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赛编号 组委会 市 参赛组别 选手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奖项

16WXJX00042 山东省 德州市 小学组 李俊硕 曹锦源
山东德州运河经济开发区运河街道办事

处陈庄小学
赵盟 一等奖

16WXJX00301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曹梦 郭嘉壹 黄岛区太行山路小学 郭书敏 一等奖

16WXJX00303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张子平 金瑞民 黄岛区太行山路小学 丁强 一等奖

16WXJX00019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高誉诚 叶炳君 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 刘平安 一等奖

16WXJX0008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煦和 杨舒语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沈莹 一等奖

16WXJX0008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杨钧毅 崔震宇 沂源县沂河源学校 孟伟 一等奖

16WXJX00711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赵翊棵  唐子然 重庆珊瑚康恒小学校 冯玉江 一等奖

16WXJX00433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孙进祥 吴思言 武汉市光谷第三小学 孙四明 一等奖

16WXJX0032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鑫达 许天泽 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小学 张忠 一等奖

16WXJX00064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山徐俊豪 辛士彧 蔡甸区大集中心小学 王家谊 一等奖

16WXJX0008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昊聪 李梓玺 淄川区北关小学 李军帅 一等奖

16WXJX00434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谢晋鹏 方铭祥 武汉市经开区沌口小学 吕中国 二等奖

16WXJX00041 山东省 威海市 小学组 崔钧翔 刘丰铭 威海临港区蔄山小学 孙明 二等奖

16WXJX00435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肖鑫泽 江奕霖 武汉市蔡甸区第六小学 袁振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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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XJX00065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彭程锦 王子康 武汉市中法友谊小学 乐飞 二等奖

16WXJX0008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韩林峰 韩启炬炎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房芳 二等奖

16WXJX00096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朱国震 邓杰 深圳市盐田区乐群小学 宋铮 二等奖

16WXJX00002 延安市 延安市 小学组 高玉兴 王成贵 延安聋哑学校 杨晶晶 二等奖

16WXJX00126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周致远 徐子涵 重庆市荣昌区棠香小学 何建 二等奖

16WXJX0032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冯紫宸 孟祥逸飞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李建华 二等奖

16WXJX00094 湖南省 常德市 小学组 刘鹏  周嘉欣 常蒿路小学 周弘 二等奖

16WXJX00093 湖南省 常德市 小学组 杨力堦 付钰岚 常蒿路小学 周弘 二等奖

16WXJX00151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朱世祥 张沛琦 哈尔滨市南市小学 谭秋英 二等奖

16WXJX00121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孙宸晟昊 夏硕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落凤街小学 云瑶 二等奖

16WXJ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邵宇骋  栗文韬 东河区少年宫 王洪刚 二等奖

16WXJX00124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董洲 王伟樵 重庆市璧山区东关小学 张儒春 二等奖

16WXJX00119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王逸铎 田博涵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关帝庙街小学 贺志标 二等奖

16WXJX00120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刘少东 张浩然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光华小学 戈景 二等奖

16WXJX00125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唐常豪 吕馨 重庆市荣昌区棠香小学 王鹏程 二等奖

16WXJX00127 辽宁省 沈阳市 小学组 金文喆 李洪銘 沈阳铁路第五小学 张新 二等奖

16WXJX00043 山东省 济南市 小学组 刘昊阳 周宇涵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学校 宁同亮 二等奖



16WXJ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杨景名   雷琛沣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贾帅 二等奖

16WXJX00302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毕吉绮 毕子昊 崂山区华楼海尔希望小学 王刚 二等奖

16WXJX00777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小学组 盛禹豪 丁一鑫 兵团青少年科技协会 朱向东 二等奖

16WXJX00103 江苏省 苏州市 小学组 顾奕 薛钟艺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 顾峰 二等奖

16WXJX00067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丁予皓 徐成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三小学 董莉 二等奖

16WXJX00054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李昊虔 崔成硕 鸡泽县曹庄中心小学 李宏鹏 二等奖

16WXJX00078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娄玉树 王文龙 天津市东丽区大毕庄小学 王硕 二等奖

16WXJ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史泰龙 赵通 土右旗蒙古族小学 翟艳萍 二等奖

16WXJX0015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李希宸 杨滨豫
哈尔滨市泰山小学校 哈尔滨市太星小

学校
刘莉 三等奖

16WXJX00118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白镕恺 安家国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小学 白贵锋 三等奖

16WXJX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聂辰旭  卢照宇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赵昱 三等奖

