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队伍名称 组别 选手1姓名 选手2姓名 奖项

常州市实验小学1队 小学组 王奚梓 马逸飞 一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队 小学组 张晋诚 陈裕薇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1队 小学组 陈锦灏 赵芮琪 一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2队 小学组 杨琪轩 单榆桐 一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1队 小学组 李卓然 许睿辰 一等奖

如皋市丁堰镇丁堰小学2队 小学组 丛佳颖 朱亦杨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2队 小学组 丁义博 卜飞语 一等奖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明发滨江分校1队 小学组 韩雨桐 米璟轩 一等奖

南京市五老村小学2队 小学组 张天宸 杨璐嘉 一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学1队 小学组 徐羿翎 潘孝东 一等奖

扬州市扬子津小学1队 小学组 孙易源 刘思语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小学部 小学组 许博越 张睿可 一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1队 小学组 任华雨泽 秦士峰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1队 小学组 陈语墨 肖冒涵 二等奖

昆山市实验小学2队 小学组 李政 陈绍彦 二等奖

昆山市玉山镇振华实验小学 小学组 杨庆昊 王乐冉 二等奖

江苏省特色科学工作室2队 小学组 王子翔 陈诺 二等奖

南京市五老村小学1队 小学组 周乐心 许诺妍 二等奖

昆山加拿大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小学组 VENIER LUCA 邹名扬 二等奖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明发滨江分校2队 小学组 何语凝 周家乐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3队 小学组 张仲嘉 段昊宇 二等奖

南京市大光路小学2队 小学组 吴宇涵 张家豪 二等奖

江北新区航空运动协会4队 小学组 王皜博 钱懿宁 二等奖

如皋市实验小学 小学组 谢君泽 魏子馨 二等奖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1队 小学组 丁若晨 尤苒彤 二等奖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1队 小学组 滕泽宇 朱许缘 二等奖

江北新区航空运动协会1队 小学组 戴宇煊 屠澜 二等奖

扬州市扬子津小学2队 小学组 张盛涵 张浩天 二等奖

江苏省特色科学工作室1队 小学组 陈子静 徐嘉文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2队 小学组 丁锦泽 孙浩钦 二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3队 小学组 周宇豪 王翼硕 二等奖

如皋市安定小学 小学组 韩诺 黄炜越 二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3队 小学组 孙传宇 袁紫月 二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3队 小学组 黄珈潼 李鸿宇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2队 小学组 郑妍 陆信舟 三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学3队 小学组 张永弈 丁俊豪 三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3队 小学组 张珈溢 夏珞凌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3队 小学组 戴家宥 汪子博 三等奖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明发滨江分校3队 小学组  唐若淇 王辰灏 三等奖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2队 小学组 徐悦童 顾硕 三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2队 小学组 祁彦博 王俊杰 三等奖

如皋市丁堰镇丁堰小学1队 小学组 张玉睿 殷子沐 三等奖

昆山市实验小学3队 小学组 刘千慈 张凯博 三等奖

如皋市丁堰镇丁堰小学3队 小学组 施梦琪 宗灵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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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双语实验学校3队 小学组 沈湫阳 张珈睿 三等奖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2队 小学组 方一舟 李烨轩 三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学2队 小学组 邵明豪 曹宇燊 三等奖

江北新区航空运动协会5队 小学组 张景轩 张琳心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1队 小学组 王梓寒 陆一心 三等奖

泗阳双语实验学校2队 小学组 唐亦田 赵婕 三等奖

南京市大光路小学1队 小学组 龙子乾 夏熹禾 三等奖

常州市实验小学2队 小学组 申芯瑜 丁沈子航 三等奖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3队 小学组 骆雨馨 黄子轩 三等奖

南京市五老村小学3队 小学组 王子凌 金珂玮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3队 小学组 李少安 韦一诺 三等奖

江北新区航空运动协会3队 小学组 于文昊 范海桐 三等奖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2队 小学组 王子馨 王雨宸 三等奖

昆山市实验小学1队 小学组 沈佳良 陈子煜 三等奖

江北新区航空运动协会2队 小学组 樊天泽 胡轩睿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1队 小学组 兰天浩 成一诺 三等奖

常州外国语学校2队 初中组 仲源成 房亦孺 一等奖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1队 初中组 何昊宇 臧科铭 一等奖

