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天文知识与技能大赛现场比赛名单 

经网络确认和材料递交（高中组），本次现场比赛和研究性学习展示（高中

组）名单如下： 

小学组（11 月 24 日上午） 

序号 姓名 区属 学校 

X001 包煜 余杭区 五常中心小学 

X002 鲍启泉 上城区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X003 边雍盛 下城区 杭州市东园小学 

X004 蔡瑾宸 滨江区 江南实验 

X005 蔡子谦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一小 

X006 曹一凡 江干区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X007 陈飞扬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008 陈静宸 下城区 长青小学 

X010 陈淑婷 余杭区 乔司杭海路小学 

X011 陈泰延 钱塘新区 杭州钱塘外语学校 

X014 陈王鼎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015 陈彦茹 余杭区 仓前中心小学中心校区 

X016 陈阳 余杭区 崇贤第一小学 

X017 陈梓涵 余杭区 余杭区中泰中心小学 

X018 谌星宇 余杭区 余杭区凤凰小学 

X023 单尤洋 滨江区 江南实验 

X024 丁思雨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X029 樊知君 余杭区 良渚第一小学 

X031 方宇飞 余杭区 余杭区文正小学 

X032 费凡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034 冯雨泽 余杭区 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X035 冯兆熙 西湖区 杭州市学军小学 

X037 傅凌轩 滨江区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钱塘实验小学 

X038 高一元 西湖区 杭州市学军小学 

X039 高源 余杭区 余杭区文正小学 

X040 郜彦程 余杭区 星桥第一小学 

X041 顾凯风 上城区 杭州市天长小学 

X043 顾元齐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信达外国语学校 

X044 郭恒益 滨江区 江南实验学校 



X045 何晨耀 余杭区 乾元中心小学 

X046 洪欣媛 余杭区 乔司中心小学永西校区 

X047 胡瀚 余杭区 乔司中心小学永西校区 

X048 胡佳卿 余杭区 良渚一小 

X049 胡钧豪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050 胡天韵 余杭区 杭州橄榄树学校 

X051 黄隽哲 滨江区 杭州市滨文小学 

X052 黄闻天 余杭区 星桥第一小学 

X053 黄依林 余杭区 乔司中心小学中心校区 

X055 姜力源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

学） 

X056 金尚野 西湖区 杭州市学军小学求智校区 

X057 金以忱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X058 郎嘉宸 余杭区 余杭区良渚第三小学 

X059 雷林杰 余杭区 崇贤第一小学 

X060 李宸逸 下城区 东园小学 

X061 李明轩 西湖区 杭州市学军小学 

X062 李裕 下城区 杭州市东园小学 

X066 梁乐涵 余杭区 良渚古墩路小学 

X067 林煦雄 西湖区 杭州市学军小学（求智校区） 

X069 刘奕豪 余杭区 良山学校 

X070 楼镇浩 余杭区 余杭区鸬鸟镇中心小学 

X071 骆凡诚 下城区 杭州市长青小学 

X072 吕晨赫 西湖区 杭州市学军小学 

X073 马千里 余杭区 余杭区临平第三小学 

X075 马宇程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076 茅赫伦 上城区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X077 莫文俊 余杭区 星桥第一小学 

X078 莫泽恺 余杭区 云会中心小学西山校区 

X079 倪子康 江干区 采荷三小（笕正校区） 

X080 聂悠扬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X081 潘逸兴 余杭区 余杭区文正小学 

X082 潘子建 下城区 东园小学 

X083 齐彦睿 余杭区 育华亲亲学校 

X084 祁奕涵 余杭区 瓶窑镇彭公中心小学 



X086 秦乐彤 江干区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X087 秦柳萱 余杭区 杭州橄榄树学校 

X088 裘子彦 余杭区 良渚第一小学中心校区 

X089 茹钰旻 余杭区 杭州余杭信达外国语学校 

X090 邵允赜 下城区 杭州市东园小学 

X091 沈灏然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092 沈熠阳 余杭区 仓前中心小学 

X093 沈朕曦 余杭区 良渚第一小学 

X097 施栋诚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099 孙祥瑞 余杭区 崇贤第一小学 

X100 孙宇喆 西湖区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X101 孙肇炜 余杭区 星桥第一小学 

