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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国 Brain Bee 脑神经科学大赛 
 

地区赛获奖名单及全国总决赛晋级名单 
 

说明：共有 325 名参赛学生通过地区赛晋级全国赛（含 Junior 组）：其中 212 名晋级学生按

照地区赛各赛区报名参赛人数比例进行分配；另外 113 人在除去上述 212 人之后，按照地区

赛全国所有参赛学生分数由高到低划定。名字加黑的学生晋级全国赛。 
 

 
【黑龙江赛区】 

 
一等奖 1 名 

姜静思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1 名 
李平圣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1 名 

赵宇励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吉林赛区】 

 
一等奖 1 名 

张文鹏       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国际部  
 

二等奖 4 名 
刘红杉       东北师范大学附中 
张益嘉       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国际部 
刘明远       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国际部 
王怀远       吉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三等奖 15 名 

陈雨蒙       东北师范大学附中 
邹乐禹       吉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于宗辰       东北师范大学附中 
曲松荣       东北师范大学附中 
杨一凡       吉林大学附中国际部 
张靖萱       长春市实验中学 
李佳凝       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国际部 
时点         长春市实验中学 
皮曼辰       吉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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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瑞       吉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王冠尧       吉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刘恺睿       长春市实验中学 
李依然       长春市实验中学 
华梓屹       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国际部 
李明禹       长春市实验中学国际部 
 

 
【辽宁赛区】 

 
一等奖 3 名 

于润洋      辽宁省实验中学 
耿楚涵      辽宁省实验中学 
车钊成      东北育才外国语 

 
二等奖 7 名 

李睿宁      沈阳二中 
齐英佳      东北育才高中部 
高睿泽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夏煦尧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姜力萌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佡思敏      沈阳第 120 中 
吕泰延      东北育才高中部 

 
三等奖 21 名 

丁博文      东北育才高中部 
袁一禾      东北育才外国语 
陈歆怿      东北育才外国语 
洪艺中       东北育才学校 
王筱雯       抚顺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中学 
冯小轩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郝昱光       东北育才高中部 
李治衡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阚若菲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宋笑为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王怡宁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聂漱阳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杜雨萱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张振坤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王迩翰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于小越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韩锦桐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司耘丞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赵津正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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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千榆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李敬淇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辽宁赛区 Junior 组 

 
一等奖 1 名 

                  徐章皓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北京赛区】 
 

一等奖 12 名 
李嘉勋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何穆涵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张涵  济南外国语学校 
王心怡  山东省实验中学 
谢子麒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小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罗岚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陈逸萱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吴雨凝  北京市十一学校 
刘峥  北京市十一学校 
林夕然  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 
康蕙心  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 

 
二等奖 18 名 

佟美仪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夏艺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衣龙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郭雨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王晴  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 
厉雨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黄宇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邓奕明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李谷雨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张芷昕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路雨默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滕若溪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刘子桐  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 
张雨珩  北京市十一学校 
李怡璇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刘曦瑞  北京市第八中学 
张仟依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侯依阳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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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29 名 
曹羽泽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范迪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刘兆宇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黄思淼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朱可钰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孟舒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涂文清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李子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刘家熙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刁孟瑜  北京景山学校 
白浩辰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韩志桢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曾楚仪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张睿馨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吴小寒  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 
肖泽川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陈在田  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 
刚梦阳  天津新东方学校 
潘嘉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龚茗   北京市第八中学 
李冰之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魏思清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杨雨姝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高蕴凡  北京市十一学校 
张力尹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孙昊宇  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 
陈若依  北京市十一学校 
熊唯嘉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周悦章  北京市十一学校 

 
北京赛区 Junior 组 
 
一等奖 1 名 

周沛岩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二等奖 2 名 
刘璟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王麦豆       北京市鼎石学校 
 

三等奖 5 名 
                    刘乐之   北京市鼎石学校 

李帅臻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梅一丁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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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屹菲   北京市第十四中学 
张笑菡   清华附中国际部 
 

 
【陕西赛区】 

 
一等奖 7 名 

张菲凡   西安高新一中 
王晨阳   西安高新一中 
张李晨曦  西安高新一中 
闫穆瑶   西安高新一中 
陈泓宇   西安高新一中 
白亦轩   西安高新一中 
冯文姣   西安高新一中 
 

二等奖 12 名 
张若琳   西安高新一中 
刘思语   西安高新一中 
李子怡   西安高新一中 
王隽迪   西安高新一中 
黄怡桥   西安高新一中 
晏子琦   西安高新一中 
于天笑   西安高新一中 
张正华   西安高新一中 
马刘莎      西安高新一中 
原文静   西安高新一中 
余佩隆   西安高新一中 
宋泓昕   山东省青岛市第 58 中学 
 

三等奖 27 名 
朱芳廷   西安高新一中 
陈骊宇   西安高新一中 
贾涵泽   西安高新一中 
陈雨桐   西安高新一中 
贺妍   西安高新一中 
卫家卓   西安高新一中 
周星宇   西安高新一中 
陈子嫣   西安高新一中 
师米云   西安高新一中 
冯媛媛   西安高新一中 
吕彦丞   西安高新一中 
薛子钰   西安高新一中 
宇文悦   西安高新一中 
张宇轩   西安高新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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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翰宇   西北大学附中 
苏子珺   西安高新一中 
席悦   西安高新一中 
陈思屹   西安高新一中 
张蓓泽   西安高新一中 
姜昊辰   西安高新一中 
刘瀚璟   西安高新一中 
吴一鹤   西安高新一中 
李佳城   西安高新一中 
李子晗   西安高新一中 
张万泽   西安高新一中 
李亦璇   西安高新一中 
姚嘉怡   西安高新一中 
 
