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青岛市青少年航空模型竞赛成绩公示 

歼 20 纸飞机着舰赛市区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小学部 

第二名 青岛大学路小学 

第三名 青岛基隆路小学 

第四名 青岛嘉峪关学校 

第五名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第六名 青岛超银小学（镇江支路校区） 

第七名 青岛太平路小学 

第八名 青岛同安路小学 
 

歼 20 纸飞机着舰赛市郊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第二名 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金村小学 

第三名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第四名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第五名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第六名 青岛市即墨区华山路小学 

第七名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赵红路小学 

第八名 
青岛市崂山区西韩小学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 

  

水火箭打靶赛市区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海信学校 

第二名 青岛太平路小学 

第三名 青岛嘉峪关学校 

第四名 青岛大学路小学 

第五名 青岛金门路小学 

第六名 青岛四方实验小学 

第七名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第八名 青岛桦川路小学 
 

水火箭打靶赛市郊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第二名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第三名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第四名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第五名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第六名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第七名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第八名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 
 

水火箭打靶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海信学校 

第二名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2 

第三名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第四名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第五名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第六名 青岛超银中学（金沙路校区） 

第七名 青岛滨海学校 

第八名 胶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领航者、挑战者四轴飞行器竞时赛市区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第二名 青岛寿光路小学 

第三名 青岛南京路小学 

第四名 青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第五名 青岛超银小学（镇江支路校区） 

第六名 青岛四方实验小学 

第七名 青岛基隆路小学 
 

领航者、挑战者四轴飞行器竞时赛市郊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第二名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第三名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浦江路小学 

第四名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第五名 青岛西海岸新区育英小学 

第六名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领航者、挑战者四轴飞行器竞时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第二名 胶州市第十中学 

第三名 青岛市北中学 

第四名 青岛第五十七中学 

第五名 胶州市第四中学 

第六名 胶州市第二中学 

第七名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第八名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C919 遥控飞机绕标赛市区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嘉峪关学校 

第二名 青岛上清路小学 

第三名 青岛德县路小学 

第四名 青岛榉园学校 

第五名 青岛基隆路小学 
 

C919 遥控飞机绕标赛市区小学组市郊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第二名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第三名 青岛西海岸新区齐鲁第一实验小学 
 

 

C919 遥控飞机绕标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胶州市第二中学 

第二名 胶州市第四中学 
 

天戈 2.4G 遥控直升机障碍赛市区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德县路小学  
 

天戈 2.4G 遥控直升机障碍赛市郊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第二名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第三名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第四名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天戈 2.4G 遥控直升机障碍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胶州市第二中学 

第二名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中学 

第三名 胶州市第四中学 

第四名 胶州市第七中学 

第五名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创新飞行器飞行挑战赛市郊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创新飞行器飞行挑战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胶州市第十中学  
 

模拟遥控固定翼定点着陆赛市区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金门路小学 

第二名 青岛立新小学 

第三名 青岛德县路小学 
 

模拟遥控固定翼定点着陆赛市郊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第二名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第三名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模拟遥控固定翼定点着陆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沧口学校  
 

模拟飞行红牛利特朗竞速赛市区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金门路小学  
 

歼 20 纸飞机着舰赛市区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王方帅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一等奖 李健 

贾卓立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一等奖 辛有生 

彭彭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王近知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一等奖 杨海波 

张皓轩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小学部 一等奖 王梦远 

李泽瑞 青岛超银小学（镇江支路校区） 一等奖 刘凯 

侯熠辰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小学部 一等奖 王梦远 

王子梵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于羿博 青岛福林小学 一等奖 杨茹 

张显润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一等奖 王宝秋 

龚皓哲 青岛同安路小学 一等奖 赵雅楠 

孙俊彦 青岛嘉定路小学 一等奖 邵文沛 

王坚伊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一等奖 王宝秋 

赵怡然 青岛北仲路第二小学 一等奖 鲍云 

徐睿涵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一等奖 王宝秋 

王章城 青岛北仲路第二小学 一等奖 鲍云 



宋予畅 青岛超银小学（镇江支路校区） 一等奖 刘凯 

孙禾轩 青岛桦川路小学 一等奖 韩颖 

胡晓义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一等奖 王宝秋 

郑国煜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小学部 二等奖 王梦远 

王铭哲 青岛香港路小学 二等奖 许爱然 

张皓博 青岛嘉峪关学校 二等奖 辛有生 

俞燚 青岛东胜路小学 二等奖 姚正朋 

张益嘉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徐琰皓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小学部 二等奖 王梦远 

