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特色项目-人工智能挑战赛

一、AI算法设计赛

Scratch 小初组

序号 选手姓名 辅导员姓名 学校名称 获奖名次 证书编号

1 张师瑜 马荣 银川阅海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1-SC
2 刘叙言 张迎春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一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2-SC
3 程梓夏 潘敏凤 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03-SC
4 申明校 苏娟 银川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04-SC
5 汪宇博 武雪娟 银川市阅海第三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05-SC
6 曹子淳 柳立明 银川市永泰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06-SC
7 何奕飞 马乾清 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 三等奖 2020-RGZN-007-SC
8 谢厚 马乾清 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 三等奖 2020-RGZN-008-SC
9 王熙来 李  尕 银川市西夏区第九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09-SC
10 杨淞博 马  燕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10-SC
11 王皓白 孙  婷 银川阅海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11-SC

Scratch 小高组

1 王一博 马亚苏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观湖校区 一等奖 2020-RGZN-001-SG
2 李泽豪 崔  军 银川市博文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2-SG
3 马靖博 马  荣 银川阅海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3-SG
4 李瀚宸 贾月芳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观湖校区 一等奖 2020-RGZN-004-SG
5 刘伟祺 浦  燕 银川市永泰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5-SG
6 胡芮铭 冯姝敏 石嘴山市第十五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06-SG
7 叶程 马希梦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北塔校区 二等奖 2020-RGZN-007-SG
8 郭琰 王彦姣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08-SG
9 孙谦益 杨  菲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观湖校区 二等奖 2020-RGZN-009-SG
10 李嘉鑫 何慧心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0-SG
11 孙一赫 赵莹莹 银川阅海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1-SG
12 刘俊硕 李红梅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2-SG
13 刘子尚 安立娟 银川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3-SG
14 高嘉毅 田小国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湖畔分校 二等奖 2020-RGZN-014-SG
15 马绍哲 刘双晴 银川市金凤区第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5-SG
16 文业凯 李雪霞 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6-SG
17 贺麟程 张迎春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17-SG
18 孙一畅 胡晋国 银川阅海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18-SG
19 何浩旭 刘  灿 银川市灵武市第六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19-SG
20 郭家翔 李亚利 银川市景岳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20-SG
21 李佳一 浦  燕 银川市永泰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21-SG
22 王梦煊 刘芬 银川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22-SG
23 杨佳晨 雷玉春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23-SG
24 孙上 何慧心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24-SG
25 冯旭磊 施晓佳 银川市兴庆区第七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25-SG
26 祖毅浩 杨梅林 银川市西夏区第八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26-SG
27 霍昊轩 李艳娜 银川市金凤区第一回民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27-SG
28 王珞尔 郑晓莉 银川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28-SG
29 杨硕鑫 浦燕 银川市永泰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29-SG
30 王瑾淏 孙文鑫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观湖校区 三等奖 2020-RGZN-030-SG
31 王鸿彬 孟宪平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1-SG
32 刘宸辰 张    磊 银川市金凤区第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2-SG
33 马懿轩 张保山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十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3-SG
34 刘佩贤 李艳 银川市金凤区第一回民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4-SG
35 韩克铭 张晓兰 银川市西夏区第七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5-SG

Scratch 中学组

1 郑文彤 张振梅 银川市北塔中学 一等奖 2020-RGZN-001-SZ
2 朱李安冉 郭亚莉 银川市阅海第二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02-SZ
3 乔亦岳 孙润 银川市中关村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03-SZ



