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悬 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 个人  ） ··················· 1

悬 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团体接力赛） ················ 3 

纸折飞机奥运五 环靶标赛 ······················ 4 

纸折飞机直 线距离 赛 （ 趣味赛） ··················· 10

纸折飞机直 线距离 赛 （ 创纪录赛） ·················· 13

纸风火轮单 向积分赛（个人 ） 赛）··················· 16

纸风火轮单 向积分赛 （团体接力赛） ················ 18

飞翼花式 三角绕标赛 （ 单人 赛） ·················· 19

飞翼花式 三角绕标赛 （ 双人赛 ） ·················· 20

飞翼花式 三角绕标赛 （ 特技赛 ） ··················· 21

电动纸飞机 留空计  时赛 （ 双人赛） ·················· 22

电动纸鸽飞 向北京目标赛 ······················ 23

纸质火箭 邀游太 空 计 时赛 ······················ 26

纸直升机设计飞行 竞 时赛 ······················ 27

遥控纸飞 机 室 内绕标赛 ······················· 29

遥控纸飞 机穿龙门赛 ························ 30

手掷 飞机三人接力 团体赛 ····················· 32

纸飞机涂鸦 留空计时 ······················· 33

纸飞机发射装置设计展示 ······················ 34

裁判签名····························· 41

优胜奖 ······························ 35

单项团体 ····························· 37

综合团体 ····························· 40



广东 广州 11月24日 106人

圈数 时间 进靶 本轮成绩 圈数 时间 进靶 本轮成绩
魏江圆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1 120 是 23 17 98 否 17 23 一等奖（第一名）
齐泽文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9 120 是 21 19 120 是 21 21 一等奖（第二名）
撒金龙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 22.32 否 3 16 120 是 18 18 一等奖（第三名）
张圣培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15 120 是 17 15 120 是 17 17 一等奖（第三名）
金家璇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7 56.94 否 7 15 120 是 17 17 一等奖
廖立哲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3 120 是 15 14 120 是 16 16 一等奖
孙武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2 120 是 14 13 120 是 15 15 二等奖
姚棨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2 120 是 14 13 120 是 15 15 二等奖
何健韬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1 120 是 13 13 120 是 15 15 二等奖
卢彦勋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9 88 否 9 13 120 是 15 15 二等奖
吴灵青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5 120 否 15 9 85 否 9 15 二等奖
郑毅权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3 37.75 否 3 13 120 是 15 15 二等奖
王浩宇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12 120 是 14 12 120 是 14 14 三等奖
刘润达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9 61 否 9 12 120 是 14 14 三等奖
陈海涛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0 3.28 否 0 12 120 是 14 14 三等奖
吴庆昆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1 120 是 13 11 120 是 13 13 三等奖
刘远翀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9 120 是 11 11 120 是 13 13 三等奖
徐浩轩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7 85.63 否 7 10 120 是 12 12 三等奖
郭宇灏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6 56.41 否 6 12 118.6 否 12 12 三等奖
王展杰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6 55.05 否 6 12 120 否 12 12 三等奖
邓博文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8 120 是 10 10 120 是 12 12 三等奖
邵日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0 11.88 否 0 9 120 是 11 11 三等奖
	赵晓毅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1 119.36 否 11 0 10.6 否 0 11 三等奖
李辰宇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 25.25 否 1 9 108.32 否 9 9
谢坤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6 77.31 否 6 4 63，91 否 4 6
黑学龙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0 6.62 否 0 4 35.44 否 4 4
邓博奥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 34 否 3 0 6.17 否 0 3
杨锐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1 9.25 否 1 1 13.99 否 1 1
李泰祺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 11.87 否 1 0 6.17 否 0 1
温嘉富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 19.47 否 1 0 12 否 0 1
邓习源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 10.06 否 1 0 4.94 否 0 1
赵易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0 3.97 否 0 0 4.19 否 0 0
毛昊楠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8 119.21 否 18 19 120 是 21 21 一等奖（第一名）
张娅彤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14 90.56 否 14 18 120 是 20 20 一等奖（第二名）
闫敏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9 120 是 21 11 69 否 11 21 一等奖（第三名）
段志誉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2 81.09 否 12 18 120 是 20 20 一等奖（第三名）
叶嘉仪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5 120 是 17 16 120 是 18 18 一等奖
柏新榆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4 120 是 16 15 120 是 17 17 一等奖
卢静莹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13 120 是 15 15 120 是 17 17 一等奖
郭小彤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5 120 是 17 12 105.72 否 12 17 二等奖
刘展硕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1 90.27 否 11 15 120 是 17 17 二等奖
王玥玮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5 45.91 否 5 15 120 是 17 17 二等奖
朱静瑶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14 118.41 否 14 14 120 是 16 16 二等奖
周海梅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3 120 是 15 14 111 否 14 15 二等奖
苏睿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2 120 是 14 13 120 是 15 15 二等奖
陈粉虹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3 120 是 15 12 106.71 否 12 15 二等奖
杨明凤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3 37.31 否 3 13 120 是 15 15 三等奖
严禹馨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2 20.5 否 2 13 120 是 15 15 三等奖
张旭冉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2 120 是 14 9 83.84 否 9 14 三等奖
陶韵如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0 10.53 否 0 12 120 是 14 14 三等奖
胡问月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10 120 否 10 11 120 是 13 13 三等奖

张范曦月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7 52.38 否 7 13 103.21 否 13 13 三等奖
郝文平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1 120 是 13 1 17.47 否 1 13 三等奖
周歆茹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8 96 否 8 10 120 是 12 12 三等奖
张乐蓓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4 40.78 否 4 10 120 是 12 12 三等奖
王亦杨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2 30.36 否 2 10 120 是 12 12
卞正艳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9 95.69 否 9 8 88.93 否 8 9
连昕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9 100.5 否 9 5 56.06 否 5 9
黄丽潼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4 32.44 否 4 8 65.7 否 8 8
关晴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3 34.03 否 3 6 84.53 否 6 6
刘乐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2 24.07 否 2 6 74.42 否 6 6
高奥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1 16.64 否 1 5 60.81 否 5 5
田翼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2 20.88 否 2 4 37.16 否 4 4
施雅雯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0 2.09 否 0 1 14.78 否 1 1
李淘淘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5 30.53 否 5 21 120 是 23 23 一等奖（第一名）
刘鑫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20 120 是 22 22 120 是 24 24 一等奖（第二名）
杨光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20 120 是 22 21 120 是 23 23 一等奖（第三名）
朱舟政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17 120 是 19 4 32.53 否 4 19 一等奖（第三名）
伊西东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14 120 是 16 16 120 是 18 18 一等奖
陈浩瀚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14 120 是 16 16 120 是 18 18 一等奖
张士杰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6 120 是 18 2 15.73 否 2 18 二等奖
张健康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17 116.39 否 17 4 31.68 否 4 17 二等奖
谢子岩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 25.16 否 3 14 120 是 16 16 二等奖
杨锡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2 23 否 2 14 120 是 16 16 二等奖
糜子鸿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7 71.66 否 7 13 120 是 15 15 二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组别代表队姓名 成绩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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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数 时间 进靶 本轮成绩 圈数 时间 进靶 本轮成绩
组别代表队姓名 成绩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比赛成绩

陈政文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11 120 是 13 10 120 是 12 13 二等奖
虞航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11 120 是 13 9 87 否 9 13 三等奖
周严明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7 81.9 否 7 13 117.41 否 13 13 三等奖
何通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2 18.49 否 2 12 117.65 否 12 12 三等奖
刘晓铧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1 16.14 否 1 9 120 是 11 11 三等奖
杨一伟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1 22.29 否 1 8 119.83 否 8 8 三等奖
凌晨阳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7 84 否 7 1 23 否 1 7 三等奖
沈昊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6 94 否 6 4 56.24 否 4 6 三等奖
冼继良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1 17.35 否 1 6 67.54 否 6 6 三等奖
张鉴俊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5 57.84 否 5 1 17.98 否 1 5 三等奖
梁柱森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3 35.43 否 3 4 47.14 否 4 4 三等奖
黎信华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0 7 否 0 3 48.68 否 3 3
虞天鑫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 26.72 否 1 2 42.72 否 2 2
徐胜超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2 40.62 否 2 1 24.51 否 1 2
林昊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0 8.28 否 0 1 25.96 否 1 1
温丁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0 9.25 否 0 1 14.8 否 1 1

苗殷泽昊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1 25.42 否 1 0 11.34 否 0 1
岑愿汇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0 5.44 否 0 0 6.68 否 0 0
陆南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0 7.66 否 0 0 8.13 否 0 0
叶年裕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0 0 否 0 0 0 否 0 0
陈玺桢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0 4.8 否 0 0 7.46 否 0 0
卜银丽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女子组 19 120 是 21 21 120 是 23 23 一等奖（第一名）
时金瑞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女子组 20 120 是 22 19 120 是 21 22 一等奖（第二名）
吴转弟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女子组 17 120 是 19 12 82.68 否 12 19 一等奖（第三名）
徐恩泽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0 5.72 否 0 11 120 是 13 13 一等奖（第三名）
储京洋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6 74 否 6 10 120 是 12 12 二等奖
杨安琪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5 48.22 否 5 1 14.02 否 1 5 二等奖

贺绪东方 南京队 中学女子组 3 53.38 否 3 3 56.15 否 3 3 三等奖
程梦琳 南京队 中学女子组 3 43.75 否 3 1 20.26 否 1 3 三等奖
李景一 北京市队 中学女子组 2 31.98 否 2 2 32.68 否 2 2 三等奖
高雨蒙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2 32.25 否 2 1 20 否 1 2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杨茜媛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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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5日 18组
姓名 代表队 组别 成绩 等奖

卢彦勋、金家璇、郭宇灏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15.91 一等奖
张娅彤、杨锐、朱静瑶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21.18 二等奖

吴灵青、王展杰、郑毅权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2.93 三等奖
廖立哲、姚棨、何健韬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28.47

黄丽潼、叶嘉仪、柏新榆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6.75 一等奖
刘展硕、严禹馨、张旭冉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8.41 二等奖
施雅雯、杨明凤、卢静莹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21.91 三等奖
刘乐米、胡问月、连昕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24.43 三等奖
郭小彤、苏睿、符琳浠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33.27
李淘淘、张健康、杨光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13.65 一等奖
朱舟政、沈昊、凌晨阳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17.67 一等奖
周严明、张士杰、谢子岩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20.38 二等奖