肖雅心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李知霖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二等奖 王宝秋 

谷雨泽 青岛南京路小学 二等奖 盖晓杰 

姜贺源 青岛南京路小学 二等奖 盖晓杰 

曲浩然 青岛上清路小学 二等奖 徐颖喆 

刘恒瑞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徐梓栋 青岛香港路小学 二等奖 许爱然 

韩尚峻 青岛太平路小学 二等奖 杨海波 

宁宇凡 青岛太平路小学 二等奖 杨海波 

姜添皓 青岛上清路小学 二等奖 徐颖喆 

丁法祖 青岛北仲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鲍云 

姜少博 青岛南京路小学 二等奖 盖晓杰 

高承宜为 青岛上清路小学 二等奖 徐颖喆 

孙钰涵 青岛桦川路小学 二等奖 韩颖 

宋佳 青岛榉园学校 二等奖 刘坤 

王许涵 青岛榉园学校 二等奖 刘坤 

燕增恺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二等奖 王宝秋 

刘澎 青岛南京路小学 二等奖 盖晓杰 

闫小米 青岛南京路小学 二等奖 盖晓杰 

羊立 青岛基隆路小学 二等奖 李健 

王祖耀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于雅婓 青岛北仲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鲍云 

张博宸 青岛超银小学（镇江支路校区） 三等奖 刘凯 

段广韬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小学部 三等奖 王梦远 

刘沫含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牛子豪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杜烨霖 青岛东胜路小学 三等奖 姚正朋 

蓝漪帆 青岛福林小学 三等奖 杨茹 

魏裕宸 青岛桦川路小学 三等奖 韩颖 

张怀昊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三等奖 王宝秋 

王俊尧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三等奖 王宝秋 



李梓岩 青岛南京路小学 三等奖 盖晓杰 

于士博 青岛南京路小学 三等奖 盖晓杰 

张嘉瑞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柳明赫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三等奖 李健 

闫敬宇 青岛上清路小学 三等奖 徐颖喆 

焦安淇 青岛同安路小学 三等奖 赵雅楠 

宋宇昂 青岛超银小学（镇江支路校区） 三等奖 刘凯 

孟凡乔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张沐凡 青岛东胜路小学 三等奖 姚正朋 

邢远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三等奖 王宝秋 

王屹然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李思远 青岛上清路小学 三等奖 徐颖喆 

贾芮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三等奖 李健 

王韬博 青岛南京路小学 三等奖 盖晓杰 

吕羲和 青岛北仲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鲍云 

杨家硕 青岛超银小学（镇江支路校区） 三等奖 刘凯 

杨昊童 青岛东胜路小学 三等奖 姚正朋 

羊开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三等奖 李健 

乔怡睿 青岛香港路小学 三等奖 许爱然 

邢舒雅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袁晟睿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单昱斐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三等奖 李健 

闫敬轩 青岛上清路小学 三等奖 徐颖喆 

杨弘毅 青岛上清路小学 三等奖 徐颖喆 

 

歼 20 纸飞机着舰赛市郊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沈琸然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于敦友 

