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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第三届电子制作锦标赛获奖名单

学校 指导老师 学生姓名 组别 项目 名次 证书编号

银川市实验小学 苏娟 刘思楠 小学低段 电路创新 第一名 2020-DLCX-001-XD

银川市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 王一琪 景卓立 小学低段 电路创新 第二名 2020-DLCX-002-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陈万珍 张飞扬 小学低段 电路创新 第三名 2020-DLCX-003-XD

银川景博学校 黄庆 于欣妍 小学低段 电路创新 第一名 2020-DLCX-004-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丁兆伏 张雅宁 小学低段 电路创新 第二名 2020-DLCX-005-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丁兆伏 马开妍 小学低段 电路创新 第三名 2020-DLCX-006-XD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小学 王国兴 杨焯然 小学低段 电路创新 第三名 2020-DLCX-007-XD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湖畔分校） 王欢 苏子涵 小学低段 电路创新 第三名 2020-DLCX-008-XD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一小学 马玉辉 高硕 小学高段 电路创新 第一名 2020-DLCX-001-XG

银川市金凤区第四回民小学 赵晶晶 张骞予 小学高段 电路创新 第一名 2020-DLCX-002-XG

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 周号升 锁恩英 小学高段 电路创新 第二名 2020-DLCX-003-XG

银川市实验小学 吴新
马煜坤、方悦盛、陈天亮
叶之锦、李锦裕、邹知益

小学低段团队 电路创新 第一名 2020-DLCX-001-DT

银川市西夏区第七小学 马生金
蒯宇鑫、赵子轩、马佳乐
刘馨语、赵江月、周逸璇

小学低段团队 电路创新 第二名 2020-DLCX-002-DT

银川市西夏区第七小学 周玲
闫思淼、马子杰、李梓涵
汤圆、屈鑫蕾、赵奕含

小学低段团队 电路创新 第二名 2020-DLCX-003-DT

银川市永宁县三沙源小学 张颖
肖宇凡、刘轩溪、辛睿泽
秦煜、张颖、冯瑶瑶

小学低段团队 电路创新 第三名 2020-DLCX-004-DT

银川市永宁县三沙源小学 张颖
王泽昊、梁嘉贤、郭家俊
赵梓彤、徐佳一、虎晶滢

小学低段团队 电路创新 第三名 2020-DLCX-005-DT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马瑞 杨思航 初中组 电路创新 第一名 2020-DLCX-001-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于海洋 王星宇 初中组 电路创新 第二名 2020-DLCX-002-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于海洋 杨艺博 初中组 电路创新 第三名 2020-DLCX-003-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王春霞 张文娟 初中组 电路创新 第一名 2020-DLCX-004-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王春霞 畅艺茹 初中组 电路创新 第二名 2020-DLCX-005-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王春霞 杨  欢 初中组 电路创新 第三名 2020-DLCX-006-CZ

银川滨河新区景城第一中学 张娟 胡博文 初中组 电路创新 第三名 2020-DLCX-007-CZ

银川市第十三中学 冯楠 陈赟泽 初中组 电路创新 第三名 2020-DLCX-008-CZ

银川市第二中学 王毅辉 薛伊恬 高中组 电路创新 第一名 2020-DLCX-001-GZ

银川市第二中学 王毅辉 安玉欣 高中组 电路创新 第二名 2020-DLCX-002-GZ

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徐娟娟 王瑞祥 初中组 智能寻轨器 第一名 2020-ZNXG-001-CZ

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徐娟娟 蒙凯凯 初中组 智能寻轨器 第二名 2020-ZNXG-002-CZ

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徐娟娟 王辰阳 初中组 智能寻轨器 第三名 2020-ZNXG-003-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王春霞 乔心晨 初中组 智能寻轨器 第一名 2020-ZNXG-004-CZ

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马锐 陈佳雪 初中组 智能寻轨器 第二名 2020-ZNXG-005-CZ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于相磊 苏宇轩 小学低段 智能寻轨器 第一名 2020-ZNXG-001-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赵婷婷 李佩前 小学低段 智能寻轨器 第二名 2020-ZNXG-002-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余萍 张韶煜 小学低段 智能寻轨器 第三名 2020-ZNXG-003-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余萍 麻馨如 小学低段 智能寻轨器 第一名 2020-ZNXG-004-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曹然 罗燕 小学低段 智能寻轨器 第二名 2020-ZNXG-005-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曹然 岳雯馨 小学低段 智能寻轨器 第三名 2020-ZNXG-006-XD