虞航、程梦琳、陈阳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24.24 二等奖
伊西东、黄嘉文、韦雨桦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29.15 三等奖
尹仕喆、王成桐、李明鉴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126.04 三等奖
陈浩瀚、刘宸嘉、刘晓铧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131.42 三等奖

何通、温丁、李景一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139.43
时金瑞、卜银丽、吴转弟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女子组 13.3 一等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杨茜媛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团体接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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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5日 339人
姓名 代表队 组别 成绩 等奖

刘高俊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51 一等奖
黄远志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45 一等奖
柳智国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42 一等奖
赵响阳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42 一等奖
李易鑫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42 一等奖
陈文振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42 一等奖
姚永浩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42 一等奖
徐军浩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42 一等奖
李雨程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40 一等奖
陆欣杰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37 一等奖
钱星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7 一等奖
龚运杰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37 一等奖

姜任斯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37 一等奖
张江昊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6 一等奖
张佳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6 一等奖
何远超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36 一等奖

李西涵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35 一等奖

骆广钊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33 一等奖
朱梓睿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2 一等奖
成张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1 一等奖

王宇轩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31 一等奖
席宇飞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0 一等奖
姚棨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30 一等奖

温嘉富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30 一等奖
董嘉鑫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0 一等奖
张广权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0 一等奖
曹而锐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0 一等奖
刘梓明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30 一等奖
梁晋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9 二等奖

廖立哲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27 二等奖
黄华勇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27 二等奖
高泽鑫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7 二等奖
张梓樑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7 二等奖
冀相南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7 二等奖
李均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7 二等奖

余子瑞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7 二等奖
罗梓睿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6 二等奖
王梓旭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6 二等奖
黄天阳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6 二等奖
陶成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5 二等奖
顾辉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5 二等奖

张锦建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5 二等奖
周健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5 二等奖

方俊文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5 二等奖
刘昊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25 二等奖
陈瑞恩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5 二等奖
王卓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覃柳旭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韦泽天佑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陈金城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李熙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周裔晖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高岩松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魏逸峰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靶标赛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35孔子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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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代表队 组别 成绩 等奖
胡浩楠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王存希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张齐同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4 二等奖
李佳隽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3 三等奖
张润泽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3 三等奖
苏昕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22 三等奖

郭禹昆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2 三等奖
朱彦博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徐瑞阳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何健韬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曾永锐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苗芃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曹熠博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赵梦惺辰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梁佳铖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孙志明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林朗阅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黄博盛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赵易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刘梦翔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邱翔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覃晨坤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9 三等奖
郝天宇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9 三等奖
刘奕赫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9 三等奖
秦符垚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9 三等奖
陈家镔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张熙研博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唐述鹏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谭淇元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夏知安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陈雨译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曾喆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杨涵瑞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宋皓铭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韦志奥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刘俊哲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8 三等奖
王梓宇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7 三等奖
王正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17 三等奖

周志超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17 三等奖
韦泽义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6 三等奖
梧景程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6 三等奖
高俊诚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6 三等奖
罗浠睿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6 三等奖
曾祥伟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16 三等奖
陶最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6 三等奖

游昊天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6 三等奖
李佰昌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6 三等奖
穆益民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6 三等奖
秦子恒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5
何韦涛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5
屈以扬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5
李文涛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5
王有晟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5
杨峻华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5
徐朋瀚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5
肖一江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5
郭懿达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4
黄意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4

第 5 页，共 41 页



姓名 代表队 组别 成绩 等奖
卿毅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4

姚皓严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3
冯昱桥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3
邱涵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2

董钰曦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2
潘禹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2
罗玮良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2
袁乐爔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2
朱弘毅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9
高誉宸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8
	赵晓毅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8
齐家伟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8

刘家祺宝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7
陈安锐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6
刘桦熙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6
王嘉伟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6
吴嘉华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6
陈斌斌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6
舒灏宸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6
吴兆洋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4
简逸凡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3
李晓凡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43 一等奖
郭小彤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43 一等奖
余璐菲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39 一等奖

欧阳语童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36 一等奖
熊靖怡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35 一等奖
刘一诺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35 一等奖
原巧儿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34 一等奖
何燕莹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32 一等奖
沈子衿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31 一等奖
李玲玲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30 一等奖
陈嘉琦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30 一等奖
封怡然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29 二等奖
王雅雯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29 二等奖
冯予凡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28 二等奖
叶嘉仪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28 二等奖
姚玥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26 二等奖

伍惠琳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25 二等奖
柏新榆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24 二等奖
袁唯雅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24 二等奖
温毅芹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23 二等奖
高煜婷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23 二等奖
武睿晴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23 二等奖
刘景昀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23 二等奖
陈粉虹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22 三等奖
符琳浠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21 三等奖
马钰萱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20 三等奖
毛彦蘋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20 三等奖
高钰烨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20 三等奖
陈信宇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9 三等奖
石嘉善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9 三等奖
肖颖明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8 三等奖
宋梓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18 三等奖
孙心怡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18 三等奖
赵一一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7 三等奖
杨思雯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6 三等奖
李天琪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6 三等奖
李一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16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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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佩瑜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15 三等奖
苏睿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5 三等奖

杜青霖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5 三等奖
徐小璐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5 三等奖
申静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12

王馨俪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12
张韵琳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2
陈悦月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2
黄丽潼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2
王可一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12
熊金英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9
曾欣悦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9
张修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9
梁苡煊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6
曾韵浠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6
陈可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女子组 4

米柏安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72 一等奖
林棕贤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72 一等奖
邓文浠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64 一等奖
糜子鸿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64 一等奖
刘瑞康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59 一等奖
毕卓泓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48 一等奖
林昊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45 一等奖

吴雨生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44 一等奖
柴梁晔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43 一等奖
王棣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42 一等奖

陈天宇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42 一等奖
黄崇赫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40 一等奖

俞莫骁夏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40 一等奖
刘宸嘉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40 一等奖
宋聪聪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40 一等奖
程心文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9 一等奖
梁柱森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37 一等奖
戚煜钿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37 一等奖
王深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6 一等奖
潘奕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35 二等奖

韩皓文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35 二等奖
张昆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35 二等奖
王瑜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35 二等奖

黎瑞锋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35 二等奖
周子浩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33 二等奖
沈亦潇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32 二等奖
徐伟业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32 二等奖
戴星泽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32 二等奖
陆启阳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2 二等奖
刘文添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2 二等奖
夏帅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2 二等奖

杨浩晨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1 二等奖
吕晟甲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31 二等奖
俞烨鹏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30 二等奖
司顺舟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30 二等奖
王洋声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0 二等奖
石家承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0 二等奖
卢嘉成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0 二等奖
 谷嘉豪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0 二等奖
范嘉心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0 二等奖
谢烨昊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30 二等奖
吴尚晨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30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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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宸瑜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30 二等奖
赵志强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29 三等奖
黄倚帆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8 三等奖
白培森 广西一队 中学男子组 28 三等奖
徐士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28 三等奖
唐斯远 广西一队 中学男子组 27 三等奖
付  晨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27 三等奖
付中桦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27 三等奖
赵楠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27 三等奖

林茗源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6 三等奖
韩子旭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26 三等奖
刘展鹏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26 三等奖
金城逸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5 三等奖
潘星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25 三等奖

刘锦豪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25 三等奖
梁颍俊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25 三等奖
楼俊辰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4 三等奖
覃银宇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24 三等奖
顾家新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24 三等奖
陈依川 广西一队 中学男子组 24 三等奖
王军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22 三等奖
赵旭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22 三等奖

张政豪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22 三等奖
詹帛睿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22 三等奖
顾煜锋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杨子昆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曹秦豪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浦陈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郭子健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张云天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21 三等奖
李昊伦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杨书浩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连嘉诺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罗唐佳琦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石鸿宇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董昊天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吴昊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韩泽辉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20 三等奖
韦松棋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8
姚沈宏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8
陈玺桢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18
赵玮琛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18
梁钊原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7
阚为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17
沈浩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16
林海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16

林华涛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15
邹义祥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5
陈建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14

袁博瀚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10
俞昊阳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0
岳凌航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7
关楚峻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0
陈振城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0
梁凯翔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0
张凯期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64 一等奖
孙冉冉 南京队 中学女子组 45 一等奖
王皙月 安徽省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37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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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代表队 组别 成绩 等奖
林雨轩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36 一等奖
黄淑婉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36 一等奖
李景一 北京市队 中学女子组 36 一等奖
刘若菡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33 一等奖
姜来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33 一等奖

黎雨晴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33 一等奖
欧瑜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31 一等奖
王瑞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30 一等奖

沈彤彤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30 一等奖
肖璇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30 一等奖
姚远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29 二等奖

王馨悦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8 二等奖
赵雨杉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8 二等奖
陈阳 南京队 中学女子组 28 二等奖
温艳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28 二等奖

李巧品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7 二等奖
俞烨琦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7 二等奖
金佳奕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7 二等奖
吴悦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7 二等奖

黄素雅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27 二等奖
张思语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27 二等奖
侯梦森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女子组 27 二等奖
卞婧源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5 三等奖
章一楠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5 三等奖
倪敏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25 三等奖

王赛文 河北队 中学女子组 25 三等奖
林静瑶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4 三等奖
徐菲凡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4 三等奖
林瑾仪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4 三等奖
石雅慧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24 三等奖
陆馨语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24 三等奖
黄雯婧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24 三等奖
刘子荣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24 三等奖
何梓娴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3 三等奖
王嘉仪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2 三等奖
童忆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1 三等奖

章睿一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1 三等奖
尤家祺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6 三等奖
张翎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6 三等奖

黄宣菊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女子组 16 三等奖
徐梓源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5
范奕歆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5