孟胤庭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索德金 

刘荣玉 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金村小学 一等奖 朱广吉 

黄馨予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索德金 

王正晓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一等奖 李春成 

李鸿裕 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金村小学 一等奖 朱广吉 

胡锦泽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索德金 

董坤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一等奖 李春成 

曾志康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赵红路小学 一等奖 方建彬 

王法敬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一等奖 徐耀 

苏文轩 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金村小学 一等奖 朱广吉 

毕津赫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 一等奖 景桂芬 



孙宇轩 青岛市即墨区华山路小学 一等奖 王芬 

孙云屹 青岛市即墨区华山路小学 一等奖 王芬 

刘恩铄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二等奖 徐耀 

阎阳雨然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二等奖 徐耀 

王子涵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二等奖 徐耀 

刘宗锐 青岛市即墨区华山路小学 二等奖 王芬 

刘佳浩 青岛市崂山区西韩小学 二等奖 苏赛 

卢心怡 青岛市崂山区西韩小学 二等奖 苏赛 

张统森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二等奖 李春成 

邢珉硕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赵庆凤 

王梓豪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于敦友 

杨国琨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索德金 

王茹涵 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城阳附属学校 二等奖 张卉 

宋名扬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二等奖 徐耀 

王昭麟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二等奖 蔡蕾 

梁林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二等奖 李春成 

刘梓清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于敦友 

韩子沫 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城阳附属学校 二等奖 张卉 

陆厚江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二等奖 徐耀 

王一茗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二等奖 徐耀 

范梓豪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二等奖 蔡蕾 

梁然新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二等奖 蔡蕾 

王林水 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金村小学 二等奖 朱广吉 

刘子轩 青岛市崂山区西韩小学 二等奖 苏赛 

陈爽 青岛西海岸新区红军小学 二等奖 吕江霞 

管梓硕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赵庆凤 

邓曾誉 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城阳附属学校 三等奖 张卉 

相米乐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徐耀 

索泽舜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索德金 

孙延敏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 三等奖 胡斌 

庄云皓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 三等奖 景桂芬 

张家睿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 三等奖 景桂芬 

徐嘉海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于敦友 

王玉佳 青岛西海岸新区红军小学 三等奖 吕江霞 

高玉鑫 青岛西海岸新区红军小学 三等奖 吕江霞 

崔渊博 青岛崂山新世纪学校 三等奖 陈冲 

姜容熙 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城阳附属学校 三等奖 张卉 

宋睿洋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索德金 

吴绪雅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赵红路小学 三等奖 方建彬 

史家烨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徐耀 



李欣霏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徐耀 

李梓睿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索德金 

刘一禾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索德金 

刘一森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 三等奖 胡斌 

王浩宇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赵红路小学 三等奖 方建彬 

曲加澔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赵红路小学 三等奖 方建彬 

路启奥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赵红路小学 三等奖 方建彬 

戴振宇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于敦友 

王璟润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于敦友 

李沐易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于敦友 

魏子淇 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城阳附属学校 三等奖 张卉 

刘子涵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徐耀 

孙中坤 青岛市崂山区西韩小学 三等奖 苏赛 

逄博之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 三等奖 景桂芬 

王衍森 青岛西海岸新区齐鲁第一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欢欢 

范宸希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赵庆凤 

 

水火箭打靶赛市区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孔祥菲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高梓煊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赵隽可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一等奖 杨海波 

魏薇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阴昱希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兰礼承 青岛滨海学校 一等奖 刘宇杰 

崔熠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王咨智 青岛四方实验小学 一等奖 孙雪娇 

侯力文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尹智铎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宫梓越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一等奖 杨海波 

朱梓涵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王麒恺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吕金雨 青岛金门路小学 二等奖 吕小龙 

张耿赫 青岛太平路小学 二等奖 杨海波 

王昱辰 青岛嘉峪关学校 二等奖 辛有生 

刘轩孜 青岛嘉峪关学校 二等奖 辛有生 

贾卓立 青岛嘉峪关学校 二等奖 辛有生 

佀想 青岛桦川路小学 二等奖 李超君 

范与 青岛四方实验小学 二等奖 孙雪娇 



宋柯心 青岛嘉峪关学校 二等奖 辛有生 

孙卓群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马浩森 青岛太平路小学 二等奖 杨海波 

李德祥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二等奖 傅相勋 

王梓默 青岛嘉峪关学校 二等奖 辛有生 

赵泽睿 青岛太平路小学 二等奖 杨海波 

康浥尘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晓 

王子睿 青岛上清路小学 二等奖 徐颖喆 

姜德斌 青岛上清路小学 二等奖 徐颖喆 

刘育彤 青岛金门路小学 二等奖 吕小龙 

张梦研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二等奖 傅相勋 

游子冉 青岛嘉峪关学校 二等奖 辛有生 

徐一航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晓 

于靖朗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兰光瑞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冯科皓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张修萌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栾述尧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军 

