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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航天，探索未来 

第二届“中望杯”全国青少年科创教育成果展示大赛 

青少年创新素养赛-人工智能竞技 

 

获奖名单  
 

 

小学组 

 

 

小学组-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仿真时间 成绩 

1 史凯伟 陇西县首阳小学 116 835 

小学组-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仿真时间 成绩 

2 杨镇语 开阳二小 124 835 

3 陈泓旭 开阳县第二小学 因个人原因退赛 

4 高睿瞳 贵阳市花溪区华阳小学 因个人原因退赛 

小学组-三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仿真时间 成绩 

5 黄仁琦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4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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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鸿涛 陇西县首阳小学 134 835 

7 汪炜杰 陇西县首阳小学 135 835 

8 刘万钧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9 835 

9 陈力玮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因个人原因退赛 

小学组-优胜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仿真时间 成绩 

10 孙启轩 陇西县首阳小学 149 835 

11 康蓉轩 陇西县首阳小学 150 835 

12 黄伟铭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53 835 

13 万浩博 陇西县南安学校 168 835 

14 栾向一 陇西师范附属小学 170 835 

15 李璟瑞 永昌县第三小学 173 835 

16 赵佳亮 永昌县第三小学 180 835 

17 岳腾 陇西县首阳小学 183 835 

18 李文轩 陇西县首阳小学 188 835 

19 李月航 永昌县第三小学 196 835 

小学组-最佳组织奖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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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潜力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20 况日成 淄博峨庄小学 

21 丁一凡 禹城市步云小学 

22 刘沛鑫 徐州市长安路学校 

23 李和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24 刘一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25 王翔裕杰 新疆兵团第二中学附属小学 

26 陈宇声 西宁市少年宫 

27 王雨桐 西宁市少年宫 

28 范甜甜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羊街镇第二小学 

29 范蜜蜜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羊街第二中学 

30 赵子晴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31 王励源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32 周浩宇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33 赵详宇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34 谷雨薇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35 陈珑元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36 张博朝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37 张子轩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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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赵博艺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39 孙晨洋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40 马玉炜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王务庄小学 

41 亢雨晨 唐山市丰润区公园道小学 

42 xhc1139 沈阳市浑南区第一小学 

43 臧弈名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44 张乐然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45 李雨桐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46 臧心怡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47 曾泺霏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48 李欣蕾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49 王晨烨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50 张智淏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51 杨翊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52 吴思杨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53 马启荣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54 王昱权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55 刘恒熙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56 刘雷博雅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57 王子涵 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 

58 赵子涵 山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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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左伟志 仁怀市实验小学 

60 杜佳承 仁怀市实验小学 

61 冯子骞 仁怀市吉码编程思维训练中心 

62 李生俊 青海油田教育管理中心昆仑石油中学 

63 宋思涵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二小学 

64 李梓赋 南县南洲实验小学 

65 童英泽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南山）第二实验学校 

66 张旭清 门源县启航小学 

67 闫世欣 门源县启航小学 

68 赵有杰 门源县启航小学 

69 张杰庆 门源县启航小学 

70 李晓栋 门源县启航小学 

71 崔增涵 门源县启航小学 

72 马宝丰 门源县启航小学 

73 周子墨 滦州市中山实验学校 

74 张俪琼 滦县第四实验小学 

75 吴泽星辰 滦县第四实验小学 

76 张文敏 陇西县首阳小学 

77 常家浩 陇西县首阳小学 

78 吴博 陇西县首阳小学 

79 常家辉 陇西县首阳小学 



 

 

第二届“中望杯”全国青少年科创教育成果展示大赛 
青少年创新素养赛-人工智能竞技 

80 潘凯博 陇西县首阳小学 

81 李潇 陇西县首阳第二小学 

82 董一山 陇西县首阳第二小学 

83 张轩科 龙湾第一小学 

84 王镜超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85 包咏博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86 陈思羽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87 唐湛轩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88 何明泽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89 刘天允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90 杨舒涵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91 宋昊睿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92 魏泓达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93 陈雨奇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94 乔泊宁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95 刘宇淇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96 苏浩然 昆山市陆家镇菉溪小学 

97 郑皓天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98 梁星耀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99 潘建宇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100 罗垚辰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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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陆达标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102 李定晖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103 吴卓凡 江西省上饶市实验小学 

