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辽宁分赛区
科普实验单元（中学组）获奖公示名单

所属城市 队名 队长姓名 队长学校 队员姓名 队员学校 指导教师姓名 奖项

鞍山 太空翱翔 侯汝鑫 鞍山市铁西区实验学校 无 无 吴姝楠 一等奖

鞍山 满天星 王绍杰 鞍山腾鳌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无 无 候海健 一等奖

鞍山 Rain 关润庆 鞍山市第八中学 无 无 王东宁 一等奖

鞍山 鞍山市第一中学 王信淇 鞍山市第一中学 无 无 无 一等奖

朝阳 北票市第七中学诺亚小组 朱家泽 北票市第七中学 王中然 北票市第七中学 王聪 一等奖

朝阳 雄鹰 王子峥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姜深祎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狄坤 一等奖

朝阳 亭曈 隋曜徽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袁梓迪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狄坤 一等奖

朝阳 加碘一袋盐 陈冲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孙佳俊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狄坤 一等奖

大连 六十六中学3队 袁奥杰 大连市第六十六中学 王乃硕 大连市第六十六中学 金宗俊 一等奖

大连 六十六中学2队 王亚凯 大连市第六十六中学 陈锦航 大连市第六十六中学 金宗俊 一等奖

大连 六十六中学1队 王广辉 大连市第六十六中学 王亚欣 大连市第六十六中学 金宗俊 一等奖

大连 三十八中学 潘玺珉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张风龙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鲁  宏 一等奖

大连 铁路中学太空车 于堰泽 大连铁路中学 无 无 王青 一等奖

葫芦岛 winner3 陈熙哲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安纬航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韦闯 一等奖

葫芦岛 winner023 李朗源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岳立峰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韦闯 一等奖



葫芦岛 winner6 孔祉睿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徐茗嘉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韦闯 一等奖

葫芦岛 winner5 高睿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无 无 韦闯 一等奖

葫芦岛 winner8 魏子豪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岑珈毅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韦闯 一等奖

葫芦岛 winner9 商尧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黄奕博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韦闯 一等奖

葫芦岛 winner034 吕鹏哲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穆绍聪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韦闯 一等奖

葫芦岛 winner7 宫浩铭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马子文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韦闯 一等奖

锦州 锦州市逸夫中学 刘枋 锦州市逸夫中学 赵诗涵 锦州市逸夫中学 白桦 一等奖

辽阳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太空车一组 贾宝钧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 关凯霖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 王帅 一等奖

辽阳 柳河子学校科创队二组 刘源
辽阳市灯塔市柳河子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
何骐阳

辽阳市灯塔市柳河子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

隋莲芝 一等奖

辽阳 柳河子学校科创队四组 张洵恺
辽阳市灯塔市柳河子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
赫晏萱

辽阳市灯塔市柳河子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

隋莲芝 一等奖

辽阳 柳河子学校科创队一组 刘瀚文
辽阳市灯塔市柳河子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
舒俊博 灯塔市柳河子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隋莲芝 一等奖

辽阳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太空车二组 秦嘉泽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 王子浩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 曹帅 一等奖

盘锦 企业 甄鹏凯 盘锦市高级中学 任泓宇 盘锦市高级中学 汤明海 一等奖

盘锦 风之祖队 李蕴龙 盘锦市高级中学 席英皓 盘锦市高级中学 汤明海 一等奖

盘锦 超越梦想队 赵君禹 盘锦市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邱成瑞 盘锦市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刘岩 一等奖

盘锦 共创未来 施家豪 盘锦市盘山县高升学校 周郦影 盘锦市盘山县高升学校 王占会 一等奖

盘锦 神州十四号 厚贵峥 盘锦市双台子区实验中学 曹宇辰 盘锦市双台子区实验中学 郭紫阳 一等奖

沈阳 沈抚育才实验-彩虹队 佟其峻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李昊伦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白向宇 一等奖

