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奖项 组别 选手姓名 学校

朱兴箖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王若菡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赵欣阳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三小学

李雨晨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三小学

李孔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张月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董奕成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林嘉玉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李晏恒 顺义区少年宫

刘瑾致 顺义区少年宫

AA22080059 一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郑博睿 北京市顺义区少年宫

张图图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

胡德熠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

刘兆麟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

刘林轩 北京市通州区贡院小学

赵翌辰 北京邮电大学附属小学

张宸恺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王焕骁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梁耕 北京中法实验学校

柴溪雯 北京市鼎石学校

张皓源 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

马展翼 北京市西城区育民小学

赵悠然 北京市西城区育民小学

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北京选拔赛获奖结果

AA22080175

AA22080092

AA22080069

AA22080213

AA22080099

AB22080060

AB22080179

AB22080132

AB22080316

AB22080188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李谨成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王府校区

时书涵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王府校区

王鹿鸣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王府校区

王依一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郭梓杉 北方工业大学附属学校

刘嘉文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王晨一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余知容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于胤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师冠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张嘉懿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张瑞航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夏子瑜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侯馨远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陆韬宇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张立澔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吴炜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李其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贺语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吴芷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李伯森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嘉泰丰台学校

曹一麟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嘉泰丰台学校

王逸帆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涂君慈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AB22140347 一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孙雍哲 北京市西城区育民小学

徐珩溢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亮甲店分校

李沛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亮甲店分校

AB22080311

AB22080394

AB22080424

AA22140088

AA22140206

AA22140214

AA22140220

AA22140012

AA22140066

AA22140225

AA22140236

AB22140375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张元峥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刘曙滔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杨宇辰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徐睿梁 北京市八一学校小学部

尹铭悦 北京市八一学校小学部

郭桉阁 北京市八一学校小学部

梁余音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仇相宜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陆伊珊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张瑞泽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小学

李洪霖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小学

赵含睿 北京市海淀区培星小学

张显奇 北京市海淀区培星小学

邵闻轩 北京市海淀区培星小学

宋梓瑞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龚泽霖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赵磐屹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苏文皓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刘行时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宫屹泽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张笑瑜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赵悦馨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郑皓荣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莫朋锐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张家诚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张博彦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沈弘毅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AB22140419

AB22140468

AB22140492

AB22140094

AB22140435

AB22140494

AB22140402

AB22140029

AB22140472

AB22140453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级）



王舜雷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AF22090208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陈伯旸 北京市海淀区西颐小学

AF22090337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张洵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AF22090648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丁佳弢 五一小学

AF22090695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曹湙 北京中法实验学校

AF22090702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杨程煊 北京石油附属小学

AF22090723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夏新远 北京市海淀区和平小学

AF22090698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吴岱遂 海淀实验二小清宁校区

AF22090703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徐泽坤 陈经纶中学珠江帝景校区

AF22090719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王彦诚 陈经纶中学珠江帝景校区

AF22090770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祝希贝勒 中关村第三小学

吕张悠然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夏嘉润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李柏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高伊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郑雨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周子舒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陈至远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焦梓轩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郑钧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孙劭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尹嘉一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翟怡然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翟悠然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马天泽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耿宗朗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高若宸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AB22140453

AD22090026

AD22090062

AD22090143

AD22090019

AD22090082

AD22090140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小学Ⅱ组（4-6年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耿夏 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欧阳文誉 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张皓然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杨博臣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贺熙宸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赵普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王禹贺 北京市顺义区双兴小学

王梓尧 北京市顺义区双兴小学

李云易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谢砚熹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王誉青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

马睿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

郭梓涵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

李与棋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申尔峤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樊俊阳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小学组（1-6年级） 张瑜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王馨蕊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AC22010056 一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杨骐恺 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王祉渊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何硕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宋函知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杨鹏煜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杨睦朗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窦明泽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AC22010125 一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赵京扬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

AD22090165

AE22010014

AE22010095

AE22010109

AE22010033

AE22010170

AE22010322

AC22010041

AC22010096

AC22010099

AC22010102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王奕鸣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许峻豪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卢松辰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李茗霈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AA22030028 一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庞家铭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杨博宇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刘博睿 华中师大一附中朝阳学校

张津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庞景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王子言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郑永祺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甄景超 北京中学

苏畅 北京中学

曹弘毅 北京中学

汤博一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解俊熙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AF22030156 一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庄天慧 北京市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

AF22030144 一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冯子扬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AF22032699 一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李精山 北京市一零一中学