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马锐 张艺扬 小学高段 智能寻轨器 第一名 2020-ZNXG-001-XG

银川市实验小学 舒学霞 史璐瑶 小学高段 智能寻轨器 第一名 2020-ZNXG-002-XG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马瑞 杨思航 初中组 模拟机器人 第一名 2020-MNJQ-001-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马瑞 杨子昊 初中组 模拟机器人 第二名 2020-MNJQ-002-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于海洋 王星宇 初中组 模拟机器人 第三名 2020-MNJQ-003-CZ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张淑贤 马世平 小学低段 模拟机器人 第一名 2020-MNJQ-001-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张淑贤 贾尔琪 小学低段 模拟机器人 第二名 2020-MNJQ-002-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陈丽华 苏依俊 小学低段 模拟机器人 第三名 2020-MNJQ-003-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陈丽华 李佳蓉 小学低段 模拟机器人 第一名 2020-MNJQ-004-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郑金萍 马睿涵 小学低段 模拟机器人 第二名 2020-MNJQ-005-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周阳 姚茜 小学低段 模拟机器人 第三名 2020-MNJQ-006-X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陈万珍 孙浩宇 小学高段 模拟机器人 第一名 2020-MNJQ-001-XG

银川市第八中学 杨艳红 罗文军 初中组 太空探测器 第一名 2020-TKTC-001-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王春霞 徐  科 初中组 太空探测器 第二名 2020-TKTC-002-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王春霞 马  胜 初中组 太空探测器 第三名 2020-TKTC-003-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于海洋 曹瑞涵 初中组 太空探测器 第一名 2020-TKTC-004-CZ

银川市第八中学 杨艳红 牛佳琪 初中组 太空探测器 第二名 2020-TKTC-005-CZ

银川市第八中学 杨艳红 罗文莉 初中组 太空探测器 第三名 2020-TKTC-006-CZ

银川市第二中学 王毅辉 朱子钰 高中组 太空探测器 第一名 2020-TKTC-001-GZ

银川市实验小学 安立娟 王旭尧 小学低段 太空探测器 第一名 2020-TKTC-001-XD

银川市实验小学 安立娟 刘妙琦 小学低段 太空探测器 第二名 2020-TKTC-002-XD

银川市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 刘晔 李冠锋 小学低段 太空探测器 第三名 2020-TKTC-003-XD

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马锐 古天娇 小学低段 太空探测器 第一名 2020-TKTC-004-XD

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冯伟伟 何文轩 小学高段 太空探测器 第一名 2020-TKTC-001-XG

银川市实验小学 安立娟
司辰煦、郝文睿、罗砚浩
杜怡霏、刘锦轩、孔靖涵

小学低段团队 太空探测器 第一名 2020-TKTC-001-DT

银川市永宁县闽宁第二中学 王春霞 袁小成 初中组 寻宝机器人 第一名 2020-XBJQ-001-CZ

银川市永宁县闽宁第二中学 王春霞 麻玉龙 初中组 寻宝机器人 第二名 2020-XBJQ-002-CZ

银川市永宁县闽宁第二中学 樊博伟 张思哲 初中组 寻宝机器人 第三名 2020-XBJQ-003-CZ

银川市永宁县闽宁第二中学 王春霞 马雅婷 初中组 寻宝机器人 第一名 2020-XBJQ-004-CZ

银川市永宁县闽宁第二中学 樊博伟 锁少彤 初中组 寻宝机器人 第二名 2020-XBJQ-005-CZ

银川市永宁县闽宁第二中学 樊博伟 马荣荣 初中组 寻宝机器人 第三名 2020-XBJQ-006-CZ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于海洋 曹瑞涵 初中组 遥控编码探雷器 第一名 2020-YKBM-001-CZ