Python 小学组

1 崔馨爻 马嘉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1-PX
2 仇潇远 张龙 银川市博文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2-PX
3 陆韬 苏娟 银川市实验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3-PX
4 王煜翔 齐小玲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观湖校区 一等奖 2020-RGZN-004-PX
5 马琦 孟宪平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5-PX
6 郭启凡 孙瑞 宁夏长庆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6-PX
7 梅环宇 张晓婧 银川市金凤区第五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7-PX
8 王泽桐 张晓婧 银川市金凤区第五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8-PX
9 王浩翔 马希梦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北塔校区 一等奖 2020-RGZN-009-PX
10 聂志远 马小燕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10-PX
11 吴毓航 陈雷 银川市兴庆区第三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11-PX
12 曹杨梓涵 段玉瑞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六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2-PX
13 钟朝译 石嘉莉 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3-PX
14 王连九 杨祯 银川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4-PX
15 崔文杰 张玉霞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观湖校区 二等奖 2020-RGZN-015-PX
16 严子涵 段帅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6-PX
17 蒋赵佑 赵永 银川市金凤区第四回民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7-PX
18 田航宇 马瑞丽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8-PX
19 吴浩桐 董珍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19-PX
20 毛奕晨 马丽娟 宁夏长庆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20-PX
21 焦子轩 李凡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21-PX
22 李子康 方仲媛 银川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22-PX
23 马思洲 刘  波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海宝校区 二等奖 2020-RGZN-023-PX
24 李嘉明 马  丽 银川市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24-PX
25 胡敏航 潘敏凤 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25-PX
26 刘子杨 刘瑞娜 银川市金凤区第九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26-PX
27 范振月 薛  秀 银川市西夏区志辉希望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27-PX
28 康佳鑫 张红玲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28-PX
29 邓子矜 于凯 银川市中关村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29-PX
30 柳家兴 路绣萍 银川市贺兰县第六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30-PX
31 董子芾 金超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实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1-PX
32 赵宇航 潘敏凤 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2-PX
33 何天奇 万志英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3-PX
34 林诗涵 冯  一 宁夏长庆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4-PX
35 郑任洲 马丽娟 宁夏长庆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5-PX
36 吉伯润 马嘉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6-PX
37 杜兆辰 李风芳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湖畔分校 三等奖 2020-RGZN-037-PX
38 温承轩 陆彦芳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38-PX
39 李燊 强琛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湖畔分校 三等奖 2020-RGZN-039-PX
40 冯艺辰 熊媛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湖畔分校 三等奖 2020-RGZN-040-PX
41 徐超莹 陈雷 银川市兴庆区第三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41-PX
42 蔡依蕊 周瑾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42-PX
43 蔡维 张龙 银川市博文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43-PX
44 慕羽墨 徐乐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44-PX
45 刘政昊 勉凯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三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45-PX
46 邱越 吴新 银川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46-PX
47 刘恩赫 石嘉莉 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47-PX
48 张博彦 段玉瑞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六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48-PX
49 孙福涵 马小燕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49-PX
50 杜晨阳 范双喜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八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50-PX
51 张天恺 李  潇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六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51-PX
52 范钟文 康彩霞 银川西夏德胜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52-PX
53 刘一泽 王  倩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53-PX
54 张敬之 周鹤鸣 银川市西夏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54-PX
55 高伟 薛  秀 银川市西夏区志辉希望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55-PX
56 马毅 马  慧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十三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56-PX

Python 中学组

1 潘天逸 景肖峰 银川市景博学校 一等奖 2020-RGZN-001-PZ
2 史宇宸 徐娟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一等奖 2020-RGZN-002-PZ



