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获第 31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学生名单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1701001 胡皓然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02 徐海博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03 李浩辰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1701004 李嘉祺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1701005 何雨泽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06 石宇豪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1701007 孙一宸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1701008 邹家航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三 

C1701009 孙语默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1701010 邱子龙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11 任炳先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1701012 辛世计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01013 刘嘉航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14 周一扬 男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三 

C1701015 周昊泽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16 李翛然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1701017 张思拓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18 谭宇豪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19 李隽仁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20 刘澜清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21 程昕雨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22 张文阳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23 张锐翀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1701024 施惟明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一 

C1701025 白雪杨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1701026 王英楠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1701027 胡佚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28 辛梓彤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29 何文佶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1701030 伊慧澄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31 赵家和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32 陈怡雯 女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三 

C1701033 徐怀山 男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三 

C1701034 陈泳名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35 苏楀轩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1701036 王思涵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1701037 谭镇枢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1701038 王宗喆 男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三 

C1701039 张泽宇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701040 余宗兴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41 祖泊宁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42 王新宇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三 

C1701043 闫相龙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44 韩易 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45 潘明轩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46 张平安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47 郭沛辰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高三 

C1701048 吴洪宇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49 石明远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50 高天翔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01051 李京昊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1701052 陈昊淼 男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53 葛明威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二 

C1701054 陆启衡 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55 鹿泽宇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1701056 张之恒 男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三 

C1701057 曾弘亦 男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1701058 马丁一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三 

C1701059 谢纪帆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60 阎思宇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1701061 王浩芃 男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1701062 曽闻涛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1063 祝祺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701064 韩江浩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1701065 孙沛然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1701066 张雪莹 女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三 

 

 



北京市获第 31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二、三等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E1701001 祁腾骧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701002 杨子铭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03 张光泽 北京市十一学校（18 中） 高二 

CE1701004 迟誉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05 马文川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三 

CE1701006 王子惠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701007 李天语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E1701008 常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701009 郁彬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010 陆凝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701011 吕斯琛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E1701012 刘鸣飞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013 王子涵 北京汇文中学 高二 

CE1701014 刘兮扬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E1701015 刘启桐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16 杨闰泽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17 赵逸然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18 寿梓宜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三 

CE1701019 杨俣晟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01020 殷文喆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21 查砚馨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22 孔令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23 毕诚奥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一 

CE1701024 陶卓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701025 吕天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26 胡隽潇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027 李满丝润 北京市第九中学 高二 

CE1701028 王眸 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29 冯九飞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30 郭昊哲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三 

CE1701031 石凯升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高三 

CE1701032 于越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33 严子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34 孙宜昕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E1701035 王梓扬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36 孙英博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701037 孙方圆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三 

CE1701038 金一诺 北京汇文中学 高二 



CE1701039 杜曜志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040 王浩然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41 刘潇泽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一 

CE1701042 张博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701043 李润瑄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E1701044 张嘉一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E1701045 杜禹江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E1701046 姚梓晗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47 张昕旸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48 白天祎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E1701049 邢云汉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701050 刘铭超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701051 刘泽浩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E1701052 韩雨青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53 安之达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54 韩凌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701055 纪开轩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56 周宜晖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E1701057 陈奕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58 遇辰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59 许融武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060 张誉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61 陈天瑞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62 沈子扬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063 华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01064 罗莘阳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65 曲玥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66 孙雨瑶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067 李心怡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068 邓泽琨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701069 何其伟 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高三 

CE1701070 宁辰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E1701071 刘青云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E1701072 高天逸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01073 邢瀚中 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高三 

CE1701074 章翼辰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075 芮宇辰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76 李昊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701077 苏世龙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78 陈骁然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79 徐沛然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1080 郑博钰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81 杨宇轩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E1701082 陶宇轩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083 石润雨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1084 宋青林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085 谢文瀚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E1701086 向李圆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三 

CE1701087 王寓萱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E1701088 郭涛鸣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089 张福玉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90 庾湫镆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三 

CE1701091 郭时琨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1092 李德霖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一 

CE1701093 朱绍铭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701094 张旭阳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E1701095 林佳沛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E1701096 王子铖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097 詹博涵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1098 陈奕旎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099 黄思聪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100 潘宏弢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01 李塔林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102 张一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1103 杨沛然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01104 雷原正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01105 谭天一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701106 张殊逸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107 郎昱宽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108 李江天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三 

CE1701109 王启藻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10 赵天池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E1701111 卢泓熹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701112 彭丁宇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三 

CE1701113 张雨田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1114 郭佳晨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701115 臧祎帆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E1701116 陈跃天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117 孟欣然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118 吕程程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1119 孟颖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一 

CE1701120 崔轶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1121 陶浩宇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122 宗孚耕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701123 李涵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701124 韩宇辰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1125 方心渡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701126 贾尧声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127 赵立天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128 金辰霄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29 任加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701130 曽令煊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131 李清杨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701132 郝瑞瑄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一 