蔡言泽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辛悦宁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军 

周鑫浩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刘津承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潘子文 青岛四方实验小学 三等奖 孙雪娇 

艾金涛 青岛新世纪学校 三等奖 刘方超 

孙茗皓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唐嘉琪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晓 

赵德铭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刘尚宇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三等奖 辛有生 

吕宜昕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曾维航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军 

黄泰博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三等奖 傅相勋 

于跃 青岛四方实验小学 三等奖 孙雪娇 

李峥源 青岛桦川路小学 三等奖 李超君 

纪森议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三等奖 辛有生 

解文博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吉恩妍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晓 

邓鹤言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陈丽雅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三等奖 傅相勋 

焦圣杰 青岛立新小学 三等奖 赵越 

王心珏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王恺颉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刘兆瑞 青岛桦川路小学 三等奖 李超君 

宇子牛 青岛立新小学 三等奖 赵越 

邢原恺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牛长峻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刘伊博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水火箭打靶赛市郊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张宸赫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奖 刘乃善 

李京轩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奖 刘乃善 

陈晓星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一等奖 张淑红 

苑喻祺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徐赛赛 

王浩宇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奖 刘乃善 

由诗涵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于敦友 

魏熙如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于敦友 

辛书涵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奖 刘乃善 

吕一菲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一等奖 兰孝全 

高誉轩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于敦友 

马悠然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徐赛赛 

王涵钰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于敦友 

耿希源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于敦友 

时米鑫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徐赛赛 

孙佳蕊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二等奖 兰孝全 

全俊宇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二等奖 兰孝全 

孙牧遥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 二等奖 胡斌 

李东泽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二等奖 张淑红 

许纯煜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二等奖 刘乃善 

孙宇菲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二等奖 兰孝全 

董昀昊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二等奖 张淑红 

华梓辰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二等奖 齐爽 

周梓萌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二等奖 于涛 

庚尤雅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二等奖 刘乃善 

陈嘉乐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二等奖 齐爽 

房梓林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徐赛赛 

赵冠南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于敦友 

阿修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二等奖 齐爽 

郭先博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徐赛赛 

张栩嘉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淑红 



刘馨蔚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于涛 

辛珍葆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 三等奖 李悦鑫 

韩峰辉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淑红 

解文帅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三等奖 兰孝全 

单智勇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三等奖 兰孝全 

张馨颖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于涛 

董柯滔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三等奖 兰孝全 

王佳祺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 三等奖 王亮 

周广煜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三等奖 刘乃善 

类燕然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于涛 

徐涵宇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淑红 

薛慧宁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淑红 

任哲函 青岛市城阳区第三实验小学 三等奖 高爱梅 

卫晨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于敦友 

王颢霖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徐赛赛 

乔润中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 三等奖 李悦鑫 

赵柏钧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 三等奖 王亮 

孙  畅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三等奖 兰孝全 

于子航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三等奖 兰孝全 

杜佳凝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三等奖 刘乃善 

孙圣尧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齐爽 

马函宇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齐爽 

薛皓元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淑红 

田佳慧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齐爽 

张敬一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三等奖 刘乃善 

张翰丞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于涛 

 

水火箭打靶赛中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李耀辉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夏志刚 

王博阳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一等奖 马富庆 

徐嘉奕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王卿宇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殷悦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李衍泽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一等奖 马富庆 

刘蓬震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2 一等奖 董喜梅 

王金怡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2 一等奖 董喜梅 

辛梓洋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夏小轩 青岛第三十七中学 一等奖 夏志刚 



张奕轩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杨凯文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晓 