申屠文清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3
陈书涵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2
李佳茗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2
陈怡廷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9
黎月梅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女子组 8
韦紫婷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女子组 4
谭旭颖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女子组 3
金嘉怡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0
林凯欣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0
魏亚萱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0
王皙月 安徽省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0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牛志义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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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5日 161人
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成绩
曾祥伟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董嘉鑫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高岩松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高泽鑫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郭俊杰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郭禹昆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黄华勇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李秉权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李西涵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李易鑫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刘文彬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柳智国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卢彦勋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陆欣杰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罗梓睿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钱星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任家辰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徐军浩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陶成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陶最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姚永浩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张广权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张佳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赵响阳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周裔晖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曾喆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孔子钺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李佰昌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李雨程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刘高俊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刘梦翔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秦浩洋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卿毅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邱翔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邵日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王宇轩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魏逸峰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游昊天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曹熠博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陈金城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陈瑞恩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龚运杰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郭宇灏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何佳城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胡浩楠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胡杨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黄天阳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金家璇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李熙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刘俊哲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蒙诺凡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苗芃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苏昕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存希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纸折飞机直线距离赛（趣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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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成绩
王浩宇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有晟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梓旭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韦志奥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吴锡衡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闫德雨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余子瑞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袁乐爔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张江昊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张齐同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张润泽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张梓樑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周志超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高钰烨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何燕莹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胡问月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连昕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廖羽滢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刘乐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刘一诺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欧阳语童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沈子衿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宋梓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武睿晴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申静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杨思雯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原巧儿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毕皓珺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高奥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李雪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平克洁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姚玥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余璐菲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陈信宇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高煜婷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井小雨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李一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刘思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卢静莹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施雅雯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石嘉善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雅雯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伍惠琳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熊靖怡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徐小璐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杨明凤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赵一一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陈天宇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董奥博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郭子健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黄嘉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黎瑞锋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刘宸嘉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刘瑞康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刘岳林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毛科炜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苗殷泽昊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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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成绩
潘星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钱昊志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宋聪聪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王冯晨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王瑜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吴昊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吴雨生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徐士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徐伟业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杨墨涵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杨锡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伊西东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张鉴俊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张云天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朱舟政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韩皓文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韩泽辉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何通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凌晨阳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吕晟甲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冼继良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闫华瑜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虞航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陈建宁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李柯皓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梁凯翔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廖康廓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罗承煜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马睿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戚煜钿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沈昊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沈昊蓝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温丁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谢昊朋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谢烨昊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杨浩晨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杨一伟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詹帛睿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赵旭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储京洋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刘子荣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沈彤彤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韦雨桦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温艳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肖璇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陈阳 南京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黎雨晴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李紫旗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欧瑜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皙月 安徽省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杨刚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第 12 页，共 41 页



广东 广州 11月25日 161人
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成绩 创纪录成绩

徐军浩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8.5
刘文彬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34.1
张广权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1.65
周裔晖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30.85
郭俊杰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30.8
黄华勇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30.5
曾祥伟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30.15
罗梓睿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9.8
董嘉鑫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9.25
李西涵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9.05
李秉权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28.85
高岩松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8.25
陶最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27.7
陶成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6.85

姚永浩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6.6
李易鑫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6.35
郭禹昆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5.95
高泽鑫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25.55
赵响阳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24.7
卢彦勋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4.1
柳智国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3.5
陆欣杰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2.95
钱星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2.6
张佳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19.7
任家辰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曾喆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孔子钺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李佰昌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李雨程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刘高俊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刘梦翔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秦浩洋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卿毅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邱翔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邵日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王宇轩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魏逸峰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游昊天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曹熠博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陈金城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陈瑞恩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龚运杰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郭宇灏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何佳城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胡浩楠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胡杨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黄天阳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金家璇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李熙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刘俊哲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蒙诺凡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苗芃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苏昕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存希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浩宇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有晟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梓旭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韦志奥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吴锡衡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闫德雨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余子瑞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纸折飞机直线距离赛（创纪录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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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成绩 创纪录成绩
袁乐爔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张江昊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张齐同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张润泽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张梓樑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周志超 广西一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何燕莹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1.7
廖羽滢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8.1
原巧儿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6.9
沈子衿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6.65
高钰烨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5.7
刘乐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5.3
申静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4.3
连昕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1.15

胡问月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18.2
杨思雯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14.1
刘一诺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欧阳语童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宋梓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武睿晴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毕皓珺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高奥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李雪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平克洁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姚玥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余璐菲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陈信宇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高煜婷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井小雨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李一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刘思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卢静莹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施雅雯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石嘉善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雅雯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伍惠琳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熊靖怡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徐小璐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杨明凤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赵一一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黎瑞锋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41.15
陈天宇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40.7
潘星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40.25

王冯晨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40.1
王瑜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40.05

黄嘉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9.55
苗殷泽昊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5.1
董奥博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34.9
张云天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34.7
伊西东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4.25
毛科炜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3.8
张鉴俊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3.6
吴雨生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2.75
徐伟业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32.2
刘岳林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2.15
吴昊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2.15
宋聪聪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31.3
刘瑞康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31.1
杨墨涵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31
刘宸嘉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30.15
朱舟政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28.3
钱昊志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8.2
杨锡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26.45

郭子健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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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成绩 创纪录成绩
徐士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2.8
韩皓文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韩泽辉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何通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凌晨阳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吕晟甲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冼继良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闫华瑜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虞航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陈建宁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李柯皓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梁凯翔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廖康廓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罗承煜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马睿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戚煜钿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沈昊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沈昊蓝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温丁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谢昊朋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谢烨昊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杨浩晨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杨一伟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詹帛睿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赵旭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韦雨桦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7.4
温艳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6.95

沈彤彤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3.15
刘子荣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22.75
储京洋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17.95
肖璇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陈阳 南京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黎雨晴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李紫旗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欧瑜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皙月 安徽省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杨刚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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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4日 119人
姓名 代表队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最佳轮 等奖

刘宇延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1260 1320 1320 一等奖（第一名）
马强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270 1220 1270 一等奖（第二名）
单艺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1230 1320 1320 一等奖（第三名）

黑学龙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300 1220 1300 一等奖（第三名）
王霍达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1110 1270 1270 一等奖
齐泽文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200 1250 1250 一等奖
张圣培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1160 1250 1250 一等奖
孔伟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1135 1230 1230 一等奖

芮文昊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1200 1170 1200 一等奖
刘爱琦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1100 1200 1200 一等奖
贾昊龙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1040 1200 1200 二等奖
成张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980 1170 1170 二等奖
王正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1140 1150 1150 二等奖

彭天畅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1140 1130 1140 二等奖
李宇辰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1090 1140 1140 二等奖
郭俊杰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030 1130 1130 二等奖
秦浩洋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060 1120 1120 二等奖
顾辉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100 1100 1100 二等奖
夏宇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090 1100 1100 二等奖

邓博奥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080 1100 1100 三等奖
梁晋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100 1055 1100 三等奖

吴庆昆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900 1100 1100 三等奖
孙武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900 1090 1090 三等奖

李泰祺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035 1070 1070 三等奖
朱德旺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770 1070 1070 三等奖
张朕铭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1050 1050 1050 三等奖
秦子恒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015 1040 1040 三等奖
李佳隽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000 1040 1040 三等奖
刘芃绪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1040 950 1040 三等奖
张景皓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1020 1010 1020 三等奖
郑毅权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950 1020 1020 三等奖
杨峻华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000 1010 1010 三等奖
徐浩轩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010 985 1010 三等奖
屈以扬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010 960 1010 三等奖
李辰宇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000 1000 1000
邓博文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000 970 1000
王宇轩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000 960 1000

姜任斯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990 960 990
邓习源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980 970 980
刘名臻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810 970 970
谢坤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950 950 950

梁佳君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930 930 930
蒋晟翊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920 920 920
潘禹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780 900 900
刘远翀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825 890 890
刘昊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690 890 890
徐瑞阳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880 450 880
曹钦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755 660 755
张园园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315 1500 1500 一等奖（第一名）
张娅彤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1240 1190 1240 一等奖（第二名）
刘喜儿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1270 1300 1300 一等奖（第三名）
毛昊楠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290 1280 1290 一等奖（第三名）
钟佩瑜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980 1340 1340 一等奖
符琳浠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930 1300 1300 一等奖
钟梓涵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1100 1280 1280 一等奖
刘展硕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130 1240 1240 二等奖
严禹馨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160 1230 1230 二等奖
段志誉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210 1120 1210 二等奖
张文悦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1150 1180 1180 二等奖
袁唯雅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1180 1000 1180 二等奖
周歆茹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1100 1160 1160 二等奖
陈思齐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1060 1140 1140 二等奖
郝文平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025 1110 1110 三等奖
刘一琛 河北队 小学女子组 1100 1065 1100 三等奖
陶韵如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015 1080 1080 三等奖
封怡然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1000 1080 1080 三等奖
周美含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880 1080 1080 三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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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代表队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最佳轮 等奖
田翼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860 1080 1080 三等奖

王馨俪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1020 920 1020 三等奖
平克洁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1000 1000 1000 三等奖
张韵琳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910 1000 1000 三等奖
王亦杨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940 760 940 三等奖
张旭冉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855 935 935
刘思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930 865 930
周煊婷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860 920 920
井小雨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840 910 910
毕皓珺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910 690 910
袁铭雨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890 900 900
温毅芹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840 865 865
张修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730 755 755
李雪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545 630 630
李淘淘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1580 1580 1580 一等奖（第一名）
杨光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1450 1500 1500 一等奖（第二名）
柳鹏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1375 1470 1470 一等奖（第三名）
李磊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1350 1400 1400 一等奖（第三名）
严晗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290 1230 1290 一等奖

过李卓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200 1250 1250 二等奖
杨子昆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1130 1205 1205 二等奖
吴玮锋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100 1190 1190 二等奖
谢子岩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190 1040 1190 二等奖
杨涵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1100 1180 1180 二等奖

陈浩瀚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1050 1180 1180 三等奖
张昆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1100 1090 1100 三等奖
戴星泽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1070 1090 1090 三等奖
黄元成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680 1080 1080 三等奖
刘岳林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1020 1070 1070 三等奖
周运琦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925 1070 1070 三等奖
金谭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960 1060 1060 三等奖

罗文海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1000 1015 1015
周严明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990 1000 1000
张政豪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900 980 980
张士杰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850 960 960
陈政文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820 920 920
刘晓铧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835 905 905
刘展鹏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785 790 790
魏雪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女子组 1375 1470 1470 一等奖（第一名）

吴转弟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女子组 1300 1380 1380 一等奖（第二名）
薄安琪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女子组 1070 1150 1150 一等奖（第三名）
徐恩泽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1080 1090 1090 一等奖（第三名）
杨安琪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1040 885 1040 二等奖
仇佳琪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女子组 1010 960 1010 二等奖
许宇晨 南京队 中学女子组 1000 1000 1000 二等奖
王玉婷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980 1000 1000 三等奖
程梦琳 南京队 中学女子组 930 990 990 三等奖
王赛文 河北队 中学女子组 920 930 930 三等奖
仇韵清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女子组 925 905 925 三等奖
姚远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女子组 830 880 880
王夏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女子组 780 855 855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张进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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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4日 31组
姓名 单位 组别 得分 用时 等奖