16WXJX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白昊凌 樊佳乐 土右旗蒙古族小学 斯琴 三等奖

16WXJX00056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贾宗乐 贾茗泽 鸡泽县实验小学 魏占毅 三等奖

16WXJX00001 延安市 延安市 小学组 贺新华 冯子墨 延川县南关小学 杨锋 三等奖

16WXJX00117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王子恒 杨希源 宜兴市新芳小学 杨剑 三等奖

16WXJX00055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齐子喆 程莘高 鸡泽县浮图店学区东柳小学 栗改通 三等奖

16WXJ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段树欣   张劭岩 公园路小学 王洪刚 三等奖



16WXJX00005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赵天助 赵天赐 徐州华顿国际学校 付琳 三等奖

16WXJX00116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钱烨恒 强晨曦 无锡市泰伯实验学校 范明亚 三等奖

16WXJX00007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王子骞 魏嘉辰 徐州华顿国际学校 付琳 三等奖

16WXJX0012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曹旭 刘愉松 重庆市璧山区城北小学校 向辉 三等奖

16WXJX00044 山东省 莱芜市 小学组 张峰 宋孜响 莱芜市实验小学 苏峰 三等奖

16WXJX00079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郭洪睿 李若朴 天津钢管公司小学 韩维祥 三等奖

16WXJX00315 山东省 济南市 小学组 李明辉 马泽祺 济南市古城实验学校 王磊 三等奖

16WXJX00008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李思霖 宁麒森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 张涛 三等奖

16WXJX00300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李玉鑫 张林淦 徐州华顿国际学校 张景 三等奖

16WXJX00003 延安市 延安市 小学组 郭峻天 王家硕 延安枣园小学 马跃 三等奖

16WXJC00010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闫宇畅 卓宇恒 徐州黄山外国语学校 王跃光 一等奖

16WXJC0032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高希来 刘乾坤 淄博柳泉中学 夏天 一等奖

16WXJC00048 山东省 潍坊市 初中组 周亮羽 慕胤宏 潍坊文华学校 周春贞 一等奖

16WXJC00047 山东省 潍坊市 初中组 谭瑞杰 朱敬轩 潍坊广文中学 傅瑞琴 一等奖

16WXJC00714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卢康乐 陈庭玉 重庆滨江实验学校 莫春郁 一等奖

16WXJC00009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毛润泽 张凯铭 徐州市科技中学 刘晓冬 一等奖

16WXJC0008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刘航绮 董轩珲 淄博柳泉中学 夏天 一等奖



16WXJC00406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马浩泽  王泽涛 包铁二中 李锦 一等奖

16WXJC0008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宋昀泽 李泽宁 淄博市临淄区第一中学 相礼 二等奖

16WXJC00012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王思皓 孙跃桐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闫莉 二等奖

16WXJC00011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李海成 王海薇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闫莉 二等奖

16WXJC0008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耿煜卿 巩一凡 高青县实验中学 王飞 二等奖

16WXJC00317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肖智文 马丰顺 长春市第一〇三中学校 张安迪 二等奖

16WXJC00023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周弘义 赵阳 长春市第一〇三中学校 张安迪 二等奖

16WXJC0032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朱奕豪 韩宜达 淄博市周村区第一中学 李庆国 二等奖

16WXJC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李浩哲  翟昊哲 包铁二中 李锦 二等奖

16WXJC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郝雅楠  张裕湘 包铁二中 李锦 二等奖

16WXJC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白一帆  白宇鹏 包铁二中 李锦 二等奖

16WXJC00104 江苏省 南京市 初中组 徐中麒 张翔胜 致远初级中学 汪洋 二等奖

16WXJC00774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初中组 王新硕 闪春烁 兵团青少年科技协会 包贵宾 二等奖

16WXJC00152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王家明 张哲川 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 张德智 二等奖

16WXJC00026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郑郅程 孙鑫宇 长春市第一〇三中学校 张安迪 二等奖

16WXJC00073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夏晓鹏 李世豪 天津市大毕庄中学 姜晓强 二等奖

16WXJC00307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陈佳宜 刘岳锋 青岛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中学 张建礼 二等奖



16WXJC00409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杨振业 吕凯 包铁五中 赵占峰 二等奖

16WXJC00045 山东省 济宁市 初中组 路汶泰 张瑞德 邹城市第八中学 薛斌 二等奖

16WXJC00070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焦允则 程毅杰 天津市滨湖中学 魏式亮 二等奖