刘晗溪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二等奖 马富庆 

匡羿安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晓 

王琪然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夏志刚 

薛宏煜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2 二等奖 董喜梅 

王心烨 青岛二中分校 二等奖 田湘湘 

蒋思越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晓 

王伟嘉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二等奖 郁扬子 

宓俊男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二等奖 马富庆 

姚杨洋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2 二等奖 董喜梅 

何宇星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晓 

张兆宁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夏志刚 

王小欢 青岛超银中学（广饶路校区） 二等奖 宋丹丹 

刘书源 青岛超银中学（金沙路校区） 二等奖 葛坤 

孙瀚东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2 二等奖 董喜梅 

何宇月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晓 

郭晓茜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夏志刚 

袁泽林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夏志刚 

林宇轩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2 二等奖 董喜梅 

孙浩然 青岛超银中学（广饶路校区） 三等奖 宋丹丹 

高绮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2 三等奖 董喜梅 

张鑫善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2 三等奖 董喜梅 

刘嘉栋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三等奖 郁扬子 

王晨宇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三等奖 郁扬子 

张兆阳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三等奖 马富庆 

王文博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晓 

张正康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2 三等奖 董喜梅 

罗健宇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三等奖 孙正明 

于松含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三等奖 马富庆 

梁友升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韩慧 

王宏旭 青岛超银中学（金沙路校区） 三等奖 葛坤 

王嘉任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三等奖 马富庆 

林子晨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三等奖 孙正明 

李宇晨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三等奖 郁扬子 

陈星佐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三等奖 郁扬子 

曹雯瑾 青岛二中分校 三等奖 田湘湘 

刘源 胶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三等奖 刘良书 

赵可名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三等奖 马富庆 

张佳钰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夏志刚 



赵峻熙 青岛超银中学（金沙路校区） 三等奖 葛坤 

高子钧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三等奖 郁扬子 

赵一诺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晓 

郑万宇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三等奖 马富庆 

潘晨筱 青岛二中分校 三等奖 田湘湘 

朱方硕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韩慧 

刘世萱 青岛滨海学校 三等奖 刘宇杰 

刘隽杞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1 三等奖 马富庆 

袁一凡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三等奖 郁扬子 

邓杰宸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三等奖 郁扬子 

 

领航者、挑战者四轴飞行器竞时赛市区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潘宸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一等奖 刁泽坤 

丁鹏皓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一等奖 刁泽坤 

郑子顺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一等奖 刁泽坤 

刘沛洲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一等奖 李健 

王梓茗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一等奖 刁泽坤 

鲁恩玮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一等奖 徐振安 

邱新宇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李梓岩 青岛南京路小学 二等奖 魏玲 

崔竣毅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二等奖 刁泽坤 

姜海鑫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于士博 青岛南京路小学 二等奖 魏玲 

王泽瑞 青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张连庆 

李昊泽 青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张连庆 

李鑫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江守栋 青岛市李沧区青少年发展中心 三等奖 刁泽坤 

李宗洋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三等奖 徐振安 

王思博 青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连庆 

呼一诺 青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连庆 

郑旭柏 青岛四方实验小学 三等奖 宋林 

李钰琪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三等奖 徐振安 

郁东山 青岛四方实验小学 三等奖 宋林 

杜祥雨 青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连庆 

姜天屹 青岛超银小学（镇江支路校区） 三等奖 崔敏 

闫小米 青岛南京路小学 三等奖 魏玲 

孙铭骏 青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连庆 

孙振东 青岛超银小学（镇江支路校区） 三等奖 崔敏 



魏晋科 青岛超银小学（镇江支路校区） 三等奖 崔敏 

李沈孺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三等奖 李健 

邢相凯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三等奖 徐振安 

崔子涵 青岛南京路小学 三等奖 魏玲 

王时瑞 青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连庆 

 

领航者、挑战者四轴飞行器竞时赛市郊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侯佳帅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一等奖 冷传霞 

