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物理学会文件 
浙竞〔2017〕5 号 

 

关于公布 2017 年浙江省高中学生物理联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市物理学会： 

2017年浙江省高中学生物理联赛，通过报名、施考、阅

卷、抽查等各项工作环节后，在各市物理学会以及相关参与

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省物理学会组织有关人员对各

市报送的考卷进行了抽查，认定大部分地市的阅卷质量较高，

但也发现一些须改正的问题。经过反馈，现已确认本次联赛

的学生考试成绩。根据章程，省组委会确定了 2017 年浙江

省高中学生物理联赛获奖学生名单。在此，我们向全体获奖

学生和任课教师表示祝贺！ 

  

附件：2017 年浙江省高中学生物理联赛各市获奖学生名单。 

 

 

                                    浙江省物理学会 

                                    2017 年 5月 20 日 

 

 



附件： 

2017 年浙江省高中学生物理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  校 姓 名 

一等奖（96人） 

1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润奇 

2 温州中学 王逸舟 

3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贾自立 

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咨列 

5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  浅 

6 瑞安中学 陈德璋 

7 苍南县嘉禾中学 庄戴鸿 

8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曾  宏 

9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柴  亮 

10 苍南县嘉禾中学 陈煜 

11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刘丰硕 

12 温州中学 蒋锐 

13 苍南县嘉禾中学 陈德熙 

14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徐良泽 

15 温州中学 陈星宇 

16 温州中学 陈一帆 

17 温州中学 张一弛 

18 瑞安中学 蔡正浩 

19 温州中学 朱程儒 

20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  醉 

21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胡  昕 

2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董泓辉 

2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林凯 

24 温州中学 罗颖特 

25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吴  恒 

26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王哲 

2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吴浩民 

28 温州中学 高婧 

29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戴正炜 

30 温州中学 宋尚儒 

31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苏子涵 

32 温州中学 李超 

33 温州中学 潘振楠 

34 温州中学 李家和 

35 温州中学 毛维豪 

36 温州中学 吴怀瑾 

37 瑞安中学 吴潇函 

38 温州中学 傅添 

39 温州中学 李来宇 

40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冯恒阳 

41 苍南县嘉禾中学 杨晨 

42 瑞安中学 何一望 

43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赵浩南 

44 温州中学 吴尔杰 

45 温州中学 张泊屹 

46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苏泓源 

47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李明 

48 温州中学 夏里宾 

49 瑞安中学 杜劲达 

50 瑞安中学 彭亦扬 

51 温州中学 应岳 

5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黄浥尘 

5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吴呈睿 

54 温州中学 王智慧 

55 温州中学 吴联杰 

56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张豪男 



57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张漫桦 

58 温州中学 林律宏 

59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卢亦凡 

60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万其策 

61 平阳中学 任世鑫 

62 温州中学 陈淏 

6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潘超逸 

64 瑞安中学 陈欣然 

65 温州中学 陈锦立 

66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瞿逸之 

67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许凌玮 

68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朱奕航 

69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赖泓 

70 瑞安中学 吴炜豪 

71 瑞安中学 张韶文 

72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倪力浩 

73 温州中学 谢瑞兆 

74 温州中学 蒋伊扬 

75 温州中学 金桢迪 

76 苍南中学 黄涛 

77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王浩 

78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温温 

79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杨阳 

80 温州中学 林任钜 

81 温州中学 魏思浩 

82 苍南县嘉禾中学 黄敬顺 

8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南虚怀 

84 乐清中学 余江涵 

85 温州中学 阮楚皓 

86 温州中学 刘俊涵 

87 苍南县嘉禾中学 杨章鸿 

88 瑞安中学 王革 

89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黄飞鸿 

90 苍南县嘉禾中学 谢凯旋 

91 苍南中学 董文炫 

9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叶听雨 

93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林晨轩 

94 温州中学 周末 

95 温州中学 刘浩森 

96 温州中学 黄子谦 

二等奖（199人） 

1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施贻佐 

2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翁诗琳 

3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钱渠成 

4 温州中学 马显惠 

5 瑞安中学 李博洋 

6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徐恺蔚 

7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俊博 

8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阮洪奕 

9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闫语 

10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彭乃正 

11 温州中学 杨承霖 

1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黄硕涵 