CE1701133 芶静怡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134 张天心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701135 李岱宸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36 刘俸祎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37 肖襄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138 史骏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39 张龙飞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高三 

CE1701140 杨朝晖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1141 黄康平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一 

CE1701142 刘浩宁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143 王钰轩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701144 郭一凡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E1701145 张致涵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701146 张诚 北京汇文中学 高二 

CE1701147 谭智文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一 

CE1701148 吴  铮 北京市八一学校 高三 

CE1701149 杜培昀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50 王嘉禾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E1701151 龚政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一 

CE1701152 程宏宇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153 徐奕飞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01154 赵骏波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701155 孙修其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701156 鲁梦熙 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57 孙一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58 姬晨轩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701159 汪宇蓬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160 刘蔚然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701161 宁可可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162 柴景波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701163 王研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64 赵珑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65 张志航 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高二 

CE1701166 蒋睿航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701167 李子康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E1701168 祝希尧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69 向致远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70 赵常淇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171 由若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701172 杨昊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701173 贾昊源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701174 吴俣豪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E1701175 胡博涵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701176 韩学尧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701177 李冀骁 北京市八一学校 高二 

CE1701178 邓天翔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1179 张宗仁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1180 莫永航 北京汇文中学 高二 

CE1701181 陆泓雨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三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S1701001 李昊临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S1701002 郭睿祎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S1701003 郑可欣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S1701004 吴若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701005 钱灏泽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701006 徐世安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701007 王澍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701008 翟泓宇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三 

CS1701009 赵雅曦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高二 

CS1701010 张卓维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701011 白雨辰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三 

CS1701012 郭昊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701013 刘若涵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701014 赵宇峥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15 李成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16 秦勉 北京景山学校 高二 

CS1701017 郑晏陶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701018 张卓凡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S1701019 王奥辉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一 

CS1701020 王宏扬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701021 崔雨萌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701022 李菡韬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S1701023 宋政毅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S1701024 代家宝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25 张洪康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26 张一清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27 黄隽豪 北航实验学校 高三 

CS1701028 郭宇晨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701029 储锋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701030 李云灝 北京实验学校（海淀） 高三 

CS1701031 岳子健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S1701032 王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S1701033 靳思琪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S1701034 孙天熙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一 

CS1701035 张有成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36 潘冠华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37 辛畅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38 梁奕飞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701039 王嘉昊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40 张宇晨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高二 

CS1701041 王逸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42 路畅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二 

CS1701043 丁小青 北京东直门中学 高三 

CS1701044 李云灏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701045 沈元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701046 赵梓骁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701047 赵宇枞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 高一 

CS1701048 郭逸轩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49 朱京宸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50 夏昕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51 高世岷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52 于天韵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53 陈辰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一 

CS1701054 王皓天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701055 张书剑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701056 高维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S1701057 李若帆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58 丘雨涵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S1701059 张艺严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二 

CS1701060 焦 娆 北京市第一 0 一中学 高二 

CS1701061 李浩然 北京市八一学校 高二 

CS1701062 谢昱清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63 李昕宇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701064 张泽熙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S1701065 蒋哲宇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701066 姜安柏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67 李云图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68 张健翔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69 周宇光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701070 李冠南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71 赵硕然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72 骆嵩涛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73 白桁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701074 李建晟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二 

CS1701075 姚树溥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S1701076 王东轩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S1701077 张育晗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701078 于骐瑞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701079 何德洁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80 王泽普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081 张晓颖 北京市牛栏山第一中学 高二 

CS1701082 林睿澄 北京景山学校 高二 

CS1701083 潘浩然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三 

CS1701084 刘雨辰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701085 李泽坤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701086 杜钇明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701087 任培哲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701088 刘雨昂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S1701089 肖潇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701090 魏华凝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701091 李睿明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S1701092 强博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S1701093 李可漪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S1701094 曾天煜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701095 谭湘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701096 金彦周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97 高骁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98 王一陶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099 李昊焜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100 任士杰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二 

CS1701101 张子涵 北京市京源学校 高二 

CS1701102 郭鑫淼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一 

CS1701103 龙清雅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一 

CS1701104 李欣然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一 

CS1701105 高怿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S1701106 李明茜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107 宫鑫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108 李慧心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109 金绍博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1110 王鑫雨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701111 高楚琪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701112 贾静轩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701113 谢龙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S1701114 李雯菁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S1701115 付屹松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701116 金靖童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117 高可心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701118 单华辰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奥森校区 高二 

CS1701119 赵博雨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120 刘秉琪 北京景山学校 高二 

CS1701121 曾维启 北京景山学校 高二 

CS1701122 魏星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701123 刘海东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701124 赵少泊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701125 苏遨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高二 

CS1701126 王豫桐 北师大燕化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1127 赵泽铭 北京市第九中学 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