张芮涵 北京市西城外国语学校

沈宸冰 北京市十一学校

申燕菱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

何箫笛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钱学森学校

陈博文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钱学森学校

张宜一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钱学森学校

高远致 北京耀中国际学校

杨嘉瑞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AC22010040

AA22030222

AE22030012

AE22030019

AE22030022

AE22030106

AB22030471

AB22030450

AB22030037

AB22030289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刘牧涵 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

吴岳一 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

张若谷 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

王凯基 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

辛若溪 北京市八一学校

蔡旭 北京市八一学校

魏奕菲 北京一零一中温泉校区

徐慧颖 北京一零一中温泉校区

罗筠哲 北京一零一中温泉校区

张博 北京中学

林怡君 北京中学

刘隽卓 北京中学

初中组（7-9年级） 张博文 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初中组（7-9年级） 王本轩 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AC22030043 一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潘赫铭 北京市八一学校

满峻瑞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吴昭睿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AA22150122 一等奖 高中组(10-12年级） 朱思佳 北京市第八中学

胡宸溪 北京市平谷中学

崔泽绪 北京市平谷中学

刘恩好 北京市平谷中学

王美森 北京市平谷中学

关天硕 北京市平谷中学

杨柳 北京市平谷中学

刘一诺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

黄子馨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

AB22030289

AB22030412

AB22030454

AD22030030

AD22030144

AC22030013

AA22150013

AB22150025

AB22150024

AB22150482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高中组(10-12年级）

高中组组（10-12年
级）

高中组组（10-12年
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刘思墨 北京市八一学校

蔡光宸 北京市八一学校

郗海岳 北京市八一学校

高中组（10-12年
级）

杨博楷 北京师范大学密云实验中学

高中组（10-12年
级）

吴倩 北京师范大学密云实验中学

高中组（10-12年
级）

刘博然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中组（10-12年
级）

张博文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AA22080009 二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齐育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AA22080017 二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王铭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

AA22080019 二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张维宸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

AA22080004 二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吴思辰 北京市顺义区西辛小学

AA22080023 二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姜天一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小学

王昱沣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黄子玉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梁桉然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游昕耀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满一满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李悦然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李和峰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程子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张悉睿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杨惠涵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林芷萱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周道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马翌铭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孙妙涵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王宗瀚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AB22150489

AC22150281

AC22030289

AA22080093

AA22080223

AB22080032

AB22080138

AB22080215

AB22080350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高中组（10-12年
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梁宇何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吴沛然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王泓晔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韩子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王瀚成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郭子仪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张沐庭 北京市朝阳区礼德学校

杨清华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

张沐宸 北京市朝阳区礼德学校

徐乔萱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彭梓恩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王思源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谭琳焱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周晋妤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张潇冉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周宸可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

王瀚良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阮路熙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杨浩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由李景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周炳轩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卞涵悦 北京市西城区三帆中学附属小学

王胤 北京市西城区顺城街第一小学

周澍缘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黄梓宸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AA22140054 二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贺芊涵 芳古园小学

AB22080437

AB22080161

AB22080422

AB22080042

AB22080207

AB22080224

AB22080457

AB22080469

AA22140005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张天瑞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李舒言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刘乃一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中心小学校

谭惠雯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中心小学校

钱锦瑞 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

王晨旭 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

AA22140216 二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余易儒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

AA22140224 二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王锦瑞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

AA22140041 二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杨振航 北京市昌平实验小学

AA22140064 二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蒋礼同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三小学

王安博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三小学

李浚哲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三小学

丁澜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毛子荃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江煜霖 北京第十八中学嘉泰学校

林子宸 北京十一丰台小学

于宗圣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嘉泰丰台学校

刘阔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嘉泰丰台学校

陈思成 北京市西城区育民小学

董璟辉 北京市西城区育民小学

董文博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贾砚博 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小学

姜钧啸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连厚泽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AB22140203 二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孟宪彰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第一小学

AB22140206 二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李淏坤 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小学

AA22140063

AA22140085

AA22140119

AA22140104

AA22140116

AA22140215

AA22140229

AB22140192

AB22140020

AB22140130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谭心语 北京市丰台区小井小学

帅竻 北京市丰台区小井小学

尹宝蓓 北京市丰台区小井小学

AB22140336 二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秦一岚 北京市丰台区东罗园小学

孙艺哲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石明翰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董泽方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百旺

校区）

肖逐远
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橡树校

区）

刘一霖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于若焘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于若熹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李昭融 北京市东城区西中街小学

孟欣媛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孙可轩 中国农业科学院附属小学

赵芷一 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小学

张俪馨 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小学

高晨曦 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小学

李梓晨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

温开尧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

陈科宇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

AB22140477 二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徐行初 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

纪承奕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徐愿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薛一正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张逸辰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新文化街校区