104 冯琬棠 江门市福泉奥林匹克学校 

105 杨德欣 尖山实验小学 

106 高朗轩 黑龙江齐齐哈尔铁锋区光荣小学 

107 崔宸菲 河东区八湖镇中心小学 

108 周雨辰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天湖小学 

109 童健成 官庄小学 

110 乔新悦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11 北四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12 平师城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13 王乐聪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14 陈浚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15 梁轩傲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16 陈果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17 陈雯静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18 陈浩宁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19 陈浩宇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0 陈伶铄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1 林甲乙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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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苏伊涵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3 朱洁妮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4 谢政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5 何健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6 刘泓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7 何开烨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8 温锦臻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29 谷歌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0 连家森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1 郑嘉泓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2 方兴宸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3 王敬泽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4 肖明宇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5 赖屿轩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6 李婕妤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7 倪庆泽 福建省福鼎市桐北中心小学 

138 潘仲昊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实验小学 

139 张栩萌 丰润西实验小学 

140 徐启帆 淀山湖中心小学校 

141 周彬 岑巩县第三小学 

142 杨镐屹 北京市天通苑中山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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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143 赵家林茵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144 张文星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小学 

145 李俊铖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146 姜博涵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147 王梓依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148 陈君豪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中学组（含中职、职高）-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仿真时间 成绩 

1 冯子扬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210 1000 

中学组（含中职、职高）-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仿真时间 成绩 

2 白正伟 酒泉三中 294 1000 

3 陈耀铨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300 980 

4 王炜 黄岛区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300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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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含中职、职高）-三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仿真时间 成绩 

5 薛明青 江苏省射阳中学 271 955 

6 蔡光萱 石河子第二中学 248 925 

7 武剑 酒泉三中 287 925 

8 姜永涛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300 925 

9 庄子墨 江苏省射阳中学 300 920 

 

 

中学组（含中职、职高）-优胜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仿真时间 成绩 

10 栾杰 江苏省射阳中学 300 910 

11 葛昀灏 黄岛区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300 905 

12 梁臣 江苏省射阳中学 300 890 

13 赵振兴 酒泉三中 275 885 

14 关惠匀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中学 300 885 

15 谭昀卿 淀山湖中学 300 870 

16 王宇创 江苏省射阳中学 274 850 

17 徐璨 江苏省射阳中学 291 840 

18 蔡贺 山东省平度市实验中学 300 835 

19 郭昱涵 敦煌二中 300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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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含中职、职高）-潜力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20 王智彬 遵义市第三中学 

21 徐元培 遵义市第三中学 

22 张宇恒 遵义市第三中学 

23 黄仕勋 遵义市第三中学 

24 代鹏 遵义市第三中学 

25 钱灿 遵义市第三中学 

26 李俊杰 遵义市第三中学 

27 胡视开 遵义三中 

28 舒意中 长铁一中 

29 秦佳怡 耀祥中学 

30 邹卓越 耀祥中学 

31 雷文杰 耀祥中学 

32 乔志诚 耀祥中学 

33 蒋金燕 耀祥中学 

中学组（含中职、职高）-最佳组织奖 

江苏省射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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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李伟伟 杨桥煤矿子弟学校 

35 张佳宇 新沂市钟吾中学 

36 马群超 新沂市钟吾中学 

37 刘孟曦 新沂市钟吾中学 

38 马小乙 新沂市钟吾中学 

39 段尧耀 新沂市钟吾中学 

40 黄思儒 新沂市钟吾中学 

41 冯廷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42 孟宣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43 雷济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44 王梓源 唐山十二中 

45 曹楚曈 唐山金名学校 

46 钱雨璐 实验中学 

47 范凯阳 石河子第二中学 

48 孙海博 石河子第二中学 

49 王梓轩 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50 辛喜 深圳市光明区第二中学 

51 聂子东 深圳市光明区第二中学 

52 朱嘉乐 深圳市光明区第二中学 

53 黄金鹏 深圳市光明区第二中学 

54 吴海鑫 韶关市第十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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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黄浩霖 韶关市第十三中学 