刘严泽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一等奖 冷传霞 

薛镇泽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浦江路小学 一等奖 张建港 

孙一航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一等奖 兰孝全 

李  宪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二等奖 兰孝全 

虢宇宸 青岛西海岸新区育英小学 二等奖 陈海强 

徐子益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 二等奖 胡斌 

崔永璋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浦江路小学 二等奖 张建港 

吴马亘泰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二等奖 兰孝全 

杜佳霖 胶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任成国 

刘屹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三等奖 冷传霞 

刘丰恺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三等奖 冷传霞 

邵炜尧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万科小学 三等奖 兰孝全 

邱启航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三等奖 王文静 

李景瑞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三等奖 冷传霞 

于润泽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三等奖 冷传霞 

谷丰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三等奖 周伟 

张峻赫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陈磊 

王俊博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三等奖 冷传霞 

吕星辰 青岛西海岸新区育英小学 三等奖 陈海强 

 

领航者、挑战者四轴飞行器竞时赛中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林岳 胶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崔志如 

刘子翔  青岛二中分校 一等奖 滕倩敏 

刘晨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一等奖 段森 

徐赵睿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一等奖 段森 

马伟民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一等奖 段森 

许振轩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一等奖 段森 

宋镇宇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二等奖 郭玉玲 

宋佳昊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二等奖 郭玉玲 



姜文皓 胶州市第十中学 二等奖 董巍 

陈昆 胶州市第十中学 二等奖 董巍 

张博澳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二等奖 段森 

刘濡林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二等奖 段森 

秦许博 青岛市北中学 二等奖 张志浩 

李鹏宇 青岛第五十七中学 二等奖 朱华梅 

刘昌铖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二等奖 段森 

张皓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二等奖 段森 

张仲泽 青岛市北中学 三等奖 张志浩 

张浩喆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三等奖 段森 

刘续文 胶州市第十中学 三等奖 董巍 

周子健 胶州市第十中学 三等奖 董巍 

李天幸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三等奖 段森 

廉嘉怡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三等奖 郁扬子 

朱金宇 青岛市北中学 三等奖 张志浩 

万菁 青岛市北中学 三等奖 张志浩 

张敬哲 青岛滨海学校 三等奖 张亿东 

庄佳林 胶州市第十中学 三等奖 董巍 

丁兆宏 青岛第五十七中学 三等奖 朱华梅 

高军 胶州市第十中学 三等奖 董巍 

王翼航 青岛市崂山区第五中学 三等奖 段森 

高晟博 胶州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赵红 

陈博涵 青岛第五十七中学 三等奖 朱华梅 

雷绪鑫 胶州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赵红 

 

C919 遥控飞机绕标赛市区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黄岳阳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一等奖 辛有生 

毛昕泽 青岛上清路小学 一等奖 徐颖喆 

鲁梓轩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吕博一 青岛基隆路小学 二等奖 李健 

阮文璋 青岛榉园学校 二等奖 刘坤 

夏彬航 青岛上清路小学 二等奖 徐颖喆 

江铼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三等奖 辛有生 

丁奕卓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三等奖 辛有生 

辛安锦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三等奖 辛有生 

赵东旭 青岛榉园学校 三等奖 刘坤 

牟浩宇 青岛上清路小学 三等奖 徐颖喆 

颜诚骏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刘铭泰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邵浩原 青岛上清路小学 三等奖 徐颖喆 

 

C919 遥控飞机绕标赛市郊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位嘉鑫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一等奖 高旸 

周君杰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二等奖 高旸 

陈晓星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三等奖 徐姗 

程中和 青岛西海岸新区齐鲁第一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欢欢 

 

C919 遥控飞机绕标赛中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刘崧甲 胶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戴小明 

杜超 胶州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徐啟超 

 

天戈 2.4G 遥控直升机障碍赛市区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韩庚宸 青岛立新小学 一等奖 赵越 

袁晓勇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宋方扩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夏硕承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刘小奇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丛赫炫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宋升和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天戈 2.4G 遥控直升机障碍赛市郊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史浩然 胶州市少海小学 一等奖 董钰含 