彭天畅、李宇辰、张文悦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300 15.01 一等奖
王正、张圣培、单艺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300 15.09 一等奖
顾辉、梁晋、郭俊杰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300 16.04 一等奖

李泰祺、秦浩洋、封怡然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300 17.05 二等奖
孔伟、芮文昊、钟梓涵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300 18.03 二等奖

邓博奥、李辰宇、邓博文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00 18.06 二等奖
屈以扬、潘禹豪、成张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00 19.01 三等奖

姜任斯淇、张修齐、苗芃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300 21.07 三等奖
蒋晟翊、李瑞恒、张朕铭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300 22.01 三等奖
王霍达、刘芃绪、梁佳君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300 22.02 三等奖
董钰曦、朱彦博、朱弘毅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00 24
李佰昌、周裔晖、赵易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300 24.01

杨峻华、袁唯雅、孔子钺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280 23.04
秦符垚、王可一、孙心怡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70 22.08
陈思齐、周歆茹、袁铭雨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300 19.06 一等奖
邓习源、张韵琳、温毅芹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300 20.05 二等奖
冯裕清、高煜婷、周美含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300 21.04 三等奖
刘一琛、张景皓、贾昊龙 河北队 小学女子组 300 22 三等奖
平克洁、刘思源、高奥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300 22.01

宋梓薇、武睿晴、刘景昀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230 21.04
刘鑫、李磊、柳鹏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300 15.06 一等奖

张昆、杨子昆、戴星泽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300 17.09 一等奖
唐宇涵、林昊、严晗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00 18.01 二等奖

杨涵、司顺舟、许宇晨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300 19.06 二等奖
戚煜钿、刘展鹏、陈政文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300 21.09 三等奖
刘岳林、张云天、李一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300 22.06 三等奖

贺绪东方、周运琦、孙冉冉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300 22.07 三等奖
吴昊阳、宋聪聪、付  晨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280 19.08
韩皓文、金谭、刘锦豪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250 18.01
毛科炜、董奥博、潘星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240 19.09
仇佳琪、罗文海、王夏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女子组 300 23.01 一等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杨张进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团体接力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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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4日 48人
姓名 代表队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比赛成绩 等奖

魏江圆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3 14 14 一等奖（第一名）
撒金龙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3 10 13 一等奖（第二名）
魏刚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9 11 11 一等奖（第三名）
马强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8 13 13 一等奖（第三名）

李瑞恒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10 7 10 二等奖
张陈晨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4 10 10 二等奖
王俊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2 10 10 二等奖

张朕铭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9 8 9 三等奖
芮文昊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5 7 7 三等奖
孔伟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4 4 4 三等奖

蒋晟翊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3 4 4 三等奖
王展杰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0 0 0
吴灵青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0 0 0
李玲玲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2 11 12 一等奖（第一名）
周海梅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3 12 13 一等奖（第二名）
陈旭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7 8 8 一等奖（第三名）

张园园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7 9 9 一等奖（第三名）
钟梓涵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5 9 9 二等奖
陈鑫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1 0 1 二等奖
刘鑫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12 15 15 一等奖（第一名）
柳鹏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13 14 14 一等奖（第二名）
李磊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11 13 13 一等奖（第三名）

张健康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13 11 13 一等奖（第三名）
吴玮锋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1 10 11 二等奖
过李卓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9 11 11 二等奖
钱程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0 9 10 二等奖

罗文海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7 10 10 二等奖
黄嘉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7 7 7 三等奖
黄元成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7 7 7 三等奖
王棣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7 7 7 三等奖
金谭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6 7 7 三等奖

杨墨涵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5 6 6 三等奖
杨涵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5 4 5

刘锦豪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男子组 4 1 4
李明鉴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2 0 2
尹仕喆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1 0 1
王成桐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0 0 0
时金瑞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女子组 12 13 13 一等奖（第一名）
魏雪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女子组 13 12 13 一等奖（第二名）

卜银丽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女子组 13 15 15 一等奖（第三名）
韦雨桦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女子组 5 9 9 一等奖（第三名）
王玉婷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9 6 9 二等奖
薄安琪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女子组 7 8 8 二等奖
王夏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女子组 6 8 8 三等奖

仇佳琪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女子组 4 8 8 三等奖
仇韵清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女子组 6 6 6 三等奖
高雨蒙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4 5 5
许宇晨 南京队 中学女子组 1 1 1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刘更生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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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5日 8组
参赛人姓名 单位 组别 分组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最佳轮 奖状

马强、撒金龙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队 10 12 12 一等奖
李玲玲、张园园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7队 7 11 11 一等奖
马慧兰、周海梅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3队 3 7 7 二等奖
过李卓、吴玮锋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队 8 8 8 一等奖
黄元成、钱程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队 6 4 6 二等奖
薄安琪、仇韵清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中学女子组 1队 2 5 5 一等奖
高雨蒙、王瑞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2队 3 3 3 二等奖
李佳茗、赵雨杉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队 2 2 2 三等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刘更生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双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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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5日 4人
参赛人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成绩

李瑞恒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1.23 59 一等奖
李玲玲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5.43 4.12 一等奖
杨墨涵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44.65 52.75 一等奖
魏雪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女子组 1.02 1.14.42 一等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刘更生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特技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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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6日 65组

第一轮A 第二轮A
曾永锐、刘奕赫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9队 84.11 4.22 8.8 19.68 116.81 一等奖
陈俊烨、陈信衡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队 4.81 1.53 54.41 42.78 103.53 一等奖
杨积坤、张锦建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6队 2.46 8.65 54.25 28.22 93.58 一等奖
刘晨新、刘若涵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5队 35.4 49.14 0.5 0.46 85.5 一等奖
冀相南、吴嘉华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5队 4.2 3.09 19.27 47.78 74.34 一等奖
刘家祺宝、苏昕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队 6.48 5.09 0.81 42.92 55.3 一等奖
何远超、林卓誉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1队 1.59 1.32 3.73 28.6 35.24 二等奖
吴钟凯、郑溥钰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3队 11.29 6.2 9.27 5.68 32.44 二等奖
蒙诺凡、招舜天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2队 23.05 3.09 2.06 4.1 32.3 二等奖
高誉宸、李易鑫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5队 5 13.59 3.71 8.47 30.77 二等奖
高博华、何佳城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2队 1.5 3.72 18.09 4.41 27.72 二等奖
罗梓睿、刘家怡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3队 1.26 20.77 2.09 3.4 27.52 三等奖
陈信阳、王跃文凯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队 0.35 0.41 1.8 20.64 23.2 三等奖
陈斌斌、李西涵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7队 7.53 2.21 1.43 9.16 20.33 三等奖
吴承俊、智奥泰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6队 10.38 1.63 1.06 2.79 15.86 三等奖
曹逸尘、吴锡衡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3队 1.37 4.59 3.38 5.25 14.59 三等奖
钱星豪、陶成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队 6.06 1.1 2.08 5.07 14.31 三等奖
陆宣言、魏明翰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5队 4.07 6.07 1.09 3 14.23 三等奖
陈彦希、颜煦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队 4.09 4.23 0.63 1.76 10.71 三等奖
胡杨、刘名臻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1队 4.04 2.04 1.02 2.04 9.14 三等奖
凌德瑞、刘曜恺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7队 2 1.1 3.01 2.02 8.13
孙武、吴庆昆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2队 1 1.05 1.77 1.88 5.7
周弋钦、周毅扬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4队 1.4 2.12 1.09 0.85 5.46
李佳隽、周煊婷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8队 0.7 0.5 0 0.84 2.04
张皓宇、张文博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小学男子组 1队 0 0 0
郝文平、陶韵如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3队 21.04 11.07 13.42 12.44 57.97 一等奖
杜青霖、宫尚瑜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4队 1.57 2.15 26.85 12.56 43.13 二等奖
冯予凡、梁苡煊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3队 7.34 1.73 1.19 1.16 11.42 三等奖
陈泳欣、何炫如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2队 1.37 6.45 2.5 1.09 11.41 三等奖
陈乐俞、吕诗琪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4队 0 0 0 0 0
潘奕、沈浩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12队 4.06 2.03 45.07 30.05 81.21 一等奖
谢烨昊、张政豪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2队 32.85 23.12 2.81 1.56 60.34 一等奖
柴梁晔、俞烨鹏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8队 1.5 3.13 3.06 23.25 30.94 一等奖
黄倚帆、李昊伦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0队 7.61 6.64 2.03 1.2 17.48 一等奖
程心文、赵陆欢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队 3.01 3.04 3.08 8.04 17.17 二等奖
林华涛、林茗源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13队 2.27 9.84 1.65 3.34 17.1 二等奖
康硕、马睿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3队 10.61 2.16 2.07 1.24 16.08 二等奖
董鑫、王冯晨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4队 6.88 5.73 2.01 0.98 15.6 二等奖
黄崇赫、沈昊蓝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7队 8.03 1.97 1.93 2.65 14.58 三等奖
吴安磊、张志浩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学男子组 1队 2.61 1.1 4.48 3.13 11.32 三等奖
王瑜、王赛文 河北队 中学男子组 3队 5.12 1.9 1.21 2.38 10.61 三等奖
廖康廓、吕晟甲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1队 2.22 2.06 2.31 3.24 9.83 三等奖
范嘉心、夏帅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2队 2.56 4.22 1.82 1.05 9.65 三等奖
金城逸、袁博瀚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2队 2.09 2.03 3.07 2.02 9.21 三等奖
连嘉诺、杨书浩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16队 2.16 0.75 2.72 2.27 7.9
顾煜锋、陈怡廷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21队 2.34 1.81 2.07 1.62 7.84
林海、俞莫骁夏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11队 2.35 2.16 1.83 1.2 7.54
徐熠阳、周恺吉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学男子组 2队 1.43 0.97 2.12 3 7.52
楼俊辰、沈亦潇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18队 0.84 0.95 0.5 4.78 7.07
倪敏、杨安琪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4队 7.78 7 44.43 52.62 111.83 一等奖
申屠文清、吴悦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队 2 2.87 31.09 29.07 65.03 一等奖
刘琦、殷悦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3队 4.13 1.84 39.85 8.36 54.18 一等奖
范奕歆、章睿一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4队 0.5 0 33.55 0 34.05 一等奖
刘若菡、张翎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9队 4 24.04 1.04 2.04 31.12 二等奖
林雨轩、徐梓源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5队 10.06 5.06 1.07 1 17.19 二等奖
姜来、金佳奕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4队 4.37 1.84 4.32 2.69 13.22 二等奖
卞婧源、王馨悦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9队 1.59 3.69 1.66 5.53 12.47 二等奖
黄淑婉、俞烨琦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3队 1.95 1.61 6.33 2.53 12.42 三等奖
童忆、尤家祺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0队 1.04 1 8.08 1.06 11.18 三等奖
王嘉仪、章一楠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7队 2.07 2.31 3.23 2.5 10.11 三等奖
林静瑶、徐菲凡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2队 2.25 3.42 1.75 1.24 8.66 三等奖
何梓娴、李巧品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6队 1.07 1 2.04 3 7.11 三等奖
刘思齐、王理欣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5队 0 0 0 0 0
陈书涵、林瑾仪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15队 0 0 0 0 0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庄永新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第一轮B 第二轮B 总和 等奖