16WXJC00430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初中组 高珺晔 王安文慧 呼和浩特市少年宫 赵昱 二等奖

16WXJC00114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朱文涛 过雨晨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吴世宏 三等奖

16WXJC00115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张龚宇 郑涵心 无锡市泰伯实验学校 张志钢 三等奖

16WXJC00060 河北省 邯郸市 初中组 薛傲轩 田兴业 鸡泽县第三中学 段霞民 三等奖

16WXJC0008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崔佳铭 李皓宇 淄博市临淄区第一中学 相礼 三等奖

16WXJC00072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王海朋 胡俊哲 天津市滨瑕实验中学 李连伟 三等奖

16WXJC00319 河北省 邢台市 初中组 李紫园 马奕烁 邢台市第二十四中学 曹馨元 三等奖

16WXJC00432 湖北省 孝感市 初中组 郭清扬 朱晨宇 孝感市安陆市实验初级中学 王继承 三等奖

16WXJG00122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初中组 宫  禧 韩君贤 呼和浩特市实验中学 贾爱楠 三等奖

16WXJG00052 山东省 滨州市 高中组 梁树芬 田佳乐 无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谭树迎 一等奖

16WXJG00050 山东省 滨州市 高中组 牛晓飞 牛振业 无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支建民 一等奖

16WXJG00309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廖锦恒 范厚鑫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陈素娟 一等奖

16WXJG00049 山东省 滨州市 高中组 王瑞发 王金龙 无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占波 一等奖

16WXJG00051 山东省 滨州市 高中组 王丙帅 刘红玉 无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赵海茹 一等奖



16WXJG00316 山东省 滨州市 高中组 张晓宇 鞠航宇 无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邵明柱 二等奖

16WXJC00046 山东省 济南市 高中组 肖靖泽  陈欣怡 长青一中 臧代岭 二等奖

16WXJG00417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李泽辰  张宇 北重三中 王志英 二等奖

16WXJG00028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张旭阳 慈忠霖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邵壮 二等奖

16WXJG00029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王景森 张恩茂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邵壮 二等奖

16WXJG00016 海南省 海口市 高中组 鞠思念 陈凌 海南中学 叶朝晖 二等奖

16WXJG00413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吕鹏 马忠义 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 阿希达 二等奖

16WXJG00061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高中组 樊多奇 杨启煊 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 孙建帅 二等奖

16WXJG00153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高中组 张成林 杜健铭 哈尔滨市第八中学校 陈宏伟 二等奖

16WXJG00415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潘旭 刘鹏远 包头市蒙古族中学 张建国 二等奖

16WXJG00092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高中组 陈大雄 杨代坤 贵定县中等职业学校 兰海涛 二等奖

16WXJG00414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魏驰宇 银振枫 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 张常胜 二等奖

16WXJG00074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廉嘉驹 王钊顼 天津市第四十五中学 段春纬 二等奖

16WXJG00091 贵州省 黔南市 高中组 张元宇  刘广明 贵定一中 蒙正国 二等奖

16WXJG00811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李一霄 林雨南 深圳市龙岗区平冈中学 罗文彬 二等奖

16WXJG00154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高中组
王林 董嘉铖

哈尔滨市第八中学校 陈宏伟 二等奖

16WXJG00431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张雨吉 吕宗霖 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 张常胜 三等奖



16WXJG00098 广东省 汕头市 高中组 沈凤佳 钟镇佳 南澳中学 吴少钦 三等奖

16WXJG00089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李铖 张钰琨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陈子勇 三等奖

16WXJG00773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李轩旭 韩陪世 兵团青少年科技协会 张亮 三等奖

16WXJG00416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薛少东  赵容详 北重五中 张焱 三等奖

16WXJG00075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王岩 姜霁峰 张家窝中学 门建霞 三等奖

16WXJG00155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高中组 杨硕 齐默涵 哈尔滨市第八中学校 陈宏伟 三等奖

16WXJG00090 贵州省 遵义市 高中组 聂绪龙 张佳城 清华中学 周绍东 三等奖

16WXJG00062 河北省 邢台市 高中组 陈振琦 郭家玺 河北省南宫中学 郭少信 三等奖

16WXJG00088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孙宁森 刘译文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陈子勇 三等奖

16WXJG00097 广东省 汕头市 高中组 施雪媛 吴溢 南澳中学 吴少钦 三等奖

16WXJG00076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李永鹏 杨凯强 张家窝中学 门建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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