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中小学生天文知识技能竞赛“未来火星城”设计和制作活动

补充通知

本次“未来火星城”设计与制作活动共收到各区（县、市）、直

属学校推荐的参赛作品材料 78 份。经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根据专

家评审结果，组委会推选 54 件作品参加现场展示、评选，具体活动

安排如下：

一、活动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 年 11 月 20 日 上午 8:00-12:00

地点：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滨江分中心（建业路 950 号）一楼多

功能厅

二、活动安排

8：00 所有参赛队伍签到、抽签。准备好模型作品实物、纸质版

学习报告及展板等相关展示材料入场，布置展区。

9：00 评委开始在各个展区进行提问、打分。

12：00 活动结束，各参赛队伍整理展区离开现场。

三、“未来火星城”模型展示要求：

“未来火星城”制作材料不限，底面长宽不超过 1m，高度不限。

现场为每个参赛队提供两张 120cm*60cm 的双人桌，现场不提供电源。

四、其他事项

1.根据省疾控办要求，各参赛队进入比赛场地需出示健康码、行

程码，测量体温后进入现场。参加活动需要携带身份证或市民卡等相

关证件，全程佩戴口罩。



2.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影响活动评审秩序，一经发现，

将取消相关人员的参赛资格，带离场地。

3.联系人：周老师，联系电话：85828281



附件：“未来火星城”设计和制作活动现场展示名单

小学组（27组）

序

号
地区 学校 作品名称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1 滨江区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 伏羲未来火星城 傅李诺 郭天毅 顾诚轩

2 滨江区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 下一站，未来火星城 陈昕妍 丁妍希 朱墨

3 淳安县 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
未来火星城模型设计和

建造
胡予涵 李金涵 丁昊翔

4 淳安县
淳安县千岛湖镇第三小

学

火星“星耀小区”建设

项目研究报告
曹畅 鲍前锦 郑杰睿

5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

小学
未来中国火星城 徐旭辰 黄宸纬 章宸诺

6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

小学
未来火星城 邵铭阳 倪添奕 周郑宝

7 拱墅区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
未来火星城——移动能

源城
刘悦杨 薛楚衍 吴尹恩

8 拱墅区 杭州市文澜小学 未来火星地下城 金诚 吴翰哲 李泽凯

9 江干区 杭州市笕桥花园小学 火星中央花园 方天屹 斯羽程 管嘉诚

10 江干区 杭州市茅以升实验学校 未来火星城 孙昊扬 姚涵曦 邓锐

11 钱塘区 杭州钱塘新区学正小学 多层未来火星城的设计 李雨辰 孙仲瀚 杨郅嘉

12 钱塘区 杭州钱塘新区学正小学 智慧火星未来城 黄玥涵 徐子秋 乔梓萌

13 钱塘区 杭州钱塘新区文清小学 荧惑生态城 袁乐欣 吴穹径 王秦哲

14 钱塘区 杭州钱塘新区文清小学 火星未来城市 王露涵 韩语童 熊小沫

15 上城区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未来火星城”在马沃

斯谷建设的规划设计及

生存分析。

王恺恬 高宜萱 洪歆洛

16 上城区 杭州市胜利实验学校 火星都市“灯塔” 陈晟睿 汤逸然 徐子宸

17 上城区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未来火星城项目》—

—克里斯平原火星基地

的基础分析、设想功能

及规划设计

方畹欣 郑语晗 陈沛泽

18 上城区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The Block”基地 林百川 周陌 周涵麒

19 西湖区 杭州市学军小学

“你愿意第一批去火星

定居吗？”——建设火

星第一科技城

李明轩 任珉乐 孙嘉骏

20 西湖区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中国火星城杭州分中心 刘羿 赵予歌 李晚琦

21 西湖区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华夏火星城 蒋馨雅 杨嘉铭
申屠陌

尘

22 西湖区 杭州市学军小学 科技之城 常顺天 黄奕然 张瑾

23 下城区 杭州市长寿桥小学 中国火星梦想城 傅予泽 鲁沅兮 杨元佑

24 下城区 杭州市江心岛小学
《星火瞭望》未来星城

设计制作项目
冯彦一 王子秦 顾子熙



中学组（27 组）

25 萧山区 萧山区南翔小学 荧惑城 李佳忆 廖品博 王彦洁

26 萧山区 萧山区所前镇第二小学 未来火星城——祝融城 汤舒媛 华晨皓 俞思彤

27 萧山区 萧山区葛云飞小学
火星未来城市-新彩虹

城

胡左云

汐
叶安晴 方灏煜

序

号
地区 学校 作品名称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1 滨江区 杭州浦沿中学
祝融种未来 火星共家园

--“做个火星人”
郑钰哲 倪臻怡 董易轩

2 滨江区 浙江省杭州闻涛中学
未来火星城——火羽白

日生
骆晨乐 汪之璟 蔡京孜

3 滨江区 杭州浦沿中学 火星家园-含翀 虞诗瑶 王子宸 罗元杉

4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郁达夫中

学
富春星居 翟睿国 傅紫航 余若晗

5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郁达夫中

学
云上星城 何一锋 单子鸣 陈天瑜

6 拱墅区 杭州市文晖中学

红色家园:未来火星城

----关于未来人类居住

火星的项目式学习探究

项悠然 王启明 汪宇涵

7 拱墅区 杭州市大关中学 下一站火星 徐唯珈 胡家鸣 王瑾瑶

8 拱墅区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附属学校
泽九——火星现代之城 赵晨超 谭云兮 徐乐

9 拱墅区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附属学校
朱雀城——地下之火 陈皓宁 严彦 姜雨宸

10 江干区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基于杭州元素的未来火

星城市分阶段建设思考
许歆亦 王钰彤 及潼洲

11 江干区
杭州市采荷中学教育集

团

火星上的未来家园 ——

“天问城”的设计与制作
任孟泽 廖宛凝 汪韵涵

12 江干区 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 "天空之城”火星城市模型 沈徐佳 曹越 柴昕怡

13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一

中学
移居火星——九州城 陈锦涵 李慎悦 陈清羽

14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第

三中学
未来火星城 詹诗蕙 周泽雄 何文涛

15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一

中学

中国未来火星城市—祝

融城

洪华子

涵
缪陈萱 孟胡锦

16 钱塘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启圣火星城 顾武韬
吴士岐

灵
赵海斌

17 钱塘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起点之城——未来理想

的火星 FAMILY
陶俊颐 胡一川 徐志杭

18 西湖区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 未来火星城“理想之城” 阮楚颐 陈远哲 杜俊泽



19 西湖区 杭州市西溪中学 盘古 CITY 周尔雅 刘欣妍 包涵

20 西湖区 杭州市公益中学 火星 2049—地下太阳城 蔡颖扬 许泓源 蒋睿

21 西湖区 杭州市之江实验中学 五星城 倪梁嘉 王舒娴 盛思越

22 下城区 杭州市风帆中学
创建未来火星城“蔚蓝 1

号”
王昱蘅 王依诺 金轶

23 下城区 杭州市胜蓝中学
杭州市胜蓝中学未来火

星城——梦想光之城
杨璟文 徐紫玥 陈弘轩

24 下城区 杭州市朝晖中学 探索火星智慧城市建设 承诺 朱涵月 叶周

25 下城区 杭州市风帆中学 未来火星城 方清扬 谷米 章帅航

26 萧山区 萧山区浦阳镇初级中学 未来火星城市 杨沛菡 高熠凯 王洛莹

27 市直属
杭州市学军中学海创园

学校
未来火星之城 吴天卓 朱君乐 王吴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