电动纸飞机留空计时赛（双人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第一轮成绩
分组组别单位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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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4日 164人
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成绩
陈泳欣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何炫如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刘一琛 河北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欧阳锦湘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无奖区 一等奖 一等奖
孙心怡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王雅雯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徐小璐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赵一一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陈乐俞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黄佳琦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李咏恩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无奖区 二等奖 二等奖
廖子君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王可一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无奖区 二等奖 二等奖
王利文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无奖区 二等奖
文昕霖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杜青霖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冯裕清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宫尚瑜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梁苡煊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刘馥睿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刘若涵 北京市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吕诗琪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马慧兰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马钰萱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王跃文迪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周美含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周煊婷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曹而锐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一等奖 一等奖
曾永锐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一等奖 一等奖
陈国森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一等奖 一等奖
陈雨译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董钰曦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高博华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郭禹昆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胡杨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一等奖 一等奖
冀相南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贾昊龙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刘晨新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一等奖 一等奖
刘俊哲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刘曜恺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刘奕赫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王跃文凯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魏逸峰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吴嘉华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吴钟凯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肖一江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一等奖 一等奖
张峻豪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一等奖 一等奖
张齐同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郑溥钰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智奥泰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周毅扬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蔡涛谦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无奖区 二等奖
曹熠博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曾宸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电动纸鸽飞向北京目标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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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成绩
陈信阳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无奖区 二等奖
陈彦希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无奖区 二等奖
胡浩楠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二等奖 二等奖
黄俊豪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黄天阳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二等奖 二等奖
廖卓僖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无奖区 二等奖
刘芃绪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二等奖 二等奖
严佳宇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张锦建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张子嘉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二等奖 二等奖
郑晋炫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二等奖 无奖区 二等奖
陈俊烨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陈瑞恩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陈信衡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高岩松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何佳城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李旭恒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梁佳铖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刘梦翔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陆宣言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蒙诺凡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秦符垚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王存希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王梓旭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韦志奥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魏明翰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吴承俊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夏知安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徐朋瀚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颜煦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余子瑞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张润泽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招舜天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周弋钦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朱彦博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曹钦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黄允恒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李勐博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凌德瑞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刘家祺宝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穆益民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邱翔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宋皓铭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王宇轩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魏天健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吴锡衡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席宇飞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夏宇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赵家骏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朱弘毅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卞婧源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林静瑶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林雨轩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吴悦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陈书涵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何梓娴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金佳奕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二等奖 无奖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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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成绩
李佳茗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李紫旗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申屠文清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王嘉仪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王馨悦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俞烨琦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陈怡廷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范奕歆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黄淑婉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姜来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李巧品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林瑾仪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刘若菡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童忆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徐菲凡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徐梓源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尤家祺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张翎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章睿一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孙奕飞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王皙月 安徽省代表队 中学女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章一楠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赵雨杉 浙江二队 中学女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柴梁晔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陈禹昊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李心泽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李志辉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连嘉诺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刘钧霆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沈昊蓝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俞莫骁夏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一等奖 无奖区 一等奖
楼俊辰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无奖区 二等奖 二等奖
潘奕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沈浩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无奖区 二等奖
袁博瀚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无奖区 二等奖 二等奖
周恺吉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学男子组 二等奖 无奖区 二等奖
顾煜锋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黄崇赫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黄倚帆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金城逸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康硕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李昊伦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林海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林茗源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沈亦潇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徐熠阳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杨书浩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三等奖 无奖区 三等奖
俞烨鹏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无奖区 三等奖 三等奖
林华涛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马睿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卫家琦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吴安磊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张志浩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学男子组 无奖区 无奖区 无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姚明辉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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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5日 35人
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两轮和 成绩

刘晨新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16.01 16.07 32.08 一等奖
张峻豪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27.08 0 27.08 一等奖
刘曜恺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13.09 9.09 22.18 一等奖
凌德瑞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0 20.25 20.25 二等奖
陈彦希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8.22 0 18.22 二等奖
吴承俊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18.07 0 18.07 二等奖
王卓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8 0 18 三等奖

智奥泰 北京市队 小学男子组 10.16 0 10.16 三等奖
杨积坤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0 8.85 8.85 三等奖
陈斌斌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2.16 4.49 6.65 三等奖
曹逸尘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0 0 0
李勐博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0 0 0
刘润达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0 0 0
颜煦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0 0 0

黄琦雯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0 120 120 一等奖
刘若涵 北京市队 小学女子组 18.03 68.08 86.11 一等奖
闫敏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0 62.78 62.78 二等奖

陈悦月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13.09 26.09 39.18 二等奖
李天琪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26.09 12.06 38.15 三等奖
马慧兰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0 12.85 12.85 三等奖
王玥玮 宁夏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7.38 0 7.38
宫尚瑜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0 6.72 6.72
徐熠阳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学男子组 18 120 138 一等奖
王冯晨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88.05 36.1 124.15 一等奖
张遥峰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93.02 19.03 112.05 一等奖
吴安磊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学男子组 45.01 23.04 68.05 二等奖
张志浩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学男子组 34 21.05 55.05 二等奖
董奥博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26.03 23 49.03 二等奖
李明鉴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34.09 0 34.09 三等奖
毛科炜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17.04 16 33.04 三等奖
周恺吉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中学男子组 17.02 15.08 32.1 三等奖
董鑫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6.06 23.04 29.1 三等奖

尹仕喆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14.07 14.01 28.08
康硕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26 0 26

王成桐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0 0 0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田海斌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纸质火箭遨游太空计时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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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6日 56人
参赛人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最佳轮 等奖
黄博盛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22.24 15.18 22.24 一等奖
陈信衡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22.01 16.08 22.01 一等奖
郑溥钰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21.03 13.06 21.03 一等奖
廖卓僖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3.05 20.06 20.06 一等奖
黄俊豪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8.04 16.01 18.04 一等奖
单艺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11.05 17.05 17.05 一等奖
陈俊烨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6.09 17 17 二等奖
曾宸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6.59 16.98 16.98 二等奖
陈羿翔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4.51 14.91 14.91 二等奖
吴钟凯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14.07 12.05 14.07 二等奖
严佳宇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7.06 13.03 13.03 二等奖
罗玮良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9 12.03 12.03 二等奖
李旭恒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2.02 11.06 12.02 三等奖
高誉宸 江苏队 小学男子组 11.99 8.53 11.99 三等奖
欧柱立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7.14 11.33 11.33 三等奖
黄允恒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1.01 7.07 11.01 三等奖
谢昊轩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10.6 10.51 10.6 三等奖
杨积坤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7 10.05 10.05 三等奖
魏天健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9.06 8.05 9.06 三等奖
郑晋炫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4.03 9.06 9.06 三等奖
王跃文凯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8.98 8.28 8.98 三等奖
蔡涛谦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8.02 8.03 8.03
陆宣言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7.91 7.71 7.91
魏刚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7.56 2.92 7.56
曹逸尘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7.06 6.04 7.06
陈国森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7.06 4.01 7.06
罗浠睿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7.04 5.04 7.04
李文涛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3.02 6.09 6.09
魏明翰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5.03 4.99 5.03
张子嘉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5.01 4.07 5.01
陈泳欣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15.92 0 15.92 一等奖
陈健怡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2.25 15.73 15.73 一等奖
欧阳锦湘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1.09 15.08 15.08 一等奖
何炫如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14.86 0 14.86 二等奖
王欣湉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13.74 3.44 13.74 二等奖
黄佳琦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3.09 13.07 13.09 二等奖
刘馥睿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3.03 12.01 13.03 三等奖
袁铭雨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5.09 13.01 13.01 三等奖
王利文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1.04 12.07 12.07 三等奖
陈乐俞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11.99 0 11.99 三等奖
文昕霖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0.04 11.02 11.02 三等奖
陈思齐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1.05 10.02 10.02
李咏恩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10.01 10.01 10.01
陈嘉琦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7.09 4.03 7.09
王跃文迪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6.71 5.76 6.71
廖子君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5.03 6.04 6.04
曾韵浠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0.09 4.02 4.02
林棕贤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19.05 20.01 20.01 一等奖
毕卓泓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19.56 18.7 19.56 一等奖
林义禹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10.02 12.08 12.08 二等奖
徐子健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1.29 9.18 11.29 三等奖
范嘉心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3.01 2.09 3.01
张凯期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14.94 14.74 14.94 一等奖
倪敏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12.07 7.04 12.07 一等奖

纸直升机设计飞行竞时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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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人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最佳轮 等奖
刘琦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12.02 9.02 12.02 二等奖
殷悦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10.02 0 10.02 三等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郭毅坚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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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6日 23人
选手号码 姓名 单位 组别 圈数 时间 圈数 时间 圈数 时间 等奖

0137 林浩斌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4 186.24 14 182.9 14 186.24 一等奖
0126 刘其昱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7 145.44 6 139.52 7 145.44 二等奖
0121 黄子祺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6 108.07 2 45.28 6 108.07 三等奖
0135 朱嘉屹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4.16 0 3.96 0 4.16 三等奖
0495 赵家骏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0 5.58 0 130.74 0 130.74
0136 欧磊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2.91 0 180 0 180
0275 王欣湉 江苏队 小学女子组 13 186.54 14 188.24 14 188.24 一等奖
0134 王一卉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9 138.06 10 182.56 10 182.56 二等奖
0206 王德进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9 184.86 20 185.98 20 185.98 一等奖
0207 张文博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9 189.75 20 187.52 20 187.52 一等奖
0236 唐宇涵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4 183.63 3 43.73 14 183.63 二等奖
0239 赵陆欢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6 64.96 14 186.22 14 186.22 二等奖
0249 徐子健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3 183.06 11 158.25 13 183.06 三等奖
0259 严晗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 73.91 12 181.28 12 181.28 三等奖
139 杨椿泽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0 16.58 11 185.12 11 185.12 三等奖
0120 黄延宁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1 192.00 2 45.82 11 192
0256 钱程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2 44.41 3 73.07 3 73.07
0140 朱毅杰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 34.56 1 44.87 1 44.87
0091 吕若曦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 46.47 0 21.23 1 46.47
0209 袁文茜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16 183.70 18 184.1 18 184.1 一等奖
0254 刘琦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13 192.61 15 189.03 15 189.03 二等奖
0244 王瑞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1 48.06 11 187.28 11 187.28 三等奖
0208 倪晨曦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0 5.10 5 128.57 5 128.57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纪伟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遥控纸飞机室内绕标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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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5日 88人