刘馨予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新文化街校区

张译心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新文化街校区

AB22140223

AB22140197

AB22140353

AB22140416

AB22140376

AB22140443

AB22140465

AB22140490

AB22140093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李玥彤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李天馨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姜涵语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张择善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赵誉皓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赵默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纪盛元 北京市八一学校小学部

韩岱邑 北京市八一学校小学部

吴炳毅 北京市八一学校小学部

宫智 北京市八一学校小学部

丁谦益 北京市八一学校小学部

曹琦涵 北京市八一学校小学部

AF22090121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张珏 北京市西城区育民小学

AF22090137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茹艺涵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昌平学校

AF22090705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申天宇 海淀实验小学

AF22090133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郭睿恩 中国农业科学院附属小学

AF22090621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何润泽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第七小学

AF22090659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高士涵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AF22090758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肖云 北京市万泉小学曙光校区

AF22090456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李越昊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AF22090122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张逸豪 万泉小学

AF22090129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张恩和 北京实验学校（海淀）小学

AF22090252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李易简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AF22090653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刘奕辰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AF22090655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时梓轩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AF22090688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魏琪森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AF22090701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佟锴滨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AB22140193

AB22140352

AB22140461

AB22140464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AF22090704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费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贾含章 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

毛一安 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

梁云鹏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付靖程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左沐仟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王欣焱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侯舒涵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王婧雯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万忠达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朱轩谊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郭乙泽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吴晓航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张皓森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于越 北京市育英学校

王嘉悦 北京市育英学校

倪子涵 北京市育英学校

焦一茗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陈蕴飞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王海日瀚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陆志源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赵远清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张含容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高景承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晁艺菱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刘瑀莫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AD22090022

AD22090028

AD22090139

AD22090141

AD22090199

AD22090033

AD22090017

AD22090089

AD22090134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李雨曈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张昊辰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张子晗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宋荣梓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肖博文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邝佳霖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左涵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葛翊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雷博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王文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葛青辰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李彦声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王翊博 北京市通州区临河里小学

宋泽瑞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学校

付之煜 北京市东方德才学校

冯若轩 北京日坛中学实验学校

徐则林 育翔小学

孙睿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高晨瀚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张逍遥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杨祺安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靳子琪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李芮安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钟睿哲 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分校

吕安泽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中心小学

郭秦玮 清华附中朝阳学校小学部

杨逸杉 人大附中朝阳学校东坝校区

AD22090138

AD22090190

AD22090180

AE22010034

AE22010063

AE22010069

AE22010251

AE22010318

AE22010043

AE22010065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杨家辰 北京景山学校朝阳学校

齐林朗昱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赵心悦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冯文韬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黎沐和 北京光明小学

赵晟博 北京光明小学

李沛泽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

学

夏韵杰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祝语诗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邓贺杨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李欣芮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赵泽羲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周志杰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姜佳锦轩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嘉泰 丰台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祁浩瑄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嘉泰 丰台学校

AC22010022 二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申宇泽 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

小学组（1-6年级） 焦傲然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王哲紫翎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温嘉萱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洪后林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胡云则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苏广泰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任岳成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贾令涵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AC22010293 二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杨云行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AC22010298 二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范罗鸿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附属青年湖小学

AE22010065

AE22010323

AE22010017

AE22010096

AC22010015

AC22010039

AC22010109

AC22010042

AC22010055

AC22010057

AC22010100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程元晖 育鸿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郭子木 育鸿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简毅 育鸿学校

魏子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

李嘉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

周宣臣 北京市第八中学

张家赫 北京市第八中学

王品谌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南站学校

李岩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南站学校

黄一 北京市润丰学校

冯子豫 北京市润丰学校

杨明翰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张涵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李泰齐 北京市第八中学

乔子楠 北京市第八中学

欧阳铭泽 北京市第八中学

袁睿珩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王睿良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AF22032050 二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刘润檀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AF22032051 二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付家篪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AF22030209 二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张钦源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二分校

AF22030725 二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杜明禹 北京市第二中学分校

AF22030342 二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郝则胜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

AF22030146 二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何鑫鹏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AF22030184 二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李文骐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杨云汉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张傲平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AC22152103

AA22030208

AA22030201

AA22030052

AE22030249

AE22030310

AE22030321

AE22030021

AB22030038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班灵乐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张意末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孔维轩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施正杰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卢欣怡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朝来校区

张奥飞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朝来校区

张恩泽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朝来校区

魏皞阳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尚洋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魏君浩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聂子铭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王伊君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王梓牟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李泓宜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梁瑞鹏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肖雨彤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栾易龙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张祖瑞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赵易航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马嘉牧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