沈阳 沈抚育才实验-浩南号 姜献皓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贾梦楠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姜吉慧 一等奖



沈阳 沈抚育才实验-tex队 王润麒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李紫嫣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高丽娜 一等奖

沈阳 沈抚育才实验-雷霆队 张峻赫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郭佳朗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白向宇 一等奖

沈阳 东北育才学校国际部-刘贞言队 刘贞言 东北育才学校 张嘉迅 东北育才学校 王冬阳 一等奖

省直 实验寻梦队 孟铄航 辽宁省实验中学 吕恒熙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一等奖

省直 810 刘丹阳 辽宁省实验中学 张芯仪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一等奖

省直 省实验破晓队 章世豪 辽宁省实验中学 于书豪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一等奖

省直 YL 刘晓潞 辽宁省实验中学 尹馨卓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一等奖

省直 湛无不胜 吕佳棋 辽宁省实验中学 无 无 魏冰 一等奖

鞍山 鞍山市第八中学 张熙源 鞍山市第八中学 无 无 王元露 二等奖

本溪 Wegoing 刘博文 本溪市第一中学 李昊宸 本溪市第一中学 邵文彬 二等奖

本溪 美童智联 陶美含 本溪市第一中学 梁淇童 本溪市第一中学 王鹏越 二等奖

本溪 奇畔队 李明奇 本溪市第一中学 胡畔 本溪市第一中学 邵文彬 二等奖

本溪 玄兔 盛泓文 本溪市第一中学 魏振晨 本溪市第一中学 张恒 二等奖

本溪 踏月 毕奥博 本溪市第一中学 金轩丞 本溪市第一中学 张恒 二等奖

本溪 俊达 王俊博 本溪市第一中学 陆熙达 本溪市第一中学 张艳华 二等奖

朝阳 超越自我 周化滨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一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狄坤 二等奖

朝阳 两个大聪明 金添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李镔航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狄坤 二等奖

朝阳 鹿鸣 刘风佐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于仁杰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狄坤 二等奖

大连 双星队 常文泽 大连铁路中学 王志晨 大连铁路中学 王青 二等奖



大连 飞向未来 柳天怡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梁雨晴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韩宏颖 二等奖

抚顺 抚顺市第15中学7.4班 任家萱 抚顺市第十五中学 夏凯布 抚抚顺市第十五中学 赵莹 二等奖

阜新 蒙中社团01 王然 阜新市蒙古中学 朱宇婷 阜新市蒙古中学 孙浩 二等奖

阜新 麒麟 尚校 阜新市蒙古中学 马俊 阜新市蒙古中学 孙浩 二等奖

阜新 十六中创客 关儒义 阜新市第十六中学 房展墨 阜新市第十六中学 薛维 二等奖

阜新 太空漫步 孙菲阳 阜新市实验中学 林久卿 阜新市实验中学 孙浩 二等奖

阜新 青春杂货店 王金策 阜新市蒙古中学 郭语诺 阜新市蒙古中学 李金鹰 二等奖

阜新 一中创客01 张峻齐 阜新市第一中学 范大鸣 阜新市第一中学 褚岩 二等奖

葫芦岛 winner035 庞浩宇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柳政和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韦闯 二等奖

锦州 大可以 冯一可 锦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赵文博 锦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王喆 二等奖

锦州 张一 张涵禹 锦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艾永琦 锦州市机电工程学校 于鹏 二等奖

