学组

10 朱熙熙 贵阳学院 《蝶翼艇》 欧阳崇伟 大学组

11 李彰 贵阳学院 《欧律诺墨号》 李疆 大学组

12 肖婷婷 贵阳学院 《X-旋风游艇》 任永力 大学组

13 杨冬 贵阳学院 《黑龙巡航舰》 任永力 大学组

14 谭化英 贵阳学院 《领航者》 金开军 大学组

15  孟姣 贵阳学院 “蓝鲨--海下游艇” 石文昌 大学组

16 周颖 贵阳学院 《开心号》 李佳霖 大学组

17 莫明弯 贵阳学院  《墨子号》 金开军 大学组

18 赖兴阳 贵阳学院 《L-19型航母》 欧阳崇伟 大学组

19 肖祥宏 贵阳学院 《和平舰》 韩志嵘 大学组

20 严昌良 贵阳学院 厚铁号 杨秋萍 大学组

21 徐毅 贵阳学院 《节能环保号》 成刚 大学组

22 吴雪威 贵阳学院 《“伐木累”号旅游艇》 杨秋萍 大学组

23 彭建国 贵阳学院 《生命堡垒》 石文昌 大学组

24 何浪 贵阳学院 《豹变号海盗主题休闲船》 成刚 大学组

25 李明轩 贵阳学院 不一样的飞船 韩志嵘 大学组

26 袁慧 贵阳学院 《百年船缘》 韩志嵘 大学组

27  袁胜龙 贵阳学院 《幽灵魅影》 韩志嵘 大学组

28 尹鸿贵 贵阳学院   《蓝影》 韩志嵘 大学组



29 焦雨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无畏号 廖益龙 大学组

30 谢潜龙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HDJ3导弹驱逐舰 王许 大学组

31 李泽强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龙泽号 李元会 大学组

32 任桢丙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远洋驳船 李元会 大学组

33 周英杰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邮轮》 马震 大学组

34 李正明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安培力三体船》 梁刚 大学组

35 姚伦全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3.0航母《贵州舰》 屈思源 大学组

36 周智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神盾号 许天辉 大学组

37 王浪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游轮之乐 李永湘 大学组

38 宋小兵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D666号防空舰》 李永湘 大学组

39 张宝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逐宇号 许天辉 大学组

40 胡玮玮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豪华游艇 李永湘 大学组

41 李辉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小皮划艇 李永湘 大学组

42 袁亚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驱逐舰模型 李永湘 大学组

43 钟卫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型护卫舰改进型 李永湘 大学组

44 张云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郑和下西洋 李永湘 大学组

45 朱江华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全方位行驶游轮 许天辉 大学组

46 张正应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海下观光轮船 雷蔓 大学组

47 许晋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巨型观光客轮》 雷曼 大学组

48 徐铙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破冰者》 程正伟 大学组

49 张华 贵州理工学院 《护国号驱逐舰》 陈霖 大学组

50 王博 贵州理工学院 战列巡洋舰 周琴 大学组

51 李振成 贵州理工学院 未来航母 赵曜 大学组

52 张鹏 贵州理工学院 和平鸽救生船 金志远 大学组

53 伍健 贵州理工学院 《和平方舟号》 张宪明 大学组

54 鲍江伟 贵州民族大学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勇敢号》 田双 大学组

55 王加贵 贵州民族大学 泰坦一号 吴寿学 大学组

56 王德科 贵州民族大学  《疾风战舰》 田双 大学组

57 潘勇 贵州师范大学 小型游轮 彭敏 大学组

58 卢开业 贵州师范大学 （蛙艇） 徐卫平 大学组

59 梁员军 贵州师范大学 《自稳分体式高级游轮》 谢志平 大学组

60 罗强 贵州师范大学 《海上家园》 谢志平 大学组

61 刘余会 贵州师范大学 《丘比特》 伍权 大学组

62 陈恰 贵州师范大学 《可拆分三体船》 彭敏 大学组

63 陈礼韦 贵州师范大学 休闲游艇 汤耿 大学组



64 张荣浩 贵州师范大学 双栖翼船 陈华伟 大学组

65 彭昭勇 贵州师范大学 花溪地区贵州师范大学彭昭勇《空天母舰》 伍权 大学组

66 郑跃 贵州师范大学 花溪区 贵州师范大学 郑跃  《和谐舰》 徐卫平 大学组

67 张迅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张迅（喷气式水上划艇） 汤耿 大学组