13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李洪博 

14 温州中学 赵奕祺 

15 温州中学 
欧阳泽

轩 

16 龙湾中学 张浅寒 

17 温州中学 林瑞杰 

18 温州中学 陈可 

19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杜朝昱 

20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吴文博 



21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林君茹 

22 温州中学 任泽禾 

23 永嘉中学 傅晨灿 

24 苍南县嘉禾中学 王琪 

25 苍南中学 陈浩然 

26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吴鸽 

27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金楚楚 

28 永嘉中学 陈京国 

29 苍南县嘉禾中学 陈豪 

30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林惟环 

31 温州中学 余雨悦 

32 温州中学 叶晟昊 

3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缪铭浩 

34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

中学 
林明哲 

35 瑞安中学 陈磊 

36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杨懿 

3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张翔 

38 温州中学 黄潇墨 

39 温州中学 周将城 

40 温州中学 严思进 

41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张芸嘉 

42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胡俊伟 

43 瑞安中学 潘志杰 

44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林勃 

45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黄炜喆 

46 温州中学 陈心诺 

47 温州中学 蔡凌峰 

48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旻硕 

49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周寒初 

50 龙湾中学 朱德烨 

51 瑞安中学 冯诗睿 

52 瑞安中学 胡章立 

53 瑞安中学 谢心晴 

54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屠温博 

55 温州中学 唐珂 

56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包希楠 

57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刘佳宸 

58 平阳中学 王佳文 

59 温州中学 姚远 

60 乐清中学 高云帆 

61 瑞安中学 万力 

62 温州中学 林峥 

63 苍南县嘉禾中学 陈慧琪 

6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董怡滟 

65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黄一航 

66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卓莹莹 

67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郑骏泽 

68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季一泓 

69 平阳中学 陈诗瀚 

70 瑞安中学 焦继辉 

71 瑞安中学 余文昊 

72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万炫辰 

73 乐清中学 胡斐涵 

74 温州中学 戴宁杰 

75 温州中学 郑煜 

76 温州中学 吴斌浩 

77 乐清中学 倪雯逸 

78 瓯海中学 王瑞恒 

79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瑞浩 

80 苍南县嘉禾中学 温自疆 

81 苍南中学 郑思思 



8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徐达睿 

83 平阳中学 程兴荣 

84 瑞安中学 陈诚 

85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刘雅琦 

86 苍南县嘉禾中学 郑华杰 

87 瑞安中学 林景行 

88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黄欣宇 

89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赵加浩 

90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王佳鹏 

91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蔡万达 

92 温州中学 缪维剑 

9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佳欣 

9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郑逸扬 

95 乐清中学 李浩南 

96 瑞安中学 季皇威 

9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郑格 

98 永嘉中学 陈鹏博 

99 苍南中学 李道威 

100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牟家龙 

101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林嘉昱 

10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柯舫 

10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郑涵予 

104 瑞安中学 林扬捷 

105 温州中学 陈一洲 

106 温州中学 陈雄杰 

107 苍南中学 刘翔 

108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金渲晋 

109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潘文城 

110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叶焱华 

111 乐清中学 林子龙 

112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黄益锲 

113 瑞安中学 戴剑豪 

114 瑞安中学 范晓勇 

115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胡杰 

116 温州中学 程挚朋 

117 温州中学 马明淳 

118 苍南中学 施世巩 

119 龙湾中学 叶灵杰 

120 平阳县第三中学 蔡克兢  

121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李洪旭 

122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陶宇骋 

123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温作涵 

124 平阳中学 冯心怡 

125 平阳中学 彭记滨 

126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杨守康 

127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周寒靖 

128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林慧 

129 瑞安中学 池烨轩 

130 瑞安中学 徐享 

131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苏加百

列 

132 苍南县嘉禾中学 吴善昊 

133 苍南县嘉禾中学 王振票 

13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钱宣维 

135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奕博 

136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张博轩 

137 苍南县嘉禾中学 金亦宏 

138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汤米 

139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卓一诺 