3 刘锦穆 张容星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一等奖 2020-RGZN-003-PZ
4 张晁铭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一等奖 2020-RGZN-004-PZ
5 陈骏骞 孙亚男 银川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奖 2020-RGZN-005-PZ
6 李嘉琦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一等奖 2020-RGZN-006-PZ
7 李晨浚 海军 银川市北塔中学 一等奖 2020-RGZN-007-PZ
8 王昱翔 董馥娴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南校区 一等奖 2020-RGZN-008-PZ
9 张鉴 陆  叶 银川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奖 2020-RGZN-009-PZ
10 妥凯 阿岩松 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 一等奖 2020-RGZN-010-PZ
11 陈怡名 海静文 银川市阅海中学 一等奖 2020-RGZN-011-PZ
12 王嘉睿 蔡海霞 银川市阅海第二中学 一等奖 2020-RGZN-012-PZ
13 王一斐 刘克勋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13-PZ
14 陈子墨 白静 银川市第二十四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14-PZ
15 姚渊 董馥娴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南校区 二等奖 2020-RGZN-015-PZ
16 白子豪 马大兴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宝湖校区 二等奖 2020-RGZN-016-PZ
17 张祐畅 马继宏 银川市第十二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17-PZ
18 宋睿敏 高  芳 银川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18-PZ
19 刘谦益 吴新 银川市外国语实验学校 二等奖 2020-RGZN-019-PZ
20 刘子皓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二等奖 2020-RGZN-020-PZ
21 杨嘉睿 尹聪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21-PZ
22 韩若飞 马  丽 银川市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22-PZ
23 哈毅宸 牛蕾 银川市北塔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23-PZ
24 冯俊博 张鑫 银川市北塔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24-PZ
25 徐梓涵 曹震 银川市外国语实验学校 二等奖 2020-RGZN-025-PZ
26 景小语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二等奖 2020-RGZN-026-PZ
27 米根辉 关奇 银川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27-PZ
28 杨凡 宋乾 银川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28-PZ
29 刘鑫 白晓敏 银川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29-PZ
30 周羿力 祁瑞 银川市阅海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30-PZ
31 史惠元 田佳欣 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 三等奖 2020-RGZN-031-PZ
32 杨泽玉 马大兴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宝湖校区 三等奖 2020-RGZN-032-PZ
33 朱丽雅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三等奖 2020-RGZN-033-PZ
34 滕启睿 李永琴 银川市北塔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34-PZ
35 王嘉睿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三等奖 2020-RGZN-035-PZ
36 何嘉 董馥娴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南校区 三等奖 2020-RGZN-036-PZ
37 郑雅蕾 景志新 宁夏育才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37-PZ
38 马海洋 袁雯雯 宁夏育才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38-PZ
39 卢润方 黄海侠 银川市第十八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39-PZ
40 郑易 海静文 银川市阅海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40-PZ
41 许家凯 张明星 银川市景博学校 三等奖 2020-RGZN-041-PZ
42 王浩阳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三等奖 2020-RGZN-042-PZ
43 丁梓鑫 海静文 银川市阅海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43-PZ
44 母桓杰 尹聪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44-PZ
45 詹雄宇 王存海 银川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45-PZ
46 石海涛 周晓强 银川市第二十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46-PZ
47 陈涛 李自明 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47-PZ
48 杨潇 白晓敏 银川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48-PZ
49 吕瑞庭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三等奖 2020-RGZN-049-PZ
50 刘嘉豪 阿岩松 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 三等奖 2020-RGZN-050-PZ
51 穆镜尧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三等奖 2020-RGZN-051-PZ
52 胡杨 甄宏莉 银川市第十八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52-PZ
53 马元卿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三等奖 2020-RGZN-053-PZ
54 潘宇翔 张容星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54-PZ
55 罗思瑶 关奇 银川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55-PZ
56 宋骅伦 宋乾 银川市第六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56-PZ
57 宁泽宇 黄卉颖 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 三等奖 2020-RGZN-057-PZ
58 朱子墨 黄卉颖 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 三等奖 2020-RGZN-058-PZ

C++组

1 洪秉成 刘晔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一等奖 2020-RGZN-001-CZ
2 王睿涵 曹震 银川市外国语实验学校 二等奖 2020-RGZN-002-CZ
3 董家源 吴新 银川市外国语实验学校 二等奖 2020-RGZN-003-CZ
4 马楚洋 祁瑞 银川市阅海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04-CZ



5 李保淋 徐娟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三等奖 2020-RGZN-005-CZ
6 吴丹阳 蔡建树 银川市景博学校 三等奖 2020-RGZN-006-CZ