南京实验国际学校3队 初中组 钟昊 任宠钰 一等奖

常州市同济中学1队 初中组 杨永康 陈书涵 一等奖

昆山市城北中学3队 初中组 杨艺博 施宇轩 一等奖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初中部2队 初中组 徐文博 郭恺予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1队 初中组 贺致钦 李皓石 一等奖

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1队 初中组 顾昊舒 王婧逸 一等奖

常州市空天科技俱乐部1队 初中组 王梓舟 陈榕坤 二等奖

太仓市浮桥镇浏家港中学 初中组 顾锦涵 郑天柱 二等奖

常州外国语学校1队 初中组 胡懿轩 张峻锋 二等奖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中组 徐铭宸 马卿舒 二等奖

昆山高新区吴淞江学校 初中组 支子涵 张振羽 二等奖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幕府山校区3队 初中组 林子徐 王鑫博 二等奖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2队 初中组 徐鸣谦 徐鸣谦 二等奖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1队 初中组 姜瑞恒 周奕阳 二等奖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1队 初中组 王泊宁 鲍泽睿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邺城路初级中学 初中组 杨兰亦林 隋宗伦 二等奖

南京实验国际学校1队 初中组 李昕航 李家豪 二等奖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幕府山校区1队 初中组 喻衷梁 闻诗韵 二等奖

南京市栖霞区摄山初级中学1队 初中组 方馨悦 夏偲漫 二等奖

江苏省特色科学工作室 初中组 曹欣依 王星程 二等奖

南京市致远初级中学2队 初中组 邓正浩 邵璨 三等奖

昆山市城北中学2队 初中组 卢劭晖 潘淇 三等奖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初中部1队 初中组 徐桢灏 朱佳煜 三等奖

常州市空天科技俱乐部2队 初中组 倪悠然 赖思睿 三等奖

南京市栖霞区摄山初级中学2队 初中组 路依然 王子萱 三等奖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幕府山校区2队 初中组 杨皓宇 金宏浩 三等奖

常州市同济中学3队 初中组 刘雨霏 顾君含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2队 初中组 史今 诸家祺 三等奖

南京实验国际学校2队 初中组 周泽康 王奥 三等奖

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2队 初中组 张巢峻熙 王宸昱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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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2队 初中组 黄韵宁 徐鸿展 三等奖

昆山市城北中学1队 初中组 胡惠茜 侯钰婷 三等奖

常州市同济中学2队 初中组 胡天赐 殷柏洋 三等奖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3队 初中组 汪亦然 李厚伶 三等奖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初中部3队 初中组 赵德翰 谷嘉祺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1队 高中组 蔡羿承 周瑞航 一等奖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1队 高中组 鲁韦豪 虞孝东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1队 高中组 李净恩 陈海涛 一等奖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1队 高中组 祁妙 秦奕晨 一等奖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1队 高中组 张子康 周淼 一等奖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1队 高中组 郭秋阅 丁凡舒 一等奖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高中组 周语桐 林雪曈 二等奖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2队 高中组 郑志诚 翁亚冬 二等奖

如皋市第一中学1队 高中组 包王钰 邵夏锐 二等奖

江苏省如皋中学1队 高中组 范贤锋 李雯妡 二等奖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队 高中组 孙亿宁 吴心仪 二等奖

如皋市少年宫 高中组 陈宁 许金玺 二等奖

江苏省特色科学工作室 高中组 朱籽蓁 王粒成 二等奖

江苏省如皋中学2队 高中组 黄铮 宗楚涵 二等奖

昆山陆家高级中学 高中组 张妙言 殷昌盛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4队 高中组 訾肖阳 程杨鹏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5队 高中组 郭力文 楚成涵 二等奖

如皋市第一中学3队 高中组 吴林优 柯曦宸 三等奖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3队 高中组 滕衎 邱珊珊 三等奖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3队 高中组 徐国栋 王雨萱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2队 高中组 牛宇豪 陈思含 三等奖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2队 高中组 刘李想 陆瑶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2队 高中组 雷诺 费梓锐 三等奖

如皋市长江高级中学 高中组 蔡镇宇 朱薛裔 三等奖

如皋市第一中学2队 高中组 冒沛成 邵润田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3队 高中组 姜皓严 赵禾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3队 高中组 蒋雨峰 朱屹霖 三等奖

江苏省石庄高级中学	 高中组 花沐 邹杰 三等奖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3队 高中组 郭宇晨 吴峻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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