关竣麒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

王悦霞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

刘羽纶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杨濡溪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亢奕阳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吕承泽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AB22030038

AB22030236

AB22030404

AB22030491

AB22030040

AB22030254

AB22030196

AD22030112

AD22030168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曹可馨 东铁匠营第二中学

邓柳涵 东铁匠营第二中学

夏高翔 东铁匠营第二中学

初中组（7-9年级） 王梓跃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组（7-9年级） 周子谦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组（7-9年级） 王安琪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初中组（7-9年级） 魏涞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初中组（7-9年级） 刘奕涵 北京市第八中学

初中组（7-9年级） 韦子凌 北京市第八中学

张天乐 北京市航天中学

汪晓昱 北京市航天中学

张林浩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

齐陈伟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

AF22152010 二等奖
高中组（10-12年

级）
高健赫 北京师范大学密云实验中学

曹洵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中学

贾涵仪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中学

贺泓熹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中学

何沐宸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

姚羽琪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将台路校区

孙一玚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张楷周 北京市八一学校

高中组（10-12年
级）

桂睿渤 北京市航天中学

高中组（10-12年
级）

丁炫文 北京市航天中学

陈浩铭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张舒涵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第一小学

王楚楚 北京市府学胡同小学

高雯莉 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小学

AD22030118

AC22030253

AC22030098

AC22030280

AA22150070

AA22150237

AB22150056

AB22150381

AB22150431

AC22150051

AA22080024

AA22080043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高中组(10-12年级）

高中组(10-12年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AA22080050 三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王明铄 北京市顺义区少年宫

原浩童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苏乐平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崔安昊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柔安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AA22080074 三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高光邵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昌平学校

徐荇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

部）

李远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

部）

李昀轩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李赞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AA22080055 三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贺添悦 芳古园小学

李昀若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李芃坡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韩雨欣 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中心小学

刘铭雨 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中心小学

王睿朗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张龄月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李玉阳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王贯辰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附属雍和宫小学

叶懋成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AB22080124 三等奖
小学Ⅰ组（1-3年

级）
刘子菲 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

林楚涵
北京市朝阳区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

校

王靖云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

叶子轩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亮甲店分校

曹语桐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三小学

艾鹏霄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李霈辰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左家庄分校

AA22080061

AA22080068

AA22080015

AA22080044

AA22080089

AA22080218

AB22080041

AB22080110

AB22080199

AB22080305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国云从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小学

陈苇杭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小学

马圆诣 中关村一小

宋雨萱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宋雨昕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王可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丁梓禾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胡钦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AB22080027 三等奖
小学Ⅰ组（1-3年

级）
李昆哲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朱文笛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余霄涵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李宸宇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王承亮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马铭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赵晟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吴悠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林昀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徐千锋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蔡紫云汐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嘉泰丰台学校

翟芮瑄 北京市西城区育翔小学

张涵墨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周煦洋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林一格 北京市西城区宏庙小学

孔令实 北京市西城区育翔小学

常家睿 西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张季尧 西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AB22080357

AB22080423

AB22080018

AB22080034

AB22080107

AB22080147

AB22080194

AB22080016

AB22080036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王赞博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刘芮含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杨一诺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曲静泊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李乐山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付历杰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AA22140022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冯彦博 北京市顺义区少年宫

刘孟奇 顺义区少年宫

张泽熙 顺义区少年宫

AA22140036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杨子馨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第二小学

AA22140056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刘炳昆 顺义区少年宫

AA22140095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尤梓屹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三小学

AA22140097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车浩文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王智祥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

王智宇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

巫林骏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傅国人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AA22140007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黄海翊 北京市顺义区少年宫

AA22140018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董天皓 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

AA22140020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李彦和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

AA22140025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韩岱芸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小学

AA22140057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古一诺 顺义区少年宫

AA22140062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丛晨熙 顺义区少年宫

AA22140120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李亚昕 北京市顺义区光明小学

AA22140227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殷浚哲 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

白云天 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岩松 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

AB22080131

AB22080140

AA22140029

AA22140226

AA22140230

AA22140231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温蕾歆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牛亦菲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朱晋漳 北京府学小学

鞠功泽 北京市育英学校

韩牧新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

刘一尘 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分校

尚冠廷 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分校

张一格 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分校

徐子元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罗乐与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杨熙文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金泊良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冯煜尧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张莫楠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徐梓坤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AB22140212 三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段浩然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宋兆轩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苏子煊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朱泓宇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张锦汐 北京市金盏学校

邵天一 北京市金盏学校

李希睿 北京市金盏学校

AB22140115 三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王恩博 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岳宁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彭路航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李玥熹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AB22140202 三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吴逸辰 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分校