68 李文迪 贵州师范大学 鲲鹏 彭敏 大学组

69 王宏 贵州师范大学 花溪区贵州师范大学王宏《无敌潜水艇》 汤耿 大学组

70 邹朝鑫 贵州师范大学 The king of the predator 李红 大学组

71 杨仕杰 贵州师范大学 大头虾型摩托快艇 李红 大学组

72 肖昌禄 贵州师范大学 轮船-里程号 汤耿 大学组

73 卢开业 贵州师范大学 蛙艇 徐卫平 大学组

74 刘余会 贵州师范大学 丘比特 陈华伟 大学组

75 梁员军 贵州师范大学 自稳分体式高级游轮 彭敏 大学组

76 段秋红 贵州师范大学 星虹侠 汤耿 大学组

77 陈恰 贵州师范大学 可拆分三体船 彭敏 大学组

78 谢玉恒 贵州师范学院 《觅秘》 刘红玲 大学组

79 陈玉林 六盘水师范学院 最强辅助舰 秦鹏 大学组

80 申中秋 遵义师范学院 《海陆空航空母舰》 马登秋 大学组

81 蔡燃 遵义师范学院 游泳池号 刘晶 大学组

82 冉应发 遵义师范学院 遵义师范学院冉应发《R-H未来号》 付娟 大学组

83 冯前军 遵义师范学院 遵义师范学院冯前军《F-H九天揽月号》 马登秋 大学组

84 郑兴珊 遵义师范学院 鼓浪船 叶振环 大学组

85 张峻豪 遵义医学院 LNG运输船 杨伟业 大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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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公开组决赛名单
序号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分组

1 杨礼铭 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鼓楼校区） 祥云游艇 公开组
2 玄文昊 北京市育才学校 潜艇 公开组
3 易思旭 北京市育才学校 货轮 公开组
4 林子轩 大连开发区金源小学 混乱号 公开组
5 肖彦泽 东莞市莞城区步步高小学 双向高速行驶航母 公开组
6 张展滨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快艇 公开组
7 刘震 富源学校 富源艇 公开组
8 徐骏哲 富源学校 未来豪华私人观光潜艇 公开组
9 凌征强 赣州九维科技 冲锋艇 公开组

10 林培燊 广州市南国学校 房船 公开组
11 何伊楠 广州市南沙区大井小学 哆啦A梦飞行 公开组
12 岳魏锴 哈尔滨市桥南小学校 轮船 公开组
13 孙依锋 杭州市萧山区第八高级中学 一帆风顺 公开组
14 皮哲毅 河北小学 航母、 公开组
15 杨佳儒 淮安市淮安小学 航母 公开组
16 童祯祺 嘉善一中 帆船 公开组
17 许镇朗 勒流中心小学 小木船 公开组
18 陈键恒 勒流中心小学 救生艇 公开组
19 王家福 洛阳市实验小学 小船 公开组
20 何海霞 茂名市高级技工学校 水上必备工具（船） 公开组
21 邓畅 绵阳中学汉龙英才学校 DC号深海捕鱼机 公开组
22 曾利英 南海桂城叠滘小学 小木船（1.0） 公开组
23 植才华 南海桂城叠滘小学 核能飞船 公开组
24 车小磊 牛童创客教育 战舰 公开组
25 贾前月 牛童创客教育 中国帆船 公开组
26 王军 七里河区安西路小学 欧式单体帆船 公开组
27 王冠权 庆安中学 轻型战略导弹艇 公开组
28 刘筱姝 荣成实验中学 帆船 公开组
29 黄楚锋 儒林第一小学 小木船 公开组



30 宋光明 三郎镇中学 摩托艇 公开组
31 谢小鱼 上海市第六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模型-潜水艇 公开组
32 郁文浩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船 公开组
33 郑泽楠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实验学校 飞船00号 公开组
34 苏怡嘉 深圳市宝安区西湾小学 船 公开组
35 王思雨 沈阳市第五十六中学 帆船1号 公开组
36 陈启航 寿昌一小 超级战舰 公开组
37 符国新 苏州市太湖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轮船 公开组
38 张盛阳 铜陵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安徽铜陵技师学院） 航空母舰 公开组
39 罗天赋 望城县黄金乡国徽小学 河豚号军用冲锋艇 公开组
40 袁辰洲 温江中学 空天航母 公开组
41 刘华毅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水上快艇 公开组
42 陈维奇 西南交通大学 海豚造型仿生设计——海底观光旅游潜艇 公开组
43 董振 萧山区所前镇第一小学 模型轮船 公开组
44 杨知临 新沂市新安小学 航空母舰+plus 公开组
45 吴世丽 徐州市后姚小学 我的小船 公开组
46 孙韶晗 徐州市铜山区杨西小学 中国海军驱逐舰 公开组
47 孙泓懿 徐州市铜山区杨西小学 中国军舰 公开组
48 孙明居 徐州市铜山区杨西小学 驱逐舰 公开组
49 严相显 延吉市中央小学校 潜水艇 公开组
50 王志辉 依安县双阳镇中学 军舰 公开组
51 方开文 仪征市金升外国语实验学校 炮艇 公开组
52 陈滢涛 枣庄市实验学校 木船 公开组
53 郭峰江 长沙县黄兴镇中心小学 战舰 公开组
54 周爱东 重庆市工贸技工学校 《远洋号》 公开组
55 古金龙 重庆市工贸技工学校 《护国战舰》 公开组
56 袁家华 重庆市工贸技工学校 黄蜂075两栖航空母舰 公开组
57 冉光新 重庆市工贸技工学校 豪华商务游轮 公开组
58 伊甸园 重庆市工贸技工学校 船 公开组
59 杨应军 重庆市工贸技工学校  《Deiphinus》 公开组

