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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单  
(2022.7.5 公布 ) 

小学组 

 

 

小学组-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1 李俊毅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领航者”月球基地 

小学组-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2 卿子墨 重庆三助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月球 3D 打印房屋一体化装置-女

娲一号 

3 高朗轩 黑龙江齐齐哈尔铁锋区光荣小学 空间站的舱外巡检维修 

4 王泽平 大连市甘井子区九三科技小学 嫦娥号月球氦 3 开采提炼基地 

小学组-三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5 李衍豫 西南交大子弟小学 无人驾驶激光采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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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于朝友 长兴县实验小学 未来城市皓月之城之资源开采基地 

7 姜凯童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广寒宫”月球基地 

8 冷钧皓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中国月球城市 

9 位霖翰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火星秘密探索基地 

小学组-优胜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10 陈果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月球基地住宅区 

11 陈浩宁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中国驻月种植基地 

12 邱翔瑜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月球实验基地 

13 张家嘉 韶关碧桂园外国语学校 月球探索机器人 

14 魏岳 河北省盐山县新华小学 月球采矿基地 

15 李悦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月球科研基地 

16 杨佳锜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月球基地 

17 苏伊涵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月球基地-玉兔们的日常 

18 黄伟铭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月球探险车 

19 郭宣文 唐山市路南区友谊里小学 攀登者号火星探测车 

小学组-最佳组织奖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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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潜力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20 何健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21 南熙源 延吉市中央小学校 

22 金振罡 延吉市中央小学校 

23 李扬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24 胡浩然 西安市曲江第三小学 

25 侯云正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26 韩若萱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27 游诗睿 荔城区第二实验小学 

28 小鹉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29 孙子云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30 颜铄鉴 重庆三助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1 纪潇然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32 许恩瑞 徐州市大黄山实验小学 

33 逄子航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34 杨雯萱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35 陈浩宇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36 卢昕言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37 王淇薇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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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潘静怡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39 曾熙茜 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中心小学 

40 江恩宸 北京市天通苑中山实验学校 

41 吴佳坤 临沂第一实验小学 

42 宗钰灏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43 王乐萱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44 刘泓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45 刘万钧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46 陈欣愉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47 薛诚泽 山西现代双语学校 

48 张晨阳 徐州市大黄山实验小学 

49 李昊阳 北京市天通苑中山实验学校 

50 沈子涵 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空港校区 

51 赵孝钰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52 何珞华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广源学校 

53 何开烨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54 陈嘉怡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55 张艺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56 赵晚晴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57 盛楠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58 李俊贤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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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李梓瑞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60 181****5178 东莞莞城中心小学 

61 黄雨泽 重庆市渝北区双湖小学校 

62 李玹準 延吉市中央小学校 

63 康浩洋 康巴什区第五小学 

64 鞠智博 临朐东城双语学校 

65 冯照乾 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中心小学 

66 郭嘉琦 山西现代双语学校 

67 田秀男 贵州省铜仁市特殊教育学校 

68 柳绍衍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69 亓骥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70 方晨懿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71 卢昊轩 东莞莞城中心小学 

72 郭政易 新乡市红旗区和平路小学 

73 李吉平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一小 

74 尹一如冰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75 陈雯静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76 温慧霞 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中心小学 

77 刘徐莱 徐州市长安路学校 

78 程思涵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79 陈妍希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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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郭龙禾 泉港区庄重文实验小学 

81 王乐聪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82 孙梓硕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83 崔浩睿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84 黄千羽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85 臧心怡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86 温慧霞 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中心小学 

87 陈永杰 上海市徐汇区东安三村小学 

88 陈玉鑫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89 杨峻熙 东莞莞城中心小学 

90 王桂钦 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中心小学 

91 誉伟杰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山中心小学 

92 黄昕 凉州区中坝上坝小学 

93 李安哲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一小 

94 朱洁妮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95 王子乐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96 吴晟伟 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中心小学 

97 曾曼婷 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中心小学 

98 彭嘉慧 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中心小学 

99 方贵 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中心小学 

100 黄千羽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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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刘梓婷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102 李源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103 赖俊睿 广州市越秀区旧部前小学 

104 黄景祺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105 侯沁汐 古蔺县永乐小学校 

106 苏冠铭 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107 邓景元 珠海容闳学校 

108 胡悦曦 成都树德中学博瑞实验学校 

109 陈一宽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中心小学 

110 莫世昊 郁南县连滩中心小学 

111 李新怡 东莞莞城中心小学 

112 廉智勋 延吉市中央小学校 

113 赖俊睿 广州市越秀区旧部前小学 

114 孙启博 徐州市长安路学校 

115  李惟熙 国防科大附小 

116 袁志泓 东莞莞城中心小学 

117 贺韬 广州市海珠区实验小学 

118 刘泽瑞 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空港校区 

119 刘砺阳 韶关碧桂园外国语学校 

120 王诗宇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121 侯沐汐 古蔺县永乐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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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王煜萱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123 李秉航 崇文青少年科技馆 

124 梁轩傲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5 李起航 南京市将军山小学 

126 黄仁琦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7 张书源 临沂第四实验小学 

128 陈锦恒 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空港校区 

129 吴翼翔 徐州市大黄山实验小学 

130 陈昊泽 韶关碧桂园外国语学校 

131 王镜超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132 凌泓洋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133 许佳和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天润城分校 