X102 孙正宜 余杭区 临平第一小学将军殿校区 

X104 汤炜 余杭区 乔司中心小学永西校区 

X105 田欣雨 余杭区 仓前中心小学中心校区 

X107 汪大昊 余杭区 余杭区文正小学 

X108 王柯涵 江干区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X110 王启瑞 西湖区 学军小学求智校区 

X111 王声威 下城区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X112 王一鸣 余杭区 乔司杭海路小学 

X114 王艺潇 下城区 东园小学 

X115 王亦涛 钱塘新区 杭州钱塘外国语学校 

X117 王奕晨 余杭区 瓶窑镇北湖中心小学 

X119 王宇轩 余杭区 塘栖镇塘南中心小学泉漳校区 

X120 王悦涵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金成外国语小学 

X121 王泽邦 西湖区 杭州市翠苑第一小学 

X122 王昭一 西湖区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X125 魏梓恬 下城区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X127 吴睿艺 余杭区 云会中心小学西山校区 

X129 吴逸扬 滨江区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X130 吴雨航 上城区 余杭区金成外国语小学 

X131 奚康馨 余杭区 乔司杭海路小学 

X132 夏鑫妤     

X133 项晴 下城区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X134 肖然 余杭区 临平第三小学 

X135 肖子弋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X136 邢子健 余杭区 余杭区文正小学 

X137 熊远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139 徐歆芮 滨江区 江南实验学校 

X141 徐子恒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海曙小学 

X143 严佳依 余杭区 良渚一小 

X145 杨烁行 西湖区 杭州市学军小学 

X146 杨翊豪 余杭区 塘栖镇塘南中心小学泉漳校区 

X147 杨悦聪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X148 杨子 下城区 东园小学 

X149 杨子宸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150 杨梓轩 余杭区 瓶窑北湖中心小学 

X151 姚绮萱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X152 姚然 下城区 杭州东园小学 

X154 姚晓宝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155 叶航语 西湖区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X157 易伟宸 余杭区 余杭区凤凰小学 

X158 油乐 余杭区 乔司中心小学永西校区 

X159 余骏浩 江干区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X160 余镇洋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

学） 

X161 余正翔 余杭区 崇贤第一小学 

X162 俞欣宁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164 袁野 余杭区 星桥第一小学 

X165 袁艺 余杭区 星桥第一小学 

X166 詹云开 余杭区 良渚第一小学中心校区 

X169 张羅 余杭区 良渚古墩路小学 

X170 张祺杭 江干区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X171 张文杰 余杭区 临平第三小学 

X172 张湛锐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173 张智励 滨江区 江南实验 

X174 张子萱 余杭区 临平第三小学 

X176 章立成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178 赵立甫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179 赵杨毅 滨江区 滨文小学 

X180 郑姚涵 下城区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X182 周辰楠 余杭区 临平第一小学将军殿校区 

X183 周桓正 下城区 杭州市长江实验小学 

X187 朱辰逸 余杭区 余杭区实验小学 

X188 朱诚越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X189 朱浩然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X191 朱泠睿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X192 朱晟睿 下城区 东园小学 

X194 朱星羽 余杭区 塘栖镇第三小学朱家角校区 

X195 朱旭奇 余杭区 崇贤第一小学 

X196 朱雅璇 余杭区 仓前中心小学中心校区 

X197 朱逸聪 余杭区 乔司中心小学永西校区 

X198 朱子豪 余杭区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高中组（11 月 24 日下午） 

序号 姓名 学校 
是否研究性 

学习展示 

G002 蔡佳琪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013 戴乐阳 塘栖中学 需展示 

G014 戴桢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018 范启航 杭州第二中学 需展示 

G019 方凡 塘栖中学 需展示 

G020 方羿斌 浙大附中丁兰 需展示 

G023 高盼盼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丁兰校区   

G024 高鑫波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G028 胡晓芸 杭州市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031 黄云 余杭实验中学 需展示 