60 杨冬译 重庆市工贸技工学校  《重庆号航空母舰》 公开组
61 向柯冀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新路小学 战舰 公开组
62 方弘毅 珠海九中 双体船 公开组
63 潘洋 驻马店二中 船 公开组
64 吴悠 邹区实验小学 吴悠船 公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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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公开组决赛名单
序号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分组

1 王文明 铜仁市第八中学 《“水黾号”波浪适应模块船》 公开组
2 王鑫鹏 遵义市第四中学 《Water bloom》 公开组
3 龙昌梁 天柱县中等职业学校 《海洋之城》 公开组
4 毛野 金沙县第一中学 船修改 公开组
5 蒙锡卓 贵州省兴义市阳光书院 御天一号 公开组
6 罗艺 习水县东皇镇第三小学 水上飞机 公开组
7 罗贵 罗甸县中等职业学校 飓风号 公开组
8 杨秀玉 贵州省岑巩县第四初级中学 鲨鱼潜水艇 公开组
9 姚灿灿 道真自治县曙光学校 新型快艇 公开组

10 吕红勇 毕节市第二实验高中 海空两栖医疗救援舰 公开组
11 舒承伟 威宁县九三中学 水下工具 公开组
12 刘天龙 桐梓县中等职业学校 《海龙号》 公开组
13 吴文琪 松桃苗族自治县智华（第六）中学 欧姚辉 公开组

14 李志文 松桃苗族自治县第三高级中学 《载机巡洋舰》 公开组
15 杨奇凡 贵州省岑巩县第四初级中学 杨奇凡潜艇X1号 公开组
16 潘治宇 贵阳为明国际学校 潘治宇《N.P.S.P》 公开组
17 陶琳 贵阳市花溪区花溪小学 军舰 公开组
18 罗岚巍 余庆县松烟中学 海域之音 公开组
19 张驰驭 习水县东皇镇第三小学 170 军舰未涂色 公开组

20 杨雯艺 松桃苗族自治县第三高级中学 《重型登陆汽艇》 公开组
21 朱欣渝 三穗县城关第二小学 特色苗船 公开组
22 杨胜伟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白金号战列舰》 公开组
23 胡善燕 黄平县黄飘中心小学 福桥 公开组
24 张良广 贵州省岑巩县第四初级中学 岑巩县第四中学张良广晨曦号 公开组
25 胡艺迪 道真自治县曙光学校 驱逐舰 公开组
26 邹紫娴 道真自治县曙光学校 环保小艇 公开组
27 吴俊毅 毕节第一中学 055驱逐舰 公开组
28 叶明 遵义市播州区第三小学 新北洋水师-致远舰 公开组
29 吴国斌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第二中学 观光一号 公开组



30 杨玉康 望谟县第六中学 海龟号 公开组
31 周帅才 雷山县第二中学 海盗船 公开组
32 杨胜宇 雷山县第二中学 黔东南州雷山县第二中学杨胜宇（中国航母） 公开组
33 高梓程 贵州省岑巩县第四初级中学 《星空号》 公开组
34 吴鹏 贵州省岑巩县第四初级中学 《梦想号》潜艇 公开组
35 耿睿 贵阳市花溪区实验中学 船 公开组
36 贾桐 都匀七小 《游艇》 公开组
37 梁宇轩 都匀七小 《休闲汽艇》 公开组
38 苏焕翔 都匀七小 《观光气垫船》 公开组
39 吴继文 岑巩县中等职业学校 游览观光船 公开组
40 邱粤 岑巩四中 水螅潜水艇 公开组
41 李宣卫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GZ00护卫舰 公开组
42 张芸芸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可伸展式救生艇 公开组
43 包茜 贵阳市实验小学 仿生潜水艇 公开组
44 陈赛 贵阳市第六中学 仿古小艇 公开组
45 陈新云 贵阳市第六中学 污水环保医疗船 公开组
46 赵燕 贵阳市第六中学 两栖旅游船 公开组
47 许绍丽 贵阳市实验小学 仿古小船 公开组
48 陈怡楠 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响水小学 虎鲨8号 公开组
49 夏语轩 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响水小学 未来海上休闲旅游船 公开组
50 赵培安 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响水小学 和谐号 公开组
51 熊富豪 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响水小学 水陆气垫船 公开组
52 李志祥 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响水小学 快艇 公开组
53 蔡思琪 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响水小学 旅游船 公开组
54 刘海溶 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响水小学 休闲气垫船 公开组
55 刘宇杰 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响水小学 巡逻号 公开组
56 邓声赋 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响水小学 水上休闲船 公开组
57 潘欣怡 金海湖新区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响水小学 水上游轮 公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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