56 徐林岳 山东省平度市实验中学 

57 郭家 山东省平度市实验中学 

58 李润翰 山东省平度市实验中学 

59 李云飞 山东省平度市实验中学 

60 王煜函 山东省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61 张雯芊 厦门翔安第一中学 

62 邹亮 荣县明君学校 

63 林宇豪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4 朱家锐 清水三中 

65 刘煜坤 清水三中 

66 李鑫宇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高级中学 

67 王昊昱 青岛西海岸新区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68 王爽 青岛西海岸新区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69 徐宇祺 平度实验中学 

70 李思然 平度实验中学 

71 吕梓鸣 平度实验中学 

72 鲁家和 平度实验中学 

73 于子洋 平度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74 甘振华 南华民族中学 

75 杜青林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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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李镠熠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77 闫世欣 门源县启航小学 

78 周子墨 滦州市中山实验学校 

79 刘嘉乐 柳州市德润中学 

80 杨立宁 临泽县第二中学  

81 伏书同 临泽县第二中学  

82 康凯 临泽县第二中学 

83 安雨禾 临泽县第二中学 

84 李彦 临泽县第二中学 

85 王以亮 临泽县第二中学 

86 王友宏 临泽县第二中学 

87 刘佳辉 临泽县第二中学 

88 郑前 临泽县第二中学 

89 王启凡 临泽县第二中学 

90 王彩雯 昆山市淀山湖中学 

91 谢瑞 昆山市淀山湖中学 

92 陈泽宇 昆山市淀山湖中学 

93 程云翔 昆山市淀山湖中学 

94 陆遒绎 昆山市淀山湖中学 

95 贾耀帅 酒泉三中 

96 梁星耀 金秀瑶族自治县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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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石宇轩 江苏省射阳中学 

98 苏家桢 江苏省射阳中学 

99 郭玉斌 江苏省射阳中学 

100 郭鑫 江苏省射阳中学 

101 王心成 江苏省射阳中学 

102 陆笑川 江苏省射阳中学 

103 申家齐 江苏省射阳中学 

104 赵成 江苏省射阳中学 

105 张睿晨 江苏省射阳中学 

106 钱旭 江苏省射阳中学 

107 张亮 江苏省射阳中学 

108 周秋江 江苏省射阳中学 

109 江青珝 江苏省射阳中学 

110 陈志远 江苏省射阳中学 

111 蔡杨 江苏省射阳中学 

112 陈君杰 江苏省射阳中学 

113 刘亚楠 江苏省射阳中学 

114 李思璇 江苏省射阳中学 

115 姚雪 江苏省射阳中学 

116 沈家旺 江苏省射阳中学 

117 耿其杰 江苏省射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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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郑苏桐 江苏省射阳中学 

119 吴欣悦 江苏省射阳中学 

120 严旭东 江苏省射阳中学 

121 于浩溢 江苏省射阳中学 

122 陈梓祺 江苏省射阳中学 

123 宋玉涵 江苏省射阳中学 

124 丁宣中 江苏省射阳中学 

125 胡柯 江苏省射阳中学 

126 沈恬 江苏省射阳中学 

127 黄思涵 江苏省射阳中学 

128 江轩睿 建设中学 

129 刘君武 黄冈市中等职业学校 

130 曹佳辰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埭溪中学） 

131 刘壮林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埭溪中学） 

132 李思蝶 茂名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33 刘银霞 海北州第三高级中学 

134 白寿娟 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 

135 蔡义 贵州省织金县第一中学 

136 何牧木 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 

137 张博韬 广州市豪贤中学 

138 马文劲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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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郑迪 甘州中学 

140 李雨彤 甘肃省临泽县第二中学 

141 张振杰 甘肃省临泽县第二中学 

142 袁方 恩平市恩城中学 

143 陈启峰 敦煌二中 

144 任惠斌 敦煌二中 

145 张辉宇 敦煌二中 

146 徐文杰 敦煌二中 

147 张博轩 东营市晨阳学校 

148 蔡君逸 东安县耀祥中学 

149 谢斌 东安县耀祥中学 

150 唐云森 东安县耀祥中学 

151 邓金文 东安县耀祥中学 

152 唐敏 东安县耀祥中学 

153 唐稼奇 东安县耀祥中学 

154 蒋瑞雪 东安县耀祥中学 

155 吕顺君 东安县耀祥中学 

156 宋磊 东安县耀祥中学 

157 徐启帆 淀山湖中心小学校 

158 普嘉奥 大洋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