140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朱格民 

141 瓯海中学 邱轲 

142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

中学 
张楚衣 



143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黄耀豪 

144 温州中学 倪豪灿 

145 永嘉中学 柯凯强 

146 龙湾中学 项嘉诚 

147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天润 

148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朱志豪 

149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彭乃杰 

150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林茨 

151 温州中学 张智慧 

152 温州中学 杨焯雅 

153 温州中学 余奕铮 

154 苍南县嘉禾中学 金珂 

155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孟瑜辰 

156 龙湾中学 廖坚钧 

157 瓯海中学 陈浩楠 

158 瑞安中学 贾博涵 

159 瑞安中学 李伟浩 

160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罗晨 

161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林瑞沛 

162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王钰豪 

163 温州中学 谢睿涵 

164 温州中学 谢传国 

165 永嘉中学 李茱迪 

166 苍南中学 王文晟 

167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瑞凯 

168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周志宇 

169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李晨阳 

170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杨梦汀 

171 龙湾中学 林自然 

172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董严泰 

173 平阳中学 林德豪 

174 平阳中学 陈冰欣 

175 平阳中学 郭子健 

176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苏宇翔 

17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颜冠霞 

178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刘小强 

179 苍南县嘉禾中学 林敏 

180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黄素素 

181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吴靓靓 

18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赵永淇 

183 平阳中学 黄兴邦 

184 平阳中学 游兆凯 

185 平阳中学 苏辰田 

186 瑞安中学 姚浩森 

187 温州中学 华雨桐 

188 温州中学 郑董超 

189 苍南县嘉禾中学 王煜 

190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郑瑞琪 

191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陈伟康 

192 瑞安中学 林路康 

193 瑞安中学 刘伟 

194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林礼洋 

195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叶易成 

196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郑孙艇 

19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卓昊 

198 温州中学 娄芊潓 

199 温州中学 张迅旗 

三等奖（198人） 

1 苍南中学 林开沐 

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冯  誉 

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林子依 

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叶翰驰 



5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李承泽 

6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黄雅捷 

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裕耀 

8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李志妍 

9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钟治立 

10 温州中学 李树 

11 苍南县嘉禾中学 张旭 

1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吴演泽 

1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欧阳思

如 

14 瓯海中学 王祥 

15 瑞安中学 华泓喆 

16 瑞安中学 胡皓博 

1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朱漪 

18 温州中学 许程强 

19 温州中学 周功悦 

20 温州中学 黄浩程 

21 苍南县嘉禾中学 李泽 

22 苍南县嘉禾中学 谢中颖 

23 苍南中学 林彦旭 

2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丁晨洋 

25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叶正浩 

26 乐清中学 屠立民 

27 乐清中学 程柯豪 

28 龙湾中学 徐贤炜 

29 瓯海中学 方铖 

30 瓯海中学 郑柏秀 

31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金小龙 

32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易际斯 

33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陈玉杰 

34 平阳中学 池长康 

35 平阳中学 吴允瀚 

36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施高瑞 

37 温州中学 叶泽晨 

38 永嘉中学 厉哲成 

39 永嘉中学 戴鑫俊 

40 苍南县嘉禾中学 李士丹 

41 苍南县嘉禾中学 林明庆 

4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冯奕琦 

4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潘胜璋 

4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胡洁 

45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吴小杰 

46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钱成杰 

47 龙湾中学 王中星 

48 龙湾中学 金晨雷 

49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

中学 
谢郑奥 

50 瑞安中学 蔡明诚 

51 温州翔宇中学 柯路恒 

52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黄滢浩 

53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张书浩 

54 温州中学 张志颖 

55 文成县武阳书院 周亚梁 

56 苍南县嘉禾中学 方磊 

57 苍南中学 丁忠鹏 

58 苍南中学 陈文 

59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黄森宇 

60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张上展 

61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郑遥 

62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林宗威 

63 平阳中学 林一航 