位嘉鑫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一等奖 周伟 

田亚凝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一等奖 王坤 

范梓豪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一等奖 王坤 

周凯文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二等奖 王坤 

谷丰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二等奖 周伟 

窦哲瀚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二等奖 周伟 

周君杰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二等奖 周伟 

孙希成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二等奖 王坤 

张钲昂 青岛崂山新世纪学校 二等奖 陈冲 

徐长健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二等奖 宋德平 



李仁博 青岛崂山新世纪学校 三等奖 陈冲 

韦承希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李炳霖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耿立轩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三等奖 王坤 

石锦萱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陈一凡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田野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王晨哲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陈俊宇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郑翔元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三等奖 王坤 

 

天戈 2.4G 遥控直升机障碍赛中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代昱泽 胶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一等奖 乔东 

王义博 胶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一等奖 乔东 

刘崧甲 胶州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吕清海 

金昊瑜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中学 二等奖 邱云勇 

李亚轩 胶州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曲付存 

李嘉辉 青岛志远学校 二等奖 韩平 

于青史 胶州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吕清海 

肖梓昊 胶州市第七中学 二等奖 张世平 

张泰瑞 胶州市第七中学 二等奖 张世平 

王意然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夏志刚 

张昊 胶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吕清海 

李晗硕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邱云勇 

王其然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夏志刚 

王越 青岛志远学校 三等奖 韩平 

薛智玮 胶州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曲付存 

郑智文 胶州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曲付存 

李贺 胶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吕清海 

孙铂堯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夏志刚 

 

 

创新飞行器飞行挑战赛市郊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1 运动员 2 运动员 3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王朝一 权俊宇 田智予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于敦友 

王嘉棋 周昱良 李昱辰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于敦友 

 

 



创新飞行器飞行挑战赛中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1 运动员 2 运动员 3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管文韬 曾祥和  胶州市第十中学 一等奖 董巍 

李鑫诺 周豪  胶州市第十中学 二等奖 董巍 

李智博 孟繁融  胶州市第十中学 三等奖 董巍 

 

模拟遥控固定翼定点着陆赛市区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于意林 青岛立新小学 一等奖 赵越 

刘雨嘉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一等奖 吕小龙 

刘伊博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一等奖 吕小龙 

周照涵 青岛金门路小学 二等奖 吕小龙 

解文博 青岛金门路小学 二等奖 吕小龙 

邓鹤言 青岛金门路小学 二等奖 吕小龙 

刘铠源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姜浩然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刘铭泰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李壮壮 青岛立新小学 三等奖 赵越 

 

模拟遥控固定翼定点着陆赛市郊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臧国栋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一等奖  

张家源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一等奖  

卢建宇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一等奖  

封雯馨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二等奖  

温建程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李建霖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二等奖  

张希文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二等奖  

王吉智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二等奖  

赵旭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三等奖  

孙煜城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王昱翔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于恩然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张晓蕾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翟梓琪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李文昊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宋章宇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三等奖  

杜宁彧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模拟遥控固定翼定点着陆赛中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申梦雨 青岛沧口学校 一等奖 曹海豹 

王芳 青岛沧口学校 二等奖 曹海豹 

赵泽宇 青岛沧口学校 二等奖 曹海豹 

孟令航 青岛沧口学校 三等奖 曹海豹 

李君玉 青岛沧口学校 三等奖 曹海豹 

焦明轩 青岛沧口学校 三等奖 曹海豹 

黄资源 青岛沧口学校 三等奖 曹海豹 

 

模拟飞行红牛利特朗竞速赛市区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王心珏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一等奖 吕小龙 

王凯霖 青岛金门路小学 二等奖 吕小龙 

于靖朗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模拟飞行 Y—穿越气柱竞速个人赛市区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李浩轩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一等奖 吕小龙 

臧骏霖 青岛金门路小学 二等奖 吕小龙 

王国瑞 青岛金门路小学 二等奖 吕小龙 

王子文 青岛金门路小学 二等奖 吕小龙 

许展源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赵德铭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任泓霖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模拟飞行 Y—穿越气柱竞速个人赛中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王政皓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一等奖 孙正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