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21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创客大赛

参赛名单和比赛流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1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创客大赛各项准备工作已完成，现将各竞赛项目参赛名单和比赛

流程公布如下。

一、创客马拉松项目参赛队员名单

学校名称 区县市 组别 学生名单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滨江区 中学组 金喜 蔡睿文 余快

杭州浦沿中学 滨江区 中学组 张宏跻 韩语钦 王佳

淳安县千岛湖初级中学 淳安县 中学组 张楚杭 余欣蕊 洪若曦

杭州市星澜中学 拱墅区 中学组 周奕扬 金妃萱 俞晨昊

杭州市大关实验中学 拱墅区 中学组 张津铭 吕逸轩 李葭晖

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 拱墅区 中学组 蒋锦琦 施锦成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拱墅区 中学组 董锦宏 樊晟 高铮烨

杭州市丁荷中学 上城区 中学组 施曼琦 王子赫 余鸿煊

杭州市钱学森学校 上城区 中学组 王邑安 陈进

杭州市开元中学 上城区 中学组 李晓钧 何煜豪

杭州市临安区於潜中学 临安区 中学组 孟卫州 吕腾荣

杭州市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临平区 中学组 江力灿 孙天睿 黄晨阳

杭州市临平区塘栖第二中学 临平区 中学组 崔永乐 高涵 朱靖霆

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第三中学 临平区 中学组 卫郑淇 沈毅诚 陈浚阳

杭州钱塘新区观澜中学 钱塘区 中学组 吕旭尧 包宸桓 朱思谋

杭州钱塘新区景苑中学 钱塘区 中学组 吴绍振 吕佳航 张奥欢

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 市辖区 中学组 徐哲星 龙科林 汪国栋

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 市辖区 中学组 张啸宇 黄耀鑫 叶楠

杭州市源清中学 市辖区 中学组 徐沁玥 金鼎容 戴一诺

杭州市丰潭中学 西湖区 中学组 张钧杰 沈郑轩 孙楷瑞

杭州市弘益中学 西湖区 中学组 徐博涛 徐博浪

杭州市西湖高级中学 西湖区 中学组 郭威 黄子铭 徐浩

杭州市余杭区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 余杭区 中学组 孟想 徐睿智 俞俊豪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中学 余杭区 中学组 许孙睿 陈晞 赵予阳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滨江区 小学组 陈弘毅 王婉睿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滨江区 小学组 黄一博 汤以恒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 拱墅区 小学组 于泺一 彭书涵 龚宸嘉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拱墅区 小学组 章祺睿 郭皓 施岳

杭州市现代实验小学 拱墅区 小学组 魏君霖 顾钧友 王金玥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拱墅区 小学组 宋一豪 何昀之 孙赫泽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上城区 小学组 肖彬蔚 郑懿宸 刘驿铭

杭州市景和小学 上城区 小学组 魏章玥 缪冯晔 李雨阳

杭州市胜利山南小学 上城区 小学组 朱玺文 斯林 斯天相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上城区 小学组 朱佳乐 林恒宇 章婷

杭州市胜利实验学校 上城区 小学组 钟皓阳 陆宥 陈在泽



杭州市临安区城北小学 临安区 小学组 严书琪 周馨苒 刘洪奕

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第三小学 临平区 小学组 申屠史哲 沈凡 丁一诺

杭州钱塘新区观澜小学 钱塘区 小学组 王子硕 张墨嫣 徐梓晨

杭州钱塘新区月雅河小学 钱塘区 小学组 周宇浩 黄建州

杭州世外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市辖区 小学组 林旻 戢祥 王子骏

杭州市学军小学 西湖区 小学组 王洵之 张琳泽 金尚野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 西湖区 小学组 钟嘉言 赵子睦 鲁宸睿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中心小学 余杭区 小学组 管艺华 曹妍 姚凯洋

杭州市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余杭区 小学组 蔡林航 施宇哲 郑晨好

萧山区湘湖小学 萧山区 小学组 姜宇泽 鲍梓烨 陈家豪

萧山区高桥小学 萧山区 小学组 吕泽航 张恺辰 许元贞

杭州市萧山区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 萧山区 小学组 楼允喆 王景浩 章正颢

二、创客马拉松项目比赛流程

（一）比赛时间

11月 5日（周五）——11 月 6日（周六）

（二）比赛地点

杭州（国际）青少年洞桥营地 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查口村坂坞里

（三）比赛流程与要求

日期 流程 要求

11月 5日

（洞桥营地）

上午 报到

下午和晚上 现场制作

1.各参赛队可自行决定单独前往

或集中前往；集中前往将统一从

活动中心包车前往。

2.所有材料不得进行任何提前加

工，任何半成品不得入场

3.参赛队制作过程中，可以使用

网络，但不得使用任何通讯设备

进行场外求助

11月 6日

（洞桥营地）

上午 答辩

下午 继续答辩，全部答辩结束

后统一返程

1.答辩方式:对作品进行操作演

示。

2.答辩时间:不超过 5 分钟，超时

扣分。

四、比赛注意事项

1. 带队教师应在赛前做好安全教育，包括交通安全、用电安全、工具使用安全等。参赛

队员应注意制作安全，按要求佩戴护目镜等安全防护装备。

2. 作品现场制作阶段，参赛队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寻求场外帮助，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3. 参赛队员在比赛过程中应保管好自己的设备、器材和作品。如需维修，需征得巡视老

师同意后，在指定场地维修。

4. 参赛队自行准备比赛用材料（木材、超轻黏土等）、工具（粘合材料、热熔胶枪等），

如有大型设备（3D打印机、激光雕刻机等）进场需提前申报。

5. 组委会在比赛现场不提供任何工具与器材。请参赛队自备插座，插座必须为具有国家



安全生产资质的产品。自带笔记本电脑，可使用互联网。

三、其他事项

1. 防疫 根据防疫要求，各参赛队进入营地需出示健康码、行程码，佩戴口罩。

2. 出行 各参赛队可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自行前往和集中前往，集中前往请提前申报。

3. 就餐、住宿 比赛期间，参赛人员必须在营地就餐、住宿，请自行携带必要生活用品。

比赛期间未经允许，不得离开营地。

4. 比赛纪律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试图干扰、影响本次比赛的正常评审秩序，一经发

现，一律取消有关参赛作品和选手的参评资格。

5. 请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共同营造良好的比赛氛围。若发生本方案未预计到的特殊情况，

将由组委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临时决策。

6. 联系人：戚老师，联系电话：85828289

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组委会

2021年 10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