银川市金凤区第八回民小学 张爽 张泽楷 小学高段 奇迹创意 第一名 2020-QJCY-001-XG

银川市金凤区第四回民小学 赵永 庞磊 小学高段 奇迹创意 第二名 2020-QJCY-002-XG

银川市金凤区第八回民小学 张爽 王瑞轩 小学高段 奇迹创意 第三名 2020-QJCY-003-XG

银川市金凤区第四回民小学 赵永 朱丹阳 小学高段 奇迹创意 第一名 2020-QJCY-004-XG

银川市金凤区第八回民小学 张爽 田紫涵 小学高段 奇迹创意 第二名 2020-QJCY-005-XG

银川市金凤区第八回民小学 张爽 苏文慧 小学高段 奇迹创意 第三名 2020-QJCY-006-XG

银川市金凤区奕龙回民希望小学 张宾宾
童智、马亚飞、沙伊虎
金福艳、李宛君、兰志强

小学低段团队 奇迹创意 第一名 2020-QJCY-001-DT

银川市金凤区第八回民小学 张爽
李佳润、何咏、郭峻泽
林泽文、张冀、苏嘉毅

小学低段团队 奇迹创意 第二名 2020-QJCY-002-DT

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 周号升
袁睿、白宇轩
陶锦川、朱姝妍

小学低段团队 奇迹创意 第二名 2020-QJCY-003-DT

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 周号升
李昀格、兰好
苏欣瑜、李雨桐

小学低段团队 奇迹创意 第三名 2020-QJCY-004-DT

银川市金凤区第八回民小学 张爽
孙丞科、邴芮敏、饶庆宇
杨天翊、王焱、孙文瀚

小学高段团队 奇迹创意 第一名 2020-QJCY-001-GT

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六小 张艳
姚嘉宁、马泽、马文倩
于可欣、吴浩丽、张佩荣

小学高段团队 奇迹创意 第二名 2020-QJCY-002-GT

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六小 张艳
李娜、马兴梅、王若诗
逯文雅、王博文、石立博

小学高段团队 奇迹创意 第二名 2020-QJCY-003-GT

银川市永宁县三沙源小学 张颖
吴娅楠、李安袁、袁浩宇

谢建博、暴芮源
小学高段团队 奇迹创意 第三名 2020-QJCY-004-GT

银川市永宁县三沙源小学 张颖
贾泽玙、高尊帝、贾晓睿

王怡凡、魏可欣
小学高段团队 奇迹创意 第三名 2020-QJCY-005-GT

银川滨河新区景城第一中学 姚勇
王俊文、牛成锦、张言烽
常佳乐、韩嗣磊、贺江宇

初中组团队 奇迹创意 第一名 2020-QJCY-001-CZ



优秀辅导老师 证书编号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于相磊 2020-DZZZ-001-FD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曹然 2020-DZZZ-002-FD

银川市金凤区第八回民小学 张爽 2020-DZZZ-003-FD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王春霞 2020-DZZZ-004-FD

银川市实验小学 安立娟 2020-DZZZ-005-FD

银川市实验小学 吴新 2020-DZZZ-006-FD

银川市实验小学 舒学霞 2020-DZZZ-007-FD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于海洋 2020-DZZZ-008-FD

银川市西夏区第七小学 马生金 2020-DZZZ-009-FD

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六小学 张艳 2020-DZZZ-010-FD

银川市金凤区第六小学 周号升 2020-DZZZ-011-FD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马瑞 2020-DZZZ-012-FD

银川市永宁县闽宁第二中学 王春霞 2020-DZZZ-013-FD

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马锐 2020-DZZZ-014-FD

银川市永宁县三沙源小学 张颖 2020-DZZZ-015-FD

银川市第二中学 王毅辉 2020-DZZZ-016-FD

银川市金凤区奕龙回民希望小学 张宾宾 2020-DZZZ-017-FD

银川滨河新区景城第一中学 姚勇 2020-DZZZ-018-FD

银川市永宁县银子湖学校 徐娟娟 2020-DZZZ-019-FD

银川市第八中学 杨艳红 2020-DZZZ-020-FD

银川市金凤区第四回民小学 赵永 2020-DZZZ-021-FD

银川景博学校 黄庆 2020-DZZZ-022-FD

优秀组织单位

银川市贺兰县第四中学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银川市金凤区第八回民小学

银川市金凤区第四回民小学

银川市金凤区奕龙回民希望小学

银川景博小学

银川市实验小学

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六小学

银川市永宁县三沙源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