圈数 用时 圈数 用时 圈数 用时
唐佳良 安徽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10 30.16 72 180 72 180 一等奖
刘其昱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51 113 37 90 51 113.04 一等奖
黄子祺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8 67.34 40 120 40 120 一等奖
吴兆洋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 7.74 39 180 39 180 一等奖
林浩斌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38 89.05 17 36.04 38 89.05 一等奖
梧景程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33 162.6 5 22.27 33 162.61 一等奖
王霍达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29 181 21 142.1 29 181.04 二等奖
钟学军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8 46.04 23 159.1 23 159.08 二等奖
郭懿达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14.13 15 67.29 15 67.29 二等奖
徐佳宸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12 113.1 7 74.55 12 113.13 二等奖
舒灏宸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3 77.46 12 90.53 13 77.46 二等奖
陈倬纬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男子组 11 64.01 6 44.45 11 64.01 二等奖
齐家伟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1 68.77 10 71.24 11 68.77 二等奖
朱嘉屹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7 38.27 10 59.42 10 59.42 二等奖
张景皓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0 6.75 8 64.08 8 64.08 三等奖
蒋纯州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5 29.44 2 25.24 5 29.44 三等奖
冯昱桥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 12.18 5 44.19 5 44.19 三等奖
姚皓严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3 25.05 1 18.09 3 25.05 三等奖
韦庆荣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3 45 0 9 3 45 三等奖
杨涵瑞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1 5.16 0 10 1 5.16 三等奖
谭淇元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7.19 1 6.12 1 6.12 三等奖
高俊诚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 11.44 0 7.07 1 11.44 三等奖
欧磊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7.01 1 12.06 1 12.06 三等奖
何韦涛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1 14.19 0 6.89 1 14.19 三等奖
王梓宇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31.75 1 16.7 1 16.7
彭文韬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10.12 1 21.29 1 21.29
刘桦熙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2.18 0 3.42 0 2.18
王嘉伟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29.31 0 3.05 0 3.05
覃柳旭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14.97 0 3.2 0 3.2
梁佳君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0 53.01 0 3.53 0 3.53
陈安锐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8.28 0 4.18 0 4.18
简逸凡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7.07 0 16.1 0 7.07
刘名臻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0 16.02 0 12.08 0 12.08
韦泽义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0 12.65 0 26 0 12.65
王一卉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25 24.14 10 40.26 25 24.14 一等奖
毛彦蘋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0 3 0 35.04 0 3 二等奖
黄延宁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76 180 14 28.06 76 180 一等奖
杨椿泽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6 66.87 62 180 62 180 一等奖
覃银宇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52 180 1 8.03 52 180 一等奖
杨薛杨 安徽省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51 180.6 34 113.7 51 180.55 一等奖
吕若曦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49 180 1 10.09 49 180 一等奖
罗易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28 180 33 180 33 180 一等奖
赵志强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28 148.2 2 11.09 28 148.17 一等奖
俞昊阳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23 180 27 180 27 180 一等奖
何天恒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11 81.25 25 180 25 180 一等奖
朱毅杰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0 47.34 18 66.33 18 66.33 二等奖
刘星宇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6 48.36 18 180 18 180 二等奖
石鸿宇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5 14.26 17 32.15 17 32.15 二等奖
王军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5 25.14 16 62.28 16 62.28 二等奖
何天龙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14 68 5 25.01 14 68 二等奖
梁钊原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3 60 6 24.63 13 60 二等奖
林骏道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5 48.22 13 116.4 13 116.35 二等奖
邹义祥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2 45.21 12 57.19 12 45.21 二等奖
魏宇翔 安徽省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10 53.15 1 12.12 10 53.15 二等奖
黄正源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5 58.43 9 95.54 9 95.54 三等奖
唐睿 安徽省代表队 中学男子组 7 29.17 4 18.47 7 29.17 三等奖
虞天鑫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3 42.02 5 147 5 147 三等奖
韦松棋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4 35.04 0 5 4 35.04 三等奖
莫熙阳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4 61.6 0 4.73 4 61.6 三等奖
张晟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3 28.24 1 10.49 3 28.24 三等奖
覃起义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 18.39 3 36.56 3 36.56 三等奖
傅舒帆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0 20.25 3 47 3 47 三等奖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赛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最佳轮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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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数 用时 圈数 用时 圈数 用时
姓名 单位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最佳轮
等奖

陆南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 52.05 2 13.04 2 13.04 三等奖
周子浩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0 15.13 2 14.22 2 14.22 三等奖

罗唐佳琦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2 17.02 0 0 2 17.02 三等奖
徐胜超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2 65.17 1 16 2 65.17 三等奖
罗坚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1 8.41 1 3.18 1 3.18 三等奖
赵玮琛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1 8.66 0 4 1 8.66 三等奖
梁煜民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1 12 0 5.03 1 12
芩愿汇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 14.04 1 51.05 1 14.04
吴佳豪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0 8.01 1 16.05 1 16.05
夏帅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1 18.37 0 5.35 1 18.37
叶年裕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1 23.11 0 7.15 1 23.11
黎信华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0 4.81 1 25.22 1 25.22
赵楠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0 2.35 0 10.03 0 2.35
张根桥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0 4.1 0 3.37 0 3.37
陈建宁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男子组 0 8.39 0 5.79 0 5.79
赵陆欢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0 8.16 0 146 0 8.16
唐宇涵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0 10.74 0 21.8 0 10.74
刘宸瑜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0 12.53 0 28.13 0 12.53
付中桦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0 0 0 0 0 0
黄正旭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0 10.06 0 0 0 0
闫华瑜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男子组 0 0 0 0 0 0
殷悦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0 16.07 0 2.04 0 2.04 一等奖
黎月梅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女子组 0 8.2 0 2.25 0 2.25 二等奖
谭旭颖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女子组 0 4.94 0 17.7 0 4.94 三等奖
韦紫婷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中学女子组 0 5.48 0 58.15 0 5.48 三等奖
侯梦森 安阳市第八中学 中学女子组 0 24.11 0 32.16 0 24.11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李志波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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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5日 52组

圈数 区域 圈数 区域 圈数 区域
陈雨译、席宇飞、夏知安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3队 小学男子组 9 A 11 B 11 B 一等奖
陈文振、骆广钊、赵梦惺晨 广州市第二中学 2队 小学男子组 10 C 11 A 11 A 一等奖

曹钦航、王宇轩、夏宇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2队 小学男子组 9 C 11 A 11 A 一等奖
柳智国、魏刚、魏江圆 宁夏代表队 8队 小学男子组 10 A 9 A 10 A 一等奖

曾祥伟、龚运杰、黄华勇 广西一队 1队 小学男子组 6 B 9 C 9 C 一等奖
刘高俊、刘梓明、王宇轩 广东一队（广州） 4队 小学男子组 9 B 9 A 9 B 二等奖
陈国森、张子嘉、郑晋炫 广东一队（广州） 2队 小学男子组 9 A 7 A 9 A 二等奖
张佳豪、张江昊、朱梓睿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1队 小学男子组 7 A 9 A 9 A 二等奖
王利文、文昕霖、严佳宇 广东一队（广州） 6队 小学男子组 9 A 8 B 9 A 二等奖
蔡涛谦、黄允恒、魏天健 广东一队（广州） 9队 小学男子组 8 A 7 A 8 A 二等奖
郝天宇、陶最、王有晟 广东一队（广州） 1队 小学男子组 8 B 8 C 8 C 二等奖

黄子祺、蒋纯州、彭文韬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队 小学男子组 6 A 8 C 8 C 二等奖
卿毅、覃柳旭、韦庆荣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2队 小学男子组 6 A 8 B 8 B 三等奖
白浪、李秉权、刘文彬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20队 小学男子组 6 C 7 C 7 C 三等奖

欧磊、唐述鹏、韦泽天佑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2队 小学男子组 6 B 7 C 7 C 三等奖
蔡涛谦、黄允恒、魏天健 广东一队（广州） 9队 小学男子组 7 A 7 B 7 B 三等奖
郭懿达、何韦涛、韦泽义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8队 小学男子组 5 B 7 B 7 B 三等奖
林浩斌、王一卉、朱嘉屹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7队 小学男子组 6 A 7 A 7 A 三等奖
刘润达、秦子恒、王卓 宁夏代表队 4队 小学男子组 6 B 7 A 7 A 三等奖

高俊诚、王嘉伟、王梓宇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4队 小学男子组 6 C 5 C 6 C
陈家镔、黄意雄、邱涵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3队 小学男子组 6 A 6 A 6 A

刘桦熙、毛彦蘋、梧景程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6队 小学男子组 6 A 5 C 6 A
陈安锐、简逸凡、谭淇元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5队 小学男子组 0 A 0 A 0 A
曾宸、黄俊豪、廖卓僖 广州市第二中学 1队 小学男子组 0 0 0 0 0 0

刘其昱、孙志明、钟学军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21队 小学男子组 0 0 0 0 0 0
程凯泓、杜兜率、吴俊浩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1队 小学男子组 0 0 0 0 0 0
高钰烨、沈子衿、王欣湉 江苏队 4队 小学女子组 8 B 10 A 10 A 一等奖
申静、徐军浩、赵响阳 南京队 1队 小学女子组 7 B 9 A 9 A 一等奖

陈健怡、欧柱立、谢昊轩 广东一队（广州） 8队 小学女子组 7 C 7 B 7 C 二等奖
李咏恩、刘馥睿、欧阳锦湘 广东一队（广州） 7队 小学女子组 7 B 7 B 7 B 二等奖
陈嘉琦、廖羽滢、廖子君 广东一队（广州） 5队 小学女子组 6 C 7 A 7 A 三等奖
毕皓珺、井小雨、李雪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1队 小学女子组 6 C 6 A 6 C 三等奖
马钰萱、田翼、王玥玮 宁夏代表队 5队 小学女子组 5 A 5 B 5 B 三等奖