G032 姜来 塘栖中学 需展示 

G041 李想 塘栖中学 需展示 

G043 李振鹏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中学   

G044 李倬加 浙江省萧山中学 需展示 

G045 林浩宇 浙江省萧山中学 需展示 

G050 罗思杭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051 茅李阳 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需展示 

G053 缪奕煊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057 沈浩阳 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需展示 

G064 唐佳杭 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需展示 

G065 童哲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G067 王浩楠 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需展示 



G068 王佳佳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072 王莹忆 塘栖中学   

G073 王雨馨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074 闻啟晨 杭州市塘栖中学 需展示 

G076 吴宇欣 杭州市塘栖中学 需展示 

G084 徐刘涵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088 徐星野 杭二中 需展示 

G090 徐志康 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需展示 

G100 叶炎林 瓶窑中学   

G101 尹海博 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需展示 

G102 俞焕杭 杭二中东河校区 需展示 

G103 俞晓雅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高中   

G104 张嘉乐 杭州市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107 张晓东 余杭实验中学 需展示 

G108 张馨怡     

G109 张言俊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111 郑隽怡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112 郑莉娜 塘栖中学   

G115 周珏 杭州市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需展示 

G118 朱茵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丁兰校区 需展示 

G120 庄鸿韬 杭州市塘栖中学 需展示 

 

中学组（11 月 25 日上午） 

序号 姓名 区属 学校 

C002 蔡子贤 余杭区 仁和中学 

C004 曾翰文 西湖区 杭州公益中学 

C006 曾韵晗 西湖区 杭州第十三中学 

C007 柴依依 西湖区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C008 陈幔利 
钱塘新

区 
学正中学 

C009 陈铭硕 余杭区 杭州蕙兰未来科技城学校 

C011 陈伟冬 余杭区 运河中学 

C012 陈潇楠 西湖区 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C013 陈知博 西湖区 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C014 陈梓铖 余杭区 杭州橄榄树学校 

C015 成梓萌 余杭区 余杭区东澜外国语学校 

C016 池慧怡 余杭区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017 戴懿 余杭区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018 单思远 余杭区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019 丁娇怡 余杭区 仁和中学 

C020 钭梓轩 余杭区 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 



C021 杜沂轩 
钱塘新

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C022 方涵悦 西湖区 保俶塔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C023 方可儿 
钱塘新

区 
学正中学 

C024 方羿锟 滨江区 江南实验学校 

C025 房成龙 西湖区 翠苑中学翠苑校区 

C026 高青和 西湖区 杭州市公益中学 

C027 高宇辰 余杭区 仁和中学 

C028 高原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C029 顾全 余杭区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030 顾武韬 
钱塘新

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C031 顾梓骞 
钱塘新

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C033 郭蕊 余杭区 中泰中学 

C034 郭振豪 余杭区 良渚第二中学 

C035 何锦添 西湖区 十五中教育集团杭州市西溪中学 

C036 何令仪 余杭区 余杭区东澜外国语学校 

C037 何明睿 
钱塘新

区 
文海实验学校 

C039 何梓烨 江干区  

C040 洪图 余杭区 安吉路良渚实学校验 

C041 侯锦程 余杭区 仁和中学 

C042 侯乐毅 西湖区 杭州市西溪中学 

C043 胡天泽 
钱塘新

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C044 胡一帆 西湖区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C045 胡宇函 
钱塘新

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C046 黄瑞熙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C048 姜明哲 余杭区 良渚第二中学 

C049 蒋林璠   杭州余杭闲林中学 

C050 蒋项怡 余杭区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051 蒋叶彬 余杭区 乔司中学 

C052 蒋卓衡 西湖区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C053 解奕锴 西湖区 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C054 金承远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C056 金晟曦 
钱塘新

区 
学正中学 

C057 金泽楠 西湖区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杭州橄榄树学校 



C058 来卓楠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059 李多姿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C060 李海童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良山学校 

C061 李璟 西湖区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C062 李俊睿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C063 李乐山 拱墅区 杭州市锦绣中学 