辽阳 辽阳一中一队 格桑塔庆 辽阳市第一中学 益西顿珠 辽阳市第一中学 陈思妍 二等奖

辽阳 辽阳十二中未来太空车1队 盖新然 辽阳市第十二中学 包振良 辽阳市第十二中学 李季 二等奖

盘锦
兴隆中学科普
实验团队2

张梓新 盘锦市兴隆台区兴隆中学 朱子亿 盘锦市兴隆台区兴隆中学 崔力梁 二等奖

盘锦 Natas Vinceve 郝一博 盘锦市辽东湾实验高级中学 王铭哲 盘锦市辽东湾实验高级中学 郭紫阳 二等奖

盘锦 凌泉队 蔡佳航 盘锦市辽东湾实验高级中学 宇文连明 盘锦市辽东湾实验高级中学 郭紫阳 二等奖

盘锦 星云奥秘 邹陌霖 盘锦市辽东湾实验高级中学 张洋 盘锦市辽东湾实验高级中学 郭紫阳 二等奖

盘锦 书生三队 黄俊毅 盘锦市魏书生中学 武凡开 盘锦市魏书生中学 张宝岩 二等奖

沈阳 沈抚育才实验-创新队 金钰森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宫殿威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姜吉慧 二等奖



沈阳 沈抚育才实验-努力号 张峰硕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唐金杨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姜吉慧 二等奖

省直 辽宁省实验AD队 刘欣翰 辽宁省实验中学 陈冠岐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二等奖

省直 2409 赵帅铭 辽宁省实验中学 无 无 魏冰 二等奖

省直 805 隋国枭 辽宁省实验中学 程晓韵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二等奖

省直 创客社团1 孙昊晟 辽宁省实验中学 王悦璋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二等奖

铁岭 太空之翼 徐翰曾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冯翼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谭志玲 二等奖

铁岭 HappyCake 王莫寒 铁岭市第三中学 刘佳奇 铁岭市第三中学 邓铁斌 二等奖

铁岭 厚邑 姚厚健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王邑翔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常乐 二等奖

铁岭 菀仪逐梦 张湘菀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宁子仪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张雪艳 二等奖

铁岭 辽宁楠酮队 雷魏蓬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刘涛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陶柯安 二等奖

铁岭 奥德赛队 李博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韩宇航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王丽佳 二等奖

鞍山 岫岩高中代表队 庞博文 岫岩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高梦彤 岫岩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高圆 三等奖

鞍山 杨帆远航 陈怡帆 鞍山市第八中学 李荣浩 鞍山市第八中学 崔宇 三等奖

鞍山 太空直通车 富冠闻 鞍山市第八中学 无 无 无 三等奖

鞍山 鞍山市第十三中学 李昊俊松 鞍山市第十三中学 无 无 史庆彪 三等奖

鞍山 赏金猎人 曲洪润 岫岩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无 无 刘世壹 三等奖

本溪 探索宇宙 马俊驰 本溪市第一中学 张越寒 本溪市第一中学 邵文彬 三等奖

本溪 宇麟齐天 王昱霄 本溪市第一中学 马宇壑 本溪市第一中学 张恒 三等奖

本溪 飞翔人号 葛宇轩 剑桥中学 张天平 剑桥中学 苏言 三等奖



本溪 轩辕战队 关惠匀 本溪市南芬中学 徐新皓 本溪市南芬中学 李明月 三等奖

朝阳 泽瑞队 赵泽旭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狄兴瑞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狄坤 三等奖

朝阳 凌云 王可欣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牛宝斌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狄坤 三等奖

朝阳 一起向未来 刘亦涵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雨轩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狄坤 三等奖

大连 天空之城 韩佳旻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无 无 杨晓乐 三等奖

大连 我竟无言以队 郑利铭 大连铁路中学 李博宇 大连铁路中学 王青 三等奖

大连 Intelligent 王子萌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孙福安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韩宏颖 三等奖

抚顺 思晗宇宙 曲思宇 抚顺市雷锋中学 徐晗庭 抚顺市雷锋中学 李艳杰 三等奖

抚顺 梦想队 蔡诗莹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无 无 孙绍荣 三等奖

抚顺 争取成为辽宁代表队的代表队 高浚博 抚顺市第二中学 吕昱廷 抚顺市第二中学 郭新宇 三等奖

抚顺 天宫队 边海峰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陈雯林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孙绍荣 三等奖