AA22140238

AB22140104

AB22140028

AB22140092

AB22140095

AB22140190

AB22140227

AB22140451

AB22140189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张日和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于潇然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彭清阳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王紫宸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孟响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赵心瑜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杨俊哲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欧阳启东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田烁言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曹圣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赵丹瑞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熊鹰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何松澄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刘师宇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史诚轩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李芊芊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何昀奚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王紫晗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

向涵钰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

周金鸿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

蔡楚汉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季安澜 北京礼德学校

黄博文 北京景山远洋分校

吴卓翰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

张煜坤 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小学

芦健霆 北京市府学胡同小学

王善源 史家胡同小学

AB22140209

AB22140230

AB22140297

AB22140369

AB22140446

AB22140455

AB22140470

AB22140033

AB22140039

AB22140100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王敬熙 史家小学分校

AB22140204 三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朱峰纬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第一小学

文梓妍 北京市海淀区培星小学

周芃旭 北京市海淀区培星小学

张朝壹 北京市海淀区培星小学

游曜荣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胡桐舒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刘骐源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范毓博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附属青年湖小学

万隐兮 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李龙博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兴南校区

张涛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兴南校区

李云逸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兴南校区

薛乃文 北京市海淀区培星小学

施蓦然 北京市海淀区培星小学

王云诺 北京市海淀区培星小学

AF22090721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金久义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AF22090079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朱致远 北京林业大学附属小学

AF22090128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沈彦辰 中国农业科学院附属小学

AF22090140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封蕴翀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AF22090445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张熙宇 北京市崇文小学

AF22090470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沈璟元 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

AF22090656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李岳洋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

AF22090711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马晨瑜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AF22091628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马心睿 中国人民大学发附属小学亮甲店分校

AF22091766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王梓淳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AF22090138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郭子舒 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

AB22140100

AB22140238

AB22140368

AB22140385

AB22140441

AB22140445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AF22090706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毛雨辰 北京市宣武回民小学

AF22090745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葛楚禾 海淀区中关村三小

AF22090880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李明泽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广外校区

AF22091473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彭嘉泓 京华实验学校

AF22091643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朱家硕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AF22091743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段博天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阳中心小学

AF22091770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李智屹 北京市西城区进步小学

AF22091777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马铭泽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阳中心小学

AF22090350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陈悠然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AF22090435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蒋函正 北京市朝阳区精诚实验小学

AF22090505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刘奕君 北京市昌平区燕丹学校

AF22090707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生天翔 北京市海淀实验小学

AF22090747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熊禹逍 海淀区中关村三小

AF22091897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卢子轩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阳中心小学

邢启航 图强第二小学

师宁 图强第二小学

王茵潼 北京市京源学校

安家逸 北京市京源学校

简逸凡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李菁豪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曾思琦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郭星辰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

孙嘉宸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

宫元勋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高若菡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AD22090024

AD22090054

AD22090086

AD22090147

AD22090166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田译晖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蔡雨轩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付怡轩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徐广维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廖弘毅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许逸涵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李思澄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温超钥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蔡宛凝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郭晟涵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王博约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陈慕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方心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侯懿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许恩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李爰祯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戴鹏博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罗庆翼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陈景钰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王若曦 北京学校

贺心悦 府学胡同小学

刘咸墉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

刘翊丞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

徐逸宸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

何思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马赫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

AD22090188

AD22090191

AD22090201

AD22090021

AD22090023

AD22090029

AD22090055

AD22090142

AD22090172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王灏文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李康博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高嘉霖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谢嘉泽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谢易洋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方民鼎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莫钊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陈晓图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肖睿哲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金煜雯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吕梦菡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梁宇泽 北京市史家小学通州分校

王栩翊 北京市史家小学通州分校

何宇洋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郭瀚阳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刘秉翰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赵祺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宋睿泽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牛思文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郭谦默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李美澄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孙若晴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李锦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谢欣诺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王景略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刘博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AD22090194

AD22090198

AD22090200

AE22010040

AE22010080

AE22010079

AE22010129

AE22010253

AE22010003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于坤洋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刘奕恺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解思锋 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小学

桂源声 康乐里小学

崔棕玥 北京市昌平区第四实验小学

乔铭浩 昌平凯博外国语学校

刘昊泓 北京市通州区临河里小学

姜奕旭 北京市通州区临河里小学

陈智宇 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

刘子畅 呼家楼中心小学团结湖分校

付禹博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中心小学

秦抒翰 通州北苑小学

秦义恒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李佑佳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商庆硕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李孟羲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骆正扬 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金钊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张羽石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石若童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张蓝兮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AC22010072 三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李昊阳 北京市西城区育翔小学