二、模块化拼搭赛

大颗粒组

序号 选手姓名 辅导员姓名 学校名称 获奖名次 证书编号

1 张婉钰、马梦奇、王熠扬、王鹤鸣 刘瑜 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代表队 一等奖 2020-RGZN-001-KL
2 甄启航、吴亦瑶、杨子欣、沙益成 白晓敏 银川市第四中学代表队 二等奖 2020-RGZN-002-KL
3 张驰苒、孙书涵、梁思宸、刘沈传、夏鹏义 赵莹莹 银川阅海小学代表队 二等奖 2020-RGZN-003-KL
4 程梓轩、张梓萌、杨鸿业、秦子禾 夏虹虹 飞跃代表队 二等奖 2020-RGZN-004-KL
5 刘梓宸、马一然、张翊轩、任芳其 梁晓 风炫梦之队 三等奖 2020-RGZN-005-KL
6 李易洋、王俊涵、蒋天琦、于恩辰 梁晓 小王子护卫队 三等奖 2020-RGZN-006-KL
7 白熠凡、黄芸晨、周英杰、王博文 张秀秀 飞翔小队 三等奖 2020-RGZN-007-KL
8 王凯迪、王若萱、姬梓涵、张伊洛 白晓敏 银川市第四中学代表队 三等奖 2020-RGZN-008-KL
9 党新皓，何思瑜、贾思辰、雷雨辰 张红玲 编程联合代表队 三等奖 2020-RGZN-009-KL

WEDO组

序号 选手姓名 辅导员姓名 学校名称 获奖名次 证书编号

1 孙海朝阳 夏虹虹 银川市第一幼儿园 一等奖 2020-RGZN-001-WD
2 张思博 马希梦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一等奖 2020-RGZN-002-WD
3 蒋秉轩 田小国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湖畔分校 二等奖 2020-RGZN-003-WD
4 汪一航 白晓敏 银川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2020-RGZN-004-WD
5 卯宇鬃延 李雪霞 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05-WD
6 黄瑞坤 段玉瑞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六小学 二等奖 2020-RGZN-006-WD
7 马凯迪 梁晓 英迪贝尔幼儿园 三等奖 2020-RGZN-007-WD
8 王梓轩 马瑞丽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08-WD
9 姬德成 武通 中宁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09-WD
10 史淇天 马瑞丽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10-WD
11 马一睿 刘波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三等奖 2020-RGZN-011-WD
12 张博凯 杨丽莎 银川市景博学校 三等奖 2020-RGZN-012-WD

三、智能车竞技赛

序号 选手姓名 辅导员姓名 代表队名称 获奖名次 证书编号

1 赵明睿、刘子宸、陈抒阳、李旭尧 孙  琪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代表队 一等奖 2020-RGZN-001-ZN
2 陈际舟、高绍杰、缪承禹、王  喆 马希梦 编程小能手代表队 二等奖 2020-RGZN-002-ZN
3 陈文宇、樊齐儿、杜明威、贺紫轩 马瑞丽 蒸汽创客代表队 二等奖 2020-RGZN-003-ZN
4 张嘉曦、李卓宸、肖景杰、戴思澄 孙文鑫 智创未来代表队 二等奖 2020-RGZN-004-ZN
5 褚籽铭、张腾岳、梁泽睿、刘  禹 吴  新 银川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三等奖 2020-RGZN-005-ZN
6 刘文博、李铭轩、刘姚子文、武一阳 李红梅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代表队 三等奖 2020-RGZN-006-ZN
7 李   赫、陈嘉鹏、焦宇剑、焦宇钊 苏  娟 银川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三等奖 2020-RGZN-007-ZN
8 徐常起、王浩宇、祁   航、俞   硕 杨  祯 银川市永泰小学代表队 三等奖 2020-RGZN-008-ZN
9 任百川、邓    杰、葛懿轩、侯博轩 张晓婧 银川市金凤区第五小学代表队 三等奖 2020-RGZN-009-ZN

优秀组织单位

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 银川阅海第二中学 银川市北塔中学

银川市永泰小学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湖畔分校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银川市博文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