王利文、文昕霖、严佳宇 广东一队（广州） 6队 小学女子组 0 0 0 0 0 0
曾欣悦、熊金英、张熙研博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8队 小学女子组 0 0 0 0 0 0
邓文浠、林棕贤、米柏安 广州市第二中学 4队 中学男子组 12 B 12 A 12 B 一等奖
李卓然、梁煜民、吴佳豪 广州市第二中学 3队 中学男子组 8 C 10 B 10 B 一等奖
罗唐佳琦、覃银宇、周子浩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9队 中学男子组 5 C 10 B 10 B 一等奖
岑愿汇、黎信华、虞天鑫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5队 中学男子组 9 C 10 A 10 A 二等奖
刘瑞康、吴雨生、赵旭 江苏队 2队 中学男子组 9 A 9 C 9 C 二等奖
石鸿宇、王军、邹义祥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0队 中学男子组 9 C 9 A 9 C 二等奖
陆南、徐胜超、叶年裕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6队 中学男子组 9 C 9 B 9 C 三等奖

陈玺桢、苗殷泽昊、杨一伟 河北队 2队 中学男子组 7 A 8 B 8 B 三等奖
陈天宇、徐子健、杨浩晨 江苏队 3队 中学男子组 8 A 7 C 8 A 三等奖
梁钊原、韦松棋、岳凌航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1队 中学男子组 6 C 8 A 8 A 三等奖
吕若曦、韦紫婷、俞昊阳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3队 中学男子组 7 A 7 B 7 B
白培森、陈依川、唐斯远 广西一队 2队 中学男子组 7 A 7 A 7 A
黄延宁、黎月梅、张晟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4队 中学男子组 6 C 5 C 6 C

陈建宁、覃起义、朱毅杰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9队 中学男子组 5 C 6 C 6 C
温艳、肖璇、姚玥 广东一队（广州） 3队 中学女子组 5 C 7 A 7 A 一等奖

沈彤彤、王玉婷、徐恩泽 江苏队 1队 中学女子组 6 B 6 C 6 C 二等奖
黄宣菊、覃晨坤、谭旭颖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17队 中学女子组 6 A 6 B 6 B 三等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项目裁判长：古宇皓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手掷飞机三人接力团体赛

姓名 单位 分组 组别
第一轮成绩 第二轮成绩 最佳轮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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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4日 32人
姓名 代表队 组别 外观分 留空时间 总分 奖状
陈羿翔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82 5.75 74.65 一等奖
刘远翀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82 5.59 74.17 一等奖
邵日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85 4.03 71.59 二等奖
任家辰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78 4.69 68.67 二等奖
卢彦勋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83 3.25 67.85 三等奖
金家璇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82 2.5 64.9 三等奖
秦符垚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80 2.91 64.73 三等奖
郭宇灏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80 2.57 63.71 三等奖
谢昊轩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81 2.32 63.66
陈海涛 浙江队 小学男子组 82 1.68 62.44
谢坤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78 2.48 62.04
欧柱立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80 1.74 61.22
武睿晴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98 5.28 84.44 一等奖
王可一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81 5.18 72.24 一等奖
刘景昀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75 5.66 69.48 二等奖
平克洁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88 2.56 69.28 二等奖
杨明凤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82 2.34 64.42 二等奖
陈健怡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82 2.34 64.42 三等奖
宋梓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82 2.09 63.67 三等奖
孙心怡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82 1.94 63.22 三等奖
高奥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78 2.69 62.67 三等奖
刘思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81 1.47 61.11
卢静莹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80 1.5 60.5
施雅雯 浙江队 小学女子组 79 1.6 60.1
张遥峰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80 13.54 96.62 一等奖
潘星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78 12 90.6 一等奖
董奥博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77 9.37 82.01 二等奖
毛科炜 浙江队 中学男子组 78 9 81.6 二等奖
付  晨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78 7.34 76.62 三等奖
宋聪聪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82 4.13 69.79 三等奖
吴昊阳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78 4.78 68.94
徐士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80 3.13 65.39

总裁判长：董洪锋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纸飞机涂鸦留空计时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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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6日 5人