AC22010186 三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孙玮佳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AC22010190 三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陈禹伯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AC22010276 三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郭海宇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王欣毅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小学组（1-6年级） 刘逸阳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AC22010104

AE22010018

AE22010041

AE22010054

AE22010064

AE22010070

AE22010157

AE22010252

AC22010025

AC22010033

AC22010292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AC22010305 三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王馨墨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李明宸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徐梓岳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王启平 东城区史家实验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朱浩诚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张惠晨远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孙一楠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张文尔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李文轩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AC22010092 三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董君阳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王府校区

AC22010126 三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谢旻益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

王沐晗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肖静荷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张久乐 北京市第八中学

朱力行 北京市第八中学

AA22030046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赵皓越 顺义区少年宫

AA22030060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徐文博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二中学

李伯钦 上地实验学校

汪宇轩 上地实验学校

陈世霖 北京市八一学校

刘浩轩 北京市八一学校

侯成奕 北京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

段浩然 北京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

王江北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胡有坤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庄展睿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AC22010029

AC22010044

AC22010050

AC22010067

AC22010295

AA22030115

AA22030112

AA22030205

AA22030234

AE22030102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小学组（1-6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奕霈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张子牛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曹陟阳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

郭易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

姜秀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

胡哲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

卞思清 北京中学东坝校区

张益瑄 北京中学东坝校区

AF22032029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刘嘉润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AF22030076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朱紫萱 北京市燕山前进中学

AF22030185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封秉辰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AF22030077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李天天 北京市燕山前进中学

AF22030173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汪知奇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AF22030188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刘雨润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AF22030358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段安蒙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岑安乾 北京市第八中学

王思涵 北京市第八中学

李子丹 北京中学东坝校区

郝煜恒 北京中学东坝校区

魏家铭 北京中学东坝校区

刘炳良 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

邱禹皓 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

刘一然 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

张紫卿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裴子禾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秦睿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AE22030320

AE22030016

AE22030211

AB22030098

AB22030231

AB22030388

AB22030050

AB22030235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徐睿涵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朝来校区

石烨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朝来校区

刘士尧 北京昌平凯博外国语 学校

付宇轩 北京清华志清中学

胡同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中学部

冯楚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中学部

冷隽安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杨肇篪 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

闫靖琨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AB22030479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李恺迪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李博浩 北京市第八中学

刘潘筱 北京市第八中学

李博远 北京市第八中学

陈子墨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张晁博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李俊熠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罗子奇 北京市八一学校

赵雨轩 北京市八一学校

杨承熙 北京市京源学校

汤宏锦 北京市京源学校

李昊璟 北京市京源学校

李承昊 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

任轶 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

赵骐徽 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

张文睿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

郝梓贺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

李咏峻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

AB22030342

AB22030213

AB22030232

AB22030483

AB22030493

AB22030497

AD22030015

AD22030020

AD22030044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范宇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

王天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

张淞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

李晨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

沙雨桐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杨紫仪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滕以申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郭生玺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AC22030030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刘梦飞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AC22030287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林灏铭 北京市第80中学

初中组（7-9年级） 张雯旭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组（7-9年级） 王泽宇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组（7-9年级） 郑佳沐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组（7-9年级） 梁子涵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组（7-9年级） 张栩 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初中组（7-9年级） 刘浩宇 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曹斯竣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

张晨旭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

AF22152054 三等奖
高中组（10-12年

级）
李佳音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薛浩然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将台路校区

臧钰杰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将台路校区

刘为 北京市第十七中学

李嘉宁 北京市八一学校

李泽诚 北京市八一学校

邓华 北京市八一学校

戴佳程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张梓曈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AD22030046

AD22030193

AC22030199

AC22030261

AC22030031

AA22150045

AB22150382

AB22150460

AB22150031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高中组(10-12年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李方隅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苏若曦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钱学森学校

黄超祈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钱学森学校

王天一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钱学森学校

AC22150306 三等奖
高中组（10-12年

级）
张迪 北京市第八中学

AA22080027 优秀奖 小学I组（1-3年级） 毕儒辰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中心小学校

AA22080048 优秀奖 小学I组（1-3年级） 刘子瑶 北京市顺义区少年宫

AA22080065 优秀奖 小学I组（1-3年级） 李远阳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张礼行 玉泉小学

郑博然 北京市玉泉小学

薛霁翔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马子齐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AA22080071 优秀奖 小学I组（1-3年级） 王涵蕴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三小学

AA22080096 优秀奖 小学I组（1-3年级） 孟令禹 北京市顺义区少年宫

陈宥霆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吕泽辰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卓玥佳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杨乐妮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李蔚廷 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小学