抚顺 抚顺市第一中学希望1队 潘一阳 抚顺市第一中学 耿嘉蔚 抚顺市第一中学 曾佳 三等奖

抚顺 面向未来 林玮晨 抚顺市雷锋中学 魏莱 抚顺市雷锋中学 王泽琛 三等奖

抚顺 浩轩 章皓轩 抚顺市雷锋中学 王浩臣 抚顺市雷锋中学 佟杰 三等奖

抚顺 有色眼睛 邵培原 抚顺市雷锋中学 张子彤 抚顺市雷锋中学 姜彤 三等奖

阜新 市高中科创01 兰凯伊 阜新市高级中学 佟硕旸 阜新市高级中学 洪光 三等奖

阜新 蒙中社团06 赵彤 阜新市蒙古中学 聂浩然 阜新市蒙古中学 齐亮 三等奖

阜新 蒙中社团02 王宏威 阜新市蒙古中学 张睿 阜新市蒙古中学 孙浩 三等奖

阜新 蒙中社团05 王佳美 阜新市蒙古中学 丁默晗 阜新市蒙古中学 孙浩 三等奖



葫芦岛 winner2 王鹏策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李佳聪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韦闯 三等奖

锦州 小博睿 李文泰 锦州市第四中学 李博睿 锦州市第四中学 温希华 三等奖

锦州 梦 邱雨涵 锦州市第四中学 刘家鸣 锦州市第四中学 王刚 三等奖

锦州 未来组合 武泽恩 锦州市第四中学 李睿涵 锦州市第四中学 王刚 三等奖

锦州 零阻力 张楚凝 锦州市第四中学 曹轩铭 锦州市第四中学 李娜 三等奖

锦州 馨睿组合 冯可馨 锦州市第四中学 金思睿 锦州市第四中学 温希华 三等奖

锦州 无人团 杜连昕 锦州市第四中学 无 无 李娜 三等奖

锦州 第四中学 李宇哲 锦州市第四中学 鲁炳良 锦州市第四中学 温希华 三等奖

辽阳 先驱者小队 王艺儒
辽阳市辽阳县柳壕镇九年一贯制学

校
李施航

辽阳市辽阳县柳壕镇九年一贯制学
校

王景彬 三等奖

辽阳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太空车三组 王梓旭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 景爱婷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 姜木子 三等奖

辽阳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太空车四组 刘纪良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 高嘉泽 辽阳市第十一中学 曹帅 三等奖

盘锦
兴隆中学科普
实验团队4

葛雨辰 盘锦市兴隆台区兴隆中学 张敖宾 盘锦市兴隆台区兴隆中学 崔力梁 三等奖

盘锦 区一中八五中队 刘文达 盘锦市双台子区第一中学 秦一维 盘锦市双台子区第一中学 王涵 三等奖

盘锦 飞梦 王浩然 盘锦市辽河油田实验中学 李梓迁 盘锦市辽河油田实验中学 王颖 三等奖

盘锦 巴西木 李宇航 盘锦市辽河油田实验中学 无 无 无 三等奖

盘锦 奔向太空 邵鹘鸿 盘锦市大洼区田家学校 曲子业 盘锦市大洼区田家学校 胡明 三等奖

沈阳 沈抚育才实验-第一动力队 贺伟宸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张竣博 沈抚育才实验学校 郭泓池 三等奖

沈阳 东北育才kk队 康永琪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张哲语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周长城 三等奖

沈阳 南昌九队 宋熙航 沈阳市南昌初级中学 无 无 杨佳妮 三等奖



省直 实验旭日队 张鑫陆 辽宁省实验中学 郑睿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三等奖

铁岭 岩七 张梦航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李俊达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秦岩 三等奖

铁岭
梦想启航队

华艺轩 铁岭市第三中学
赵芷慧

铁岭市第三中学
翟淑红

三等奖

铁岭 希望之队 孙凯文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李明哲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金登攀 三等奖

铁岭 超越队 王子齐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周绎楠 铁岭市第四高级中学 姜瑜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