134 陈伶铄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5 张睿轩 兰炼二小 

136 刘智嘉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137 陈景弘 郁南县连滩中心小学 

138 匡泓霖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139 康彬蔚 呼兰县呼兰镇顺迈小学校 

140 唐小堂 延吉市中央小学校 

141 马旭辰 成都市石室小学 

142 张璟珵 北京市天通苑中山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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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143 陈峻宏 广州市越秀区旧部前小学 

144 张家乐 六盘水北大培文学校 

中学组（含中职、职高）-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1 刘多强 贵州省铜仁市特殊教育学校 宇宙舰群空间站 

中学组（含中职、职高）-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2 何贵微 贵州省铜仁市特殊教育学校 宇宙母舰空间站 

3 袁凌锋 上杭县紫金中学 广寒工程 

4 林祺烨 漳平第一中学 天辰号太空行营 

中学组（含中职、职高）-三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5 黄子敬 山东省邹城市第一中学 月球土壤勘探车 

6 黄子睿 深圳市光明书院 月球探测机器人 Y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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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禹哲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淮安市新

淮高级中学 
模块舱式月球基地 

8 高志聪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一初

级中学 
神州 13 号空间站 

9 郭志健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罗定邦中学 月球探测小车 

中学组（含中职、职高）-优胜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10 马群超 新沂市钟吾中学 月球表岩屑收集车 

11 李俊德 广西贺州职业学院 月球基地 

12 刘耕宇 六盘水市第八中学 “星梦站”月球基地 

13 黄馨茹 厦门市海沧中学 太空基地-空气转换器 

14 王致远 信丰县第七中学 月球基地 

15 王志强 松桃苗族自治县第三高级中学 梦兴号探月科研基地 

16 郭自立 临汾同盛实验中学 太空基地 

17 陈凌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蝴蝶号·多形态宇宙探测舰 

18 谭浩宇 重庆市南川区东胜初级中学校 御月号月球矿车 

19 李家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中太白校区 全地形履带车多功能找矿机器人 

中学组（含中职、职高）-最佳组织奖 

新沂市钟吾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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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含中职、职高）-潜力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20 朱小墨 启秀中学 

21 代鹏 遵义市第三中学 

22 夏紫萱 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23 陈家一 福州时代中学 

24 王安睿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25 王博暄 平江中学 

26 陆峻熙 龙岩五中 

27 陈周琳 义龙实验学校 

28 陈银松 重庆市南川区东胜初级中学校 

29 苏亦杭 海沧中学 

30 李杰 韶关碧桂园外国语学校 

31 赵承浩 重庆市南川区东胜初级中学校 

32 张宇恒 遵义市第三中学 

33 冯葛轩 启秀中学 

34 
叶浩宇 

成都市双庆中学 

35 
黄禄顺 

义龙实验学校 

36 陈柏昕 灵关中学 

37 王梓旭 新沂市钟吾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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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刘钦洋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39 龙思婷 贵州省松桃民族中学 

40 
王之睿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 

41 张佳宇 新沂市钟吾中学 

42 高炜翔 重庆市南川区东胜初级中学校 

43 
139262709

87 
学校名称不详 

44 苟喜敬 洮阳初中 

45 杨幸运 义龙实验学校 

46 梁琼玉 钦师附小 

47 胡瑞馨 灵关中学 

48 张亚雷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 

49 田茂安 义龙实验学校 

50 郝翊轩 平川二中 

51 宋一卓 列电中学 

52 黄仕勋 遵义市第三中学 

53 吉筱炜 洮阳初中 

54 王子偌 徐州市大黄山中学 

55 杨紫宸 东营市实验中学 

56 李俊杰 遵义市第三中学 

57 陈郁晨 厦门外国语海沧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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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杨梅 灵关中学 

59 王玉鹏 兰州市第五十六中学 

60 赵心悦 徐州市西朱中学 

61 程程 2018 长沙市芙蓉区蓉园小学 

62 何明熙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63 郝彤 遵义市第三中学 

64 王照杰 康巴什区第一中学 

65 刘君武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 

66 周子航 桃花江镇城关一中 

67 马尚 新沂市钟吾中学 

68 付世梅 遵义市第三中学 

69 王子悦 新沂市钟吾中学 

70 杨俊杰 黄平县湖里中学 

71 高瑞轩 朔州五中 

72 王洁茹 灵关中学 

73 
余娇月 

灵关中学 

74 
谢朋辰 

信丰县第七中学 

75 卢宇轩 列电中学 

76 胡视开 遵义市第三中学 

77 罗思伟 遵义市第三中学 

78 谢东垚 遵义市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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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评委人员名单（如下） 

79 张湛 甘肃省玉门市第三中学 

80 马榆杭 山东省平度市行知中学 

81 宋文慧 新沂市钟吾中学 

82 赵砡琦 纳雍县职业技术学校 

83 屈若凡 甘肃省玉门市第三中学 

84 张博韬 广州市豪贤中学 

85 卢雪晴 广州市花都区秀雅学校 

86 吴梓桐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87 莫皓雯 桃花江镇二中 

88 贾思源 甘肃省玉门市第三中学 

89 曹玲瑜 甘肃省玉门市第三中学 

90 邹亮 观山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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