过奕如 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小学

马一开 史家胡同小学

张原硕 史家胡同小学

田梓萱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吕玥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陈景萌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张晏珩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赵天宁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AB22150031

AB22150127

AA22080235

AA22080033

AA22080106

AB22080012

AB22080149

AB22080255

AB22080011

AB22080129

三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高中组（10-12年
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I组（1-3年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刘宇宸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彭奕荃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李依凝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曲炫知昂 北京市丰台区外国语学校

骆峙源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嘉泰丰台学校

祁禹泽 北京前门小学新怡校区

潘莀祥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王柏然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

田紫涵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林谢子涵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黄梓涵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AB22080216 优秀奖
小学Ⅰ组（1-3年

级）
姜子楠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嘉泰丰台学校

齐瑾萱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康晴岚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纪云峰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一小学

方子轩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一小学

AA22140105 优秀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程若冲 亦庄实验小学

AA22140109 优秀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王国平 北京市海淀区枫丹实验小学

AA22140212 优秀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黄礼遇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AA22140219 优秀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王瀚辰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

AA22140232 优秀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王梓谦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小学

许世远 北京市玉泉小学

郑雨泽 北京市玉泉小学

刘思缘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中心小学校

王泽嘉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中心小学校

AA22140049 优秀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陈思洁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

AA22140081 优秀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陈泽予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第一小学

AB22080129

AB22080214

AB22080387

AB22080152

AB22080201

AA22140034

AA22140100

AA22140239

AA22140035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Ⅰ组（1-3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II组（4-6年
级）



张豪辰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中心小学校

王书萱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中心小学校

AA22140221 优秀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张歆浩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小学

AA22140240 优秀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李正扬 公议庄小学

杨皓语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实验小学

黄知行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实验小学

庞凌萱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实验小学

张骞予 天津实验河北区望海小学

罗一涵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实验小学

李勃逸 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

穆修齐 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

AB22140427 优秀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丁尹涵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岳思哲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吴之厚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刘自越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

化紫溪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

崔傲然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杨疏影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杨益清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王子滔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兴南校区

胡嘉茗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兴南校区

刘柏辰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兴南校区

AB22140225 优秀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杨子瑜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

宋知行 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小学

张一品 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小学

王彦辉 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小学

AB22140401 优秀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王乐乐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AA22140086

AB22140035

AB22140052

AB22140195

AB22140444

AB22140087

AB22140205

AB22140222

AB22140243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小学II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朱文越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万雅馨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赵慕霖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包辰钰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孙思贤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田若熙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杨济臣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王圣钧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张漪林 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小学

余子轩 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小学

朱振硕 北京市东城区分司厅小学

杨毅波 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

舒沛予 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

黄凤鸣 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

王雨馨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

曹知临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

刘明易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张钊铭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黄飞博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刘昊然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第一小学

徐子轩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第一小学

AB22140338 优秀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左紫辰 北京市丰台区东罗园小学

AF22090427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芦赫恩 府学胡同小学朝阳学校

AF22090737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姜兆恒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天秀校
区

AF22091181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贾敬轩 北京市海淀区九一小学

AF22090101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李正渊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星城小学

AF22090141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岳显镐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小学

AB22140426

AB22140458

AB22140021

AB22140053

AB22140077

AB22140114

AB22140229

AB22140250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小学Ⅱ组（4-6年
级）



AF22090735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顾安则 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小学

AF22090990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勾俊童 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

AF22091774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李佑嘉

北京市房山区西路街道东沿村完全小
学

AF22092041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闫荣晟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
学

AF22090442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刘易若 北京市东城区培新小学

AF22090105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张嘉桐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星城小学

AF22090134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孟庆辰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

AF22090180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刘静怡 芳草地国际小学双花园校区

AF22090266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李朝航 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

AF22090733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谷宇轩 北京市海淀区九一小学

AF22090739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刘晓晓 北京市海淀区九一小学

AF22090885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朱菀琪 北京市正泽学校

AF22091616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苏煜城 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小学

AF22090130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刘岑泽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

郑清觉 北京市京源学校

贾朗睿 北京市京源学校

曾立言 北京市京源学校

胡辰汐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高子衿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丁睿哲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付鹤鸣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张奕航 海淀区红英小学唐家岭校区

高子岩 海淀区红英小学唐家岭校区

杨钧尧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鞠政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刘丰赫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AD22090052

AD22090132

AD22090158

AD22090195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贾鹏博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周子顺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任宸娴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

王誉达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

刘逸骁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许钊瑞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孙珑益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高予之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滕皓晞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段旭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