姓名 代表队 组别 奖状

周裔晖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优秀奖

赵易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男子组 优秀奖

李雪娇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女子组 优秀奖

毕皓珺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女子组 优秀奖

井小雨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中学女子组 优秀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纸飞机发射装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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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6日 75人
姓名 代表队 组别 奖项
黄正旭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蔡卓燊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李辰宇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朱弘毅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潘禹豪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刘家祺宝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邱涵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黄意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熊金英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曾欣悦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陈安锐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刘桦熙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简逸凡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王嘉伟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谢坤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张修齐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倪晨曦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苏赛龙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姚沈宏 江苏队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高雨蒙 江苏队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林华涛 浙江二队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李勐博 宁夏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刘若涵               北京市队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尹仕喆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王成桐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阚为 北京市队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黄远志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黄丽潼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陈可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刘名臻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梁佳君 河北队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杨锐 南京队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卞正艳 南京队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陈建 南京队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曹逸尘 贵州省代表队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赵家骏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曾韵浠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李文涛 广州市第二中学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吴伟灏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卫家琦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罗宇琛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孙奕飞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余帆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雷腾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王一诺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陈子腾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朱俊华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20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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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悦文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周胤廷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谭显政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齐岳天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关楚峻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蔡奕乔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邱玉烨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甄雯珣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胡文康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石锦程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罗宝桢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金嘉怡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刘思齐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王理欣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杨景焜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夏唯钰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张垠桥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周煜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林凯欣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魏亚萱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女子组 优胜奖
黄正旭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曾博聪 广州市第二中学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陈振城 广东一队（广州） 中学男子组 优胜奖
刘家怡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邓习源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关晴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周煊婷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女子组 优胜奖
林卓誉 广东一队（广州） 小学男子组 优胜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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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6日 123组
项目 组别 代表队 姓名 名次 名次和 排名 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宁夏代表队 魏江圆、齐泽文、撒金龙 1、2、3 6 1 一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广州市第二中学 廖立哲、何健韬、姚棨 6、7、7 20 2 二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浙江队 金家璇、卢彦勋、陈海涛 4、7、13 24 3 三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吴灵青、郑毅权、王展杰 7、7、18 32 4 三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孙武、吴庆昆、邓博文、徐浩轩 7、16、18、18 41 5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宁夏代表队 毛昊楠、闫敏、段志誉 1、3、4 8 1 一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郭小彤、陈粉虹、苏睿 6、12、12 30 2 二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南京队 张娅彤、朱静瑶、卞正艳 2、11、25 38 3 三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叶嘉仪、柏新榆、黄丽潼 5、6、27 38 4 三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浙江队 卢静莹、杨明凤、施雅雯 6、12、32 50 5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刘展硕、严禹馨、张旭冉 6、12、17 52 6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胡问月、连昕、刘乐米 19、25、28 72 7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李淘淘、刘鑫、杨光 1、2、3 6 1 一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江苏队 张士杰、谢子岩、周严明 5、9、12 26 2 二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陈浩瀚、杨锡、刘晓铧 5、9、16 30 3 三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朱舟政、凌晨阳、沈昊 4、18、19 41 4 三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黎信华、徐胜超、虞天鑫 23、24、24 71 5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河北队 杨一伟、苗殷泽昊、陈玺桢 17、26、29 72 6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中学女子组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卜银丽、时金瑞、吴转弟 1、2、3 6 1 一等奖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个人赛） 中学女子组 江苏队 徐恩泽、杨安琪、高雨蒙 4、6、9 19 2 二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南京队 徐军浩、赵响阳、李雨程 3、3、9 15 1 一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刘高俊、姚永浩、何远超 1、3、14 18 2 一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钱星豪、张佳豪、张江昊 10、14、14 38 3 二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广州市第二中学 陈文振、骆广钊、姚棨 3、18、22 43 4 二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黄远志、董嘉鑫、张广权 2、22、22 46 5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安徽省代表队 曹而锐、余子瑞、黄天阳、王梓旭 22、30、37、37 89 6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姜任斯淇、刘昊源、周裔晖 10、40、47 97 7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广西一队 龚运杰、黄华勇、周志超 10、30、91 131 8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宁夏代表队 柳智国、王卓、秦子恒 3、47、103 153 9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覃柳旭、韦泽天佑、苏昕 47、47、60 154 10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男子组 江苏队 李易鑫、王正、高誉宸 3、91、122 216 11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女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郭小彤、原巧儿、陈嘉琦 1、7、10 18 1 一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女子组 江苏队 李晓凡、沈子衿、高钰烨 1、9、26 36 2 一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女子组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何燕莹、叶嘉仪、柏新榆 8、14、18 40 3 二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女子组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欧阳语童、刘一诺、杨思雯 4、5、35 44 4 二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女子组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封怡然、袁唯雅、高煜婷、刘景昀、武睿晴 12、18、20、20、20 50 5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女子组 南京队 余璐菲、熊靖怡、申静 3、5、42 50 6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女子组 安徽省代表队 王雅雯、赵一一、徐小璐 12、34、38 84 7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女子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冯予凡、毛彦蘋、曾欣悦、熊金英 14、26、48、48 88 8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小学女子组 广州市第二中学 钟佩瑜、王馨俪、曾韵浠 38、42、51 131 9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广州市第二中学 林棕贤、米柏安、邓文浠、糜子鸿 1、1、3、3 5 1 一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江苏队 刘瑞康、林昊、吴雨生 5、7、8 20 2 一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浙江二队 柴梁晔、黄崇赫、俞莫骁夏 9、12、12 33 3 二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刘宸嘉、梁柱森、黎瑞锋 12、17、20 49 4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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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王棣、韩皓文、徐伟业 10、20、26 56 5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宋聪聪、徐士成、付  晨 12、45、48 105 6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张昆 、戴星泽、杨子昆 20、26、67 113 7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安阳市第八中学 刘宸瑜、付中桦、赵楠 34、48、48 130 8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周子浩、覃银宇、王军 25、59、63 147 9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广西一队 白培森、唐斯远、陈依川 45、48、59 152 10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男子组 北京市队 吴尚晨、韩泽辉、阚为 34、73、85 192 11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女子组 浙江二队 黄淑婉、林雨轩、姜来、刘若菡 4、4、7、7 15 1 一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女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黎雨晴、肖璇、姚远 7、11、14 32 2 二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女子组 江苏队 沈彤彤、王瑞、黄、张思语 11、11、19、19 41 3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女子组 广州市第二中学 张凯期、金嘉怡、林凯欣、魏亚萱 1、53、53、53 107 4 三等奖
纸折飞机奥运五环标靶赛 中学女子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黄宣菊、黎月梅、韦紫婷 41、50、51 142 5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江苏队 刘宇延、单艺、张圣培 1、3、6 10 1 一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宁夏代表队 马强、黑学龙、齐泽文 2、3、6 11 2 二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南京队 孔伟、芮文昊、李宇辰、彭天畅 8、9、14、14 31 3 三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河北队 王霍达、贾昊龙、刘芃绪 5、9、27 41 4 三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成张、邓博奥、吴庆昆、夏宇 12、18、18、18 48 5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郭俊杰、顾辉、梁晋 16、18、18 52 6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秦浩洋、李泰祺、杨峻华 17、24、32 73 7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宁夏代表队 张园园、毛昊楠、段志誉 1、3、10 14 1 一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南京队 张娅彤、钟梓涵、张文悦 2、7、11 20 2 二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江苏队 刘喜儿、周歆茹、陈思齐 3、13、14 30 3 三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刘展硕、严禹馨、郝文平 8、9、15 32 4 三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袁唯雅、封怡然、周美含 11、17、17 45 5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符琳浠、张韵琳、周煊婷 6、22、27 55 6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李淘淘、杨光、李磊、柳鹏 1、2、3、3 6 1 一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江苏队 严晗、过李卓、吴玮锋、谢子岩 5、6、8、8 19 2 二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杨子昆、张昆 、戴星泽 7、12、13 32 3 三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陈浩瀚、张政豪、刘晓铧 10、20、23 53 4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中学女子组 江苏队 徐恩泽、杨安琪、王玉婷 3、5、7 15 1 一等奖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个人赛） 中学女子组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薄安琪、仇佳琪、仇韵清 3、6、11 20 2 一等奖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宁夏代表队 魏江圆、撒金龙、马强、魏刚 1、2、3、3 6 1 一等奖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李瑞恒、张朕铭、蒋晟翊 5、8、10 23 2 二等奖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小学男子组 南京队 王俊、芮文昊、孔伟 5、9、10 24 3 三等奖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小学女子组 宁夏代表队 李玲玲、周海梅、张园园 1、2、3 6 1 一等奖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刘鑫、柳鹏、李磊、张健康 1、2、3、3 6 1 一等奖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江苏队 过李卓、吴玮锋、钱程 5、5、7 17 2 二等奖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罗文海、金谭、王棣 7、9、9 25 3 三等奖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中学男子组 北京市队 李明鉴、尹仕喆、王成桐 16、17、18 51 4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中学女子组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时金瑞、魏雪、卜银丽 1、2、3 6 1 一等奖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个人赛） 中学女子组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薄安琪、仇佳琪、王夏 6、6、6 18 2 二等奖
电动纸飞机留空计时赛（双人赛） 小学男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曾永锐、刘奕赫、杨积坤、张锦建、冀相南、吴嘉华 1、3、5 9 1 一等奖
电动纸飞机留空计时赛（双人赛） 小学男子组 北京市队 刘晨新、刘若涵、吴承俊、智奥泰、凌德瑞、刘曜恺 4、15、21 40 2 二等奖
电动纸飞机留空计时赛（双人赛） 小学男子组 贵州省代表队 陈信阳、王跃文凯、曹逸尘、吴锡衡、陆宣言、魏明翰 13、16、18 47 3 三等奖
电动纸飞机留空计时赛（双人赛） 中学男子组 浙江二队 潘奕、沈浩、柴梁晔、俞烨鹏、黄倚帆、李昊伦 1、3、4 8 1 一等奖
电动纸飞机留空计时赛（双人赛） 中学女子组 浙江二队 申屠文清、吴悦、范奕歆、章睿一、刘若菡、张翎 2、4、5 11 1 一等奖
遥控纸飞机室内绕标赛 小学男子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林浩斌、刘其昱、黄子祺 1、2、3 6 1 一等奖
遥控纸飞机室内绕标赛 中学男子组 江苏队 王德进、张文博、唐宇涵 1、2、3 6 1 一等奖
遥控纸飞机室内绕标赛 中学男子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杨椿泽、黄延宁、朱毅杰 7、8、10 25 2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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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纸飞机室内绕标赛 中学女子组 江苏队 袁文茜、刘琦、王瑞 1、2、3 6 1 一等奖
纸飞机涂鸦留空计时赛 小学男子组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刘远翀、邵日昇、任家辰 2、3、4 9 1 一等奖
纸飞机涂鸦留空计时赛 小学男子组 浙江队 卢彦勋、金家璇、郭宇灏 5、6、8 19 2 二等奖
纸飞机涂鸦留空计时赛 小学男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陈羿翔、谢昊轩、欧柱立 1、9、12 22 3 三等奖
纸飞机涂鸦留空计时赛 小学女子组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武睿晴、王可一、刘景昀 1、2、3 6 1 一等奖
纸飞机涂鸦留空计时赛 小学女子组 浙江队 杨明凤、卢静莹、施雅雯 5、10、11 26 2 二等奖
纸飞机涂鸦留空计时赛 中学男子组 浙江队 张遥峰、潘星、董奥博 1、2、3 6 1 一等奖
纸飞机涂鸦留空计时赛 中学男子组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付  晨、宋聪聪、吴昊阳 5、6、7 18 2 二等奖
纸质火箭遨游太空计时赛 小学男子组 北京市队 刘晨新、张峻豪、刘曜恺 1、2、3 6 1 一等奖
纸质火箭遨游太空计时赛 小学男子组 贵州省代表队 陈彦希、曹逸尘、颜煦 5、11、11 27 2 二等奖
纸质火箭遨游太空计时赛 小学男子组 宁夏代表队 王卓、李勐博、刘润达 7、11、11 29 3 三等奖
纸质火箭遨游太空计时赛 小学女子组 宁夏代表队 闫敏、马慧兰、王玥玮 3、6、7 16 1 一等奖
纸质火箭遨游太空计时赛 中学男子组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徐熠阳、吴安磊、张志浩 1、4、5 10 1 一等奖
纸质火箭遨游太空计时赛 中学男子组 浙江队 张遥峰、董奥博、毛科炜 3、6、8 17 2 二等奖
纸质火箭遨游太空计时赛 中学男子组 北京市队 王冯晨、李明鉴、董鑫 2、7、10 19 3 三等奖
纸直升机设计飞行竞时赛 小学男子组 广州市第二中学 黄博盛、陈信衡、郑溥钰 1、2、3 6 1 一等奖
纸直升机设计飞行竞时赛 小学男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陈羿翔、严佳宇、李旭恒 9、11、13 33 2 二等奖
纸直升机设计飞行竞时赛 小学男子组 贵州省代表队 王跃文凯、陆宣言、曹逸尘 21、23、25 69 3 三等奖
纸直升机设计飞行竞时赛 小学女子组 广东一队（广州） 陈健怡、欧阳锦湘、黄佳琦 2、3、6 11 1 一等奖
纸直升机设计飞行竞时赛 小学女子组 广州市第二中学 陈泳欣、何炫如、陈乐俞 1、4、10 15 2 二等奖
纸直升机设计飞行竞时赛 小学女子组 江苏队 王欣湉、袁铭雨、陈思齐 5、8、12 25 3 三等奖
纸直升机设计飞行竞时赛 中学女子组 江苏队 倪敏、刘琦、殷悦 3、5、7 15 1 一等奖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赛 小学男子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刘其昱、黄子祺、林浩斌 2、3、5 10 1 一等奖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赛 小学男子组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吴兆洋、舒灏宸、齐家伟 4、11、13 28 2 二等奖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赛 小学男子组 河北队 王霍达、张景皓、梁佳君 7、15、30 52 3 三等奖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赛 中学男子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黄延宁、杨椿泽、覃银宇 1、2、3 6 1 一等奖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赛 中学男子组 广州市第二中学 罗易、赵志强、何天恒 6、7、9 22 2 二等奖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赛 中学男子组 安徽省代表队 杨薛杨、魏宇翔、唐睿 4、18、20 42 3 三等奖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赛 中学男子组 江苏队 夏帅、赵陆欢、唐宇涵 36、42、44 122 4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赛 中学女子组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黎月梅、谭旭颖、韦紫婷 2、3、4 9 1 一等奖

总裁判长：董洪锋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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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广州 11月26日 20队
代表队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第十一名 总计
宁夏代表队 6 1 1 1 第一名
江苏队 5 6 3 1 1 第二名
宁夏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一站） 5 第三名
柳州市天威航模运动俱乐部 4 1 2 1 1 1 第四名
广东一队（广州） 3 4 2 3 2 第五名
浙江二队 3 1 第六名
广州市第二中学 2 3 2 1 第七名
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活动管理中心 2 2 2 1 3 第八名
浙江队 1 3 1 1 第九名
南京队 1 1 3 1 第十名
北京市队 1 1 1 1 1 第十一名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1 第十二名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队 3 1 1 第十三名
贵州省代表队 1 2 第十四名
昆山市俊龙青少年航模代表队 2 3 2 1 1 第十五名
东莞纸飞机代表队 1 1 1 第十六名
河北队 1 1 1 第十七名
安徽省代表队 1 1 1 第十八名
广西一队 1 1 第十九名
安阳市第八中学 1 第二十名

总裁判长：董洪锋  成统裁判长：李洁贞

217年“放飞梦想”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综合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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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 

放飞梦想 
” 

全国青少年纸飞机通讯赛总决赛

序号｜姓名 项目

1 ｜董洪峰｜ 总裁判

2 ｜杨茜援｜ 悬浮纸飞机绕标挑战赛

3 ｜牛志义｜纸折飞机奥运五环靶标赛

4 I 杨刚 纸折飞机直线距离赛

5 I张进 纸风火轮单向积分赛

6 ｜刘更生｜ 飞翼花式三角绕标赛

7 ｜庄永新｜ 电动纸飞机留空计时赛

8 1 姚明辉｜电动纸鸽飞向北京目标赛

9 ｜田海斌｜纸质火箭邀游太空计时赛

10 I 郭毅坚｜纸直升机设计飞行竞时赛

11 I纪伟｜ 遥控纸飞机室内绕标赛

12 I 李志波｜ 遥控纸飞机穿龙门赛

13 I 古字蜡｜手掷飞机三人接力团体赛

14 I李洁贞 成统裁判长

裁判长签名

恪先

号在J丛
川及二飞

�私立矿

将名e rl
J

υ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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