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中小学生计算

机编程竞赛之 APP 编程挑战赛

补充通知

一、竞赛形式

每支队伍两名同学，利用 APP Inventor 2编程环境，在规定时间内紧紧

围绕现场公布主题和命题共同完成一个作品创作。围绕作品的思想性、技术性、

作品的完整性和艺术性进行评价。

二、地点：滨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一楼多功能厅（建业路 950 号）

三、时间：2021 年 11 月 12 日

 报到、入场、调试时间：8:30~9:20

 公布命题时间：9:10~9:30

 上机制作时间：9:30~12:30

 离场时间：作品提交并检查核对后可离场

四、竞赛环境：

1．现场有局域网环境，ftp服务器平台，APP Inventor 2服务器平台；现场

屏蔽互联网环境，选手也不可携带除调试用的手机外的任何电子产品，包括电话手表

等，调试用的手机请预先拿掉电话卡。一经发现则立即取消比赛资格。

2．每支队伍提供一张桌子，每位选手自带笔记本电脑、1.5米以上长度的接线

板和耳机话筒等设备。每支队伍可准备一只干净的 U盘备用。

3．每支队伍两名同学使用两台电脑，最终提交一个 app作品的相关文件，选手



应具备作品的整合能力。笔记本电脑端请安装 app inventor 2离线版软件和 ftp

客户端软件;现场提供素材下载和作品文件的提交通过 ftp形式进行，选手应具备

ftp登陆、作品上传和下载的能力。报到时下发连接路由器的帐号与密码，ftp帐号

与密码。

五、其它说明

1．每位选手必须携带市民卡核查身份，每位少先队员需佩戴红领巾。

2．请自觉根据国家、省、市疫情防控要求，不符合参赛条件的选手不得进入

赛场。家长与老师全程不得进入赛场。每位选手进入比赛场地时需出示健康码、行

程码，测量体温后进入。每位选手请做好个人防护，全程佩戴口罩，预备防疫用品。

3．所有组队单位和领队老师必须保证参赛选手和其他成员在整个比赛期间的

安全，组织选手按规定参加比赛，并遵守各项规定。

六、参赛选手名单

区/县 学 校 队 伍

滨江区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金原源 姚浩林

滨江区 浙江省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陶佳滢 蒋晋泽

滨江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汪胤吉 虞清宇

滨江区 浙江省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王默 徐子煊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王孜欣 胡嘉艺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魏子尧 罗欧盟

滨江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章语馨 马恺

滨江区 杭州长河中学 周泽楠 李睿

淳安县 杭州市千岛湖建兰中学 徐恩哲 章梓萌



淳安县 杭州市千岛湖建兰中学 余子涵 游晨明

拱墅区 杭州市行知中学 柴浚菥 吴俊龙

拱墅区 杭州北苑实验中学 程云帆 沈子晗

拱墅区 杭州市文晖实验学校 郭安来 孙婷珠

拱墅区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附属学校 黄沈正浩 王启恒

拱墅区 杭州市大关中学 王瑾瑶 瞿奕阳

拱墅区 杭州市大关实验中学 杨泽铠 李葭晖

拱墅区 杭州市星澜中学 俞晨昊 王君烨

拱墅区 杭州市拱宸中学 朱应豪 金妃萱

建德市 建德市新安江第三初级中学 何嘉然 许轩赫

建德市 建德市新安江第三初级中学 蒋明喆 马祥哲

建德市 建德市新安江第一初级中学 秦浙豫 童震

建德市 建德市新安江第一初级中学 徐嘉杭 程奕铭

建德市 建德市新世纪实验学校 徐绍航 何思颖

建德市 建德市新安江第二初级中学 徐圣淇 洪宁骏

建德市 建德市新世纪实验学校 郑博仁 方翌晨

江干区 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 陈朗 谢星宇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李梓涵 赵明轩

江干区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钱承律 钱承哲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中学 钱宇涵 吴优

江干区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 沈夏杰 杨博文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中学 沈语涵 夏语璐

江干区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姚望 陈悦乐

江干区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 朱文杰 潘俊天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一中学 林文喆 冯子瑜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运河中学 孙鼎博 胡汤麒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运河中学 周尧 熊培呈

钱塘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郭向尚 蒋米尔

钱塘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景苑中学 胡欣晨 金皓天

钱塘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正中学 金晟曦 晋俊烨

钱塘区 杭州钱塘区启源中学 林俊超 陈孝凡

钱塘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童垚 吕钰郝

钱塘区 杭州钱塘区景苑中学 吴绍振 沈汪涵

钱塘区 杭州市下沙中学 徐美怡 王佳怡

钱塘区 杭州钱塘区启源中学 张柏榕 章祥

上城区 杭州市建兰中学 屠柏聖 朱天祺

西湖区 杭州市三墩中学 蔡睿 求文泽

西湖区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 丁上泽 马赫

西湖区 杭州市三墩中学 姜尧 李灏一

西湖区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 吕望 洪宇泽

西湖区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王铭嘉 姚品萱

西湖区 杭州市西溪中学 魏易简 郝子恒

西湖区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谢明轩 张濯非

西湖区 杭州市翠苑中学 张奕宸 傅语萱

下城区 杭州市春蕾中学 董易 陶思宇

下城区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樊晟 罗子桓

下城区 杭州市青春中学 韩易衡 陈雨杭

下城区 杭州市胜蓝中学 刘岳杭 李易轩



下城区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任佳豪 董锦宏

下城区 杭州市朝晖中学 杨锐 陈思远

下城区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 袁润熙 吴承炎

下城区 杭州市朝晖中学 周鑫 陈方捷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实验学校 毛文略 周子睿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中学 史睿 高智轩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中学 孙梓宸 徐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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