高宇轩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

张皓然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

孙靖权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

何承轩 北京市京源学校

刘希言 北京市京源学校

白羽 北京市京源学校

王子寰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关依恬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刘思壮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赵清扬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杨荔然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王翌晨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王子天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董廷浩 万泉小学曙光分校

韩诚章 清华附中朝阳学校小学部

李鸿霖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

AD22090197

AD22090016

AD22090025

AD22090027

AD22090045

AD22090048

AD22090053

AD22090192

AD22090196

AE22010093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Ⅲ组（3-6年
级）

小学组（1-6年级）



卢瀚萱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陈紫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袁道成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冯骥骁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李子啸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季昕奕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徐子涵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

唐博衍 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小学

曹允刚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

孟天保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张洪瑞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吕明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何曜羽 朝阳师范附属小学

王奕同 史家小学

张子悦 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王禹童 北京市通州区东方小学

来子镇 北京市通州区官园小学

郭骞润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李函泽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王滔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范博睿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杨奕辰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蒋培峰 一七一中学附属青年湖小学

樊懋 北京市自忠小学

AC22010021 优秀奖 小学组（1-6年级） 刘骏霖 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

小学组（1-6年级） 蒋易轩 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霍峙霖 北京市中科启元学校

AE22010001

AE22010027

AE22010134

AE22010002

AE22010036

AE22010058

AE22010159

AE22010031

AE22010035

AC22010059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小学组（1-6年级）



AC22010294 优秀奖 小学组（1-6年级） 徐赋彧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雷禹贤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文化街校区

小学组（1-6年级） 董禹泽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AC22010016 优秀奖 小学组（1-6年级） 丁冠泷 北京市八一学校

小学组（1-6年级） 郭子坦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小学组（1-6年级） 陈铭泽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AC22010114 优秀奖 小学组（1-6年级） 吴兆航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

AC22010121 优秀奖 小学组（1-6年级） 杜旻翰 人大附中亦庄新城学校

AC22010189 优秀奖 小学组（1-6年级） 王梓翊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

AC22010283 优秀奖 小学组（1-6年级） 贾东霖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AA22030003 优秀奖 初中组（7-9年级） 张博文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中学

李知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

王思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

李东泽 北京市润丰学校

王英博 北京市润丰学校

周瑞泽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

王金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

周子淇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滕翼飞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王涵语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武房铂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

王琦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

邵一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

秦一鸣 北京市润丰学校

张泽晨 北京市润丰学校

AF22030113 优秀奖 初中组（7-9年级） 李嘉祎 北京市燕山东风中学

AF22030108 优秀奖 初中组（7-9年级） 刘昀睿 北京市燕山前进中学

AC22010296

AC22010038

AA22030228

AE22030020

AE22030213

AE22030306

AE22030097

AE22030250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AF22030147 优秀奖 初中组（7-9年级） 李育戬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丰台学校

AF22030189 优秀奖 初中组（7-9年级） 彭丽航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AF22031094 优秀奖 初中组（7-9年级） 洪占卿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陈海杰 北京市第八中学

崔歆然 北京市第八中学

肖景函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王嘉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许琮辰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许诺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庆可欣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来紫遥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秦希文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姜文璟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黄靖程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王睿宸 北京市八一学校

朴瑞麟 北京市八一学校

许乐研 北京市八一学校

周云清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霍宇彤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王连嘉 东铁匠营第二中学

张紫涵 东铁匠营第二中学

范嘉禾 东铁匠营第二中学

熊昊冉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吴胤嘉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李子续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吴悠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AB22030244

AB22030456

AB22030463

AB22030485

AB22030495

AB22030481

AD22030135

AD22030155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初中组（7-9年级）



余旭坤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黄雅宣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戴子晴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闵煦洋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AC22030049 优秀奖 初中组（7-9年级） 袁鼎宸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组（7-9年级） 毛一舟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初中组（7-9年级） 武加文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AF22152008 优秀奖
高中组（10-12年

级）
曹沐恩 北京师范大学密云实验中学

AF22150126 优秀奖
高中组（10-12年

级）
马惠杰 北京市平谷中学

张雯贻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任锐恒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刘昊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李伯涵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王泽宇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蒋佳桐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姚君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

周吉瑞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

许云 北京市八一学校

卢靖程 北京市八一学校

闫若晨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

路天宇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

孙名珊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将台路校区

崔乐文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将台路校区

张乐涵 北京市景山学校

AD22030167

AC22030116

AE22150028

AB22150478

AB22150462

AB22150484

AB22150421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优秀奖

初中组（7-9年级）

高中组(10-12年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高中组（10-12年
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