64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

中学 
戴王潮 



65 瑞安中学 魏源 

66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黄志强 

6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王磊 

68 温州中学 胡益谦 

69 温州中学 朱呈翔 

70 永嘉中学 陈敏捷 

71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管炬博 

72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李宇翔 

73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张鼎馨 

74 乐清中学 王煜博 

75 乐清中学 黄文俊 

76 龙湾中学 林恩特 

77 平阳县第三中学 洪耀南 

78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高志翔 

79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支欣路 

80 平阳中学 金梦珊 

81 瑞安市第十中学 周阳 

82 瑞安中学 欧一鸿 

83 瑞安中学 潘奔翔 

84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叶碧霖 

85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余卓璇 

86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麻航翔 

8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李书航 

88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吴  疆 

89 温州中学 黄磊 

90 温州中学 李章颂 

91 苍南中学 张越 

92 苍南中学 吕心瑜 

9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方灿 

9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钱亦奔 

95 乐清中学 潘高乐 

96 平阳中学 叶娴 

97 平阳中学 尚世鑫 

98 平阳中学 鲍周鑫 

99 瑞安中学 林泽民 

100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麻欢琪 

101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吴含欣 

102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詹宣同 

103 苍南中学 卢贤帅 

104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江浩维 

105 瑞安中学 杨君炜 

106 瑞安中学 陈健欢 

10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夏程浩 

108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林子涵 

109 温州中学 施一直 

110 永嘉县上塘中学 肖知聪 

111 永嘉中学 周 畅 

112 永嘉中学 朱津津 

11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星豪 

11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倪小淳 

115 乐清中学 李卢瀚 

116 龙湾中学 陈彬浩 

117 龙湾中学 李承儒 

118 龙湾中学 蔡致威 

119 平阳中学 周翔 

120 平阳中学 张奕晓 

121 平阳中学 周炜 

122 瑞安中学 陈晓轩 

123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邹卓利 

124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徐家豪 

125 温州中学 邱煜铭 

126 苍南中学 黄宗基 



127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方星资 

128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黄晨浩 

129 瓯海中学 谢韫仪 

130 瓯海中学 陈卓愉 

131 瑞安市第十中学 陈乐意 

132 瑞安中学 林子涵 

133 瑞安中学 周楠 

134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谢哲 

135 温州翔宇中学 王嘉恒 

136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扬 

137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李瑶瑶 

138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郑陈畅 

139 温州中学 余昕豪 

140 温州中学 邵奕佳 

141 文成县武阳书院 李佳城 

142 永嘉中学 吴培轩 

143 苍南中学 陈芝漩 

144 洞头区第一中学 叶炅 

145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  宇 

146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黄开洋 

147 乐清中学 叶之洋 

148 乐清中学 洪志龙 

149 龙湾中学 张韶丰 

150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陈丽杉 

151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朱顺安 

152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王翔 

153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凌邦乐 

154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姚超琦 

155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李名家 

156 温州中学 叶政朴 

157 温州中学 刘先 

158 温州中学 章志特 

159 温州中学 俞柏康 

160 温州中学 项林奕 

161 苍南县嘉禾中学 林滔 

162 苍南中学 尤黄鹏 

163 乐清市第二中学 项振涛 

16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薛梓宁 

165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佳钰 

166 乐清中学 陈廷威 

167 乐清中学 黄冰纯 

168 乐清中学 林程浩 

169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阳  

170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

中学 
宋炜铁 

171 瑞安中学 吴限 

172 温州翔宇中学 邵俊涵 

173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章欢琪 

174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马渊铭 

175 温州中学 毛清扬 

176 温州中学 林子涵 

177 温州中学 李卓楚 

178 苍南县嘉禾中学 丁夏迎 

179 苍南县嘉禾中学 项飞鹤 

180 苍南中学 陈骁 

181 苍南中学 吴恩昊 

182 苍南中学 吴轩 

183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杨易侃 

184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陈晨怡 

185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沈京儒 

186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孙博 

187 平阳中学 邱若琳 



188 平阳中学 卢佳霖 

189 平阳中学 金春旭 

190 瑞安市第十中学 陈旭明 

191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

中学 
徐超俊 

192 泰顺中学 林文斌 

193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邹佳纯 

194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林彦含 

195 温州中学 李君磊 

196 永嘉中学 王金泽 

197 乐清市第二中学 陈文豪 

198 瑞安市第四中学 余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