C064 李名哲 余杭区 杭州橄榄树学校 

C065 李沛哲 上城区 杭州市文澜中学 

C068 梁宸 上城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C069 梁诗恬 西湖区 杭州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C070 梁以鉴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C072 刘高远 
钱塘新

区 
学正中学 

C074 刘佳琪 
钱塘新

区 
文海实验学校（文清校区） 

C075 刘轩宇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C076 刘一丁 江干区 杭州文海实验学校 

C077 刘宇梵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蕙兰未来科技城学校 

C078 刘智渊 余杭区 杭州橄榄树学校 

C081 鲁子健 西湖区 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C082 陆一畅 余杭区 杭州蕙兰未来科技城学校 

C083 陆煜新 上城区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C086 罗奕雯 余杭区 中泰中学 

C087 吕淇奥 江干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C088 马睿宁 余杭区 临平第五中学 

C090 马樱宁 西湖区 杭州市西溪中学 

C091 马钰程 余杭区 中泰中学 

C092 孟想 余杭区   

C093 莫璐鑫 余杭区 仁和中学 

C095 倪开 上城区 杭州市风帆中学 

C096 倪文睿 余杭区 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C097 潘昊扬 余杭区 杭州蕙兰未来科技城学校 

C098 钱思媛 西湖区 杭州市西溪中学 

C100 任可为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C101 商翔 西湖区 杭州十五中崇德校区 

C103 沈天叶 余杭区 临平第五中学 

C106 石皓文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未来科技城学校 

C108 宋致远 下城区 杭州高级中学附属启正中学 

C109 宋子若 余杭区 崇贤中学 



C110 苏畅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C111 孙恒浩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中学 

C112 唐明宇 余杭区 东澜外国语学校 

C114 王怀轶 西湖区 杭州东方中学 

C116 
王双旭

菲 

钱塘新

区 
学正中学 

C117 王曦灵 余杭区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118 王鑫浩 余杭区 仁和中学 

C119 王泽文 余杭区 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 

C120 王子康 上城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C122 王梓滕 西湖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C124 吴玮依 余杭区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127 武仲浩 余杭区 闲林中学 

C131 谢瑞平 西湖区 杭州市西溪中学 

C132 熊泽力 上城区 杭州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C133 徐晨轶 拱墅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C135 徐欣 余杭区 临平第五中学 

C137 徐翊宸 西湖区 杭州市翠苑中学（翠苑校区） 

C139 徐振轩 滨江区 杭州市江南实验学校 

C140 徐子杭 
钱塘新

区 
文海实验学校 

C141 许珂 西湖区 杭十三中 

C142 许天杨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中学 

C143 许聿宸 西湖区 公益中学 

C144 薛宪斗 江干区 学正中学 

C147 杨希昂 余杭区 良渚第二中学 

C148 姚忱妤 余杭区 杭州市东澜外国语学校 

C149 叶栩浩 西湖区 紫金港中学 

C151 叶之卉 余杭区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153 应豪 滨江区 江南实验学校 

C155 余家谦 
钱塘新

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C156 余俊洋 余杭区 太炎中学 

C160 郁张效 余杭区 杭州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161 袁晓笛 余杭区 崇贤中学 

C162 袁欣泉 余杭区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164 张嘉航 江干区 文海中学 

C165 张沐阳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C166 张无忌 拱墅区 育才中学 

C167 张许蕾 
钱塘新

区 
学正中学 



C169 张喆涵 滨江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C170 张政旭 余杭区 杭州橄榄树学校 

C171 赵北辰 拱墅区 华师大杭州附校 

C172 赵海斌 
钱塘新

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C174 赵俊岚 西湖区 西溪中学 

C175 赵一霖 余杭区 杭州橄榄树学校 

C176 赵子轩 余杭区 崇贤中学 

C178 郑力宁 余杭区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C179 郑雯熙 西湖区 杭州市第十三中学 

C180 周楮文 西湖区 杭州公益中学 

C181 周阅行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C182 朱程瑞 拱墅区 杭州市锦绣中学 

C183 朱奕轩 滨江区 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C184 朱熠 西湖区 杭州市西溪中学 

C185 朱子颜 
钱塘新

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C186 诸丽娜 余杭区 崇贤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