 

【重庆赛区】 
 

一等奖 3 名 
谢致远   重庆南开中学 
梁睿琳   重庆南开中学 
周珈宇   重庆南开中学 
 

二等奖 4 名 
朱芷萱   成都市树德中学国际部 
杨雯茜   重庆南开中学 
邹昶   成都市树德中学国际部 
郭牧飞   重庆南开中学 
 

三等奖 8 名 
熊飞逸   重庆南开中学 
郑诗锜   重庆南开中学 
刘卓茜   重庆南开中学 
李佳璐   重庆南开中学 
赵忆菱   重庆南开中学 
曹尹虹   重庆南开中学 
张函旖   重庆南开中学 
李玮珂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赛区 Junior 组 

 
一等奖 1 名 

                 谢宗远        贵阳一中普瑞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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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区】 
 
一等奖 14 名 

牟子笛    上海市平和学校 
陈安汀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齐梦飞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牟兰    上海市平和学校 
张桐需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刘彦霖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李润基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张惟策    上海中学国际部 
宋悦琪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吉筱萱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吴艺琪    上海市平和学校 
王倚晴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张嵘豪    上海市平和学校 
刘苑泽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二等奖 20 名 

胡诗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张以沫    上海市平和学校 
赵允一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卢迪    山东省潍坊市第一中学 
冯越来    上海市平和学校 
李青恬   上海中学国际部 
陈尔真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朱雨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张泽辰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俞欣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何思齐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贝依阳   上海中学国际部 
杨文奇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徐嫚淯    上海中学国际部 
朱岳喆炫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东校 
高胜寒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黄凯利    上海中学国际部 
袁佳琪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姜雨萌   上海中学国际部 
袁孝涵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三等奖 30 名 

张嘉骁    上海中学国际部 
严海辰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汪子涵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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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佳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郭思涵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郭凌云   上海市平和学校 
李思远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杨依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杨可涵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夏琰旸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单光霁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张睿仪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胡杰文    上海市平和学校 
任弘远    上海市平和学校 
江优佳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CHEONG GAEUN  青岛银河学校 
JENG HYUNSEOK  青岛银河学校 
金曼清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汤佳茵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吴翰飞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苗准    上海市平和学校 
李朵朵    上海市平和学校 
郑允智    上海中学国际部 
章昕怡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薛可凝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支怡然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姜珺洁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黄紫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罗心妤    上海中学国际部 
黄彦嘉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上海赛区 Junior 组 
 
一等奖 6 名 

冯凌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毛佳睿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白郁然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徐越龄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李佳霖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高思源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二等奖 8 名 
姚欣依    上海中学国际部 
毛祁天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陈婧怡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秦绍杰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常云祺    上海中学国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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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峻祎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王康然    上海中学国际部 
刘润伊    上海中学国际部 
 

三等奖 13 名 
林欣慧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周靖淳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杨雪獒    上海中学国际部 
李亦宸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石音棋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张奕璇    上海中学国际部 
周一九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程天葭    上海中学国际部 
罗尹㚬    上海中学国际部 
陈宣羽    上海中学国际部 
于昀含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任泽申    上海中学国际部 
吴旻睿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江苏赛区】 

 
一等奖 7 名 

朱雨婵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朱亭安  苏州中学园区校 
徐张一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徐卢杰  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赵元欣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董约  华东康桥国际学校 
马雅  南京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12 名 
李韵飞  南京外国语学校 
顾雨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常鞠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吴劲松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洪心怡  华东康桥国际学校 
姚沛沛  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李雨音  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 
张康羽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陈奕同  江苏省天一中学 
罗正扬  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恽涵湉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周嘉惠  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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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18 名 
罗鸣   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袁逸凡  南京外国语学校 
龚靖尧  南京外国语学校 
周靖澜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马涵越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朱弘基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曹乐天  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吴桐  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 
崔元达      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 
陆健文      江苏省苏州中学 
刘诗喆      江苏省苏州中学 
韦怿筠      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舒可为  苏州枫华学校 
陈璐欣  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史炯  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 
杜心笛  苏州实验中学 AP 中心 
巢亦凡  金陵中学 
章含知      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江苏赛区 Junior 组 

 
一等奖 5 名 

傅逸欣  苏州枫华学校 
杨思妤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李智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廖泊伊  苏州枫华学校 
彭逸轩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9 名 

孙海宜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张湉易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葛浚喆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唐雨珊  苏州枫华学校 
山云滔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周琪一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许天成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傅恺宸  苏州枫华学校 
石允涵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15 名 
陈云开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马浩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徐兮语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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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思媛  苏州枫华学校 
卢嘉懿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金绣妍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张铭瑄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王煜吉吉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毛旭东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梁家豪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乐朱桓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顾芸榕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赵蔡怡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翁谠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刘炫  苏州枫华学校 

 
 

【浙江赛区】 
 

一等奖 3 名 
朱学谦  金华第一中学 
盛德娇  金华第一中学 
楼奕凡  杭州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6 名 
聂才皓  杭州外国语学校 
徐嘉琪  金华第一中学 
孟秋惠  杭州外国语学校 
金诗怡  杭州外国语学校 
翁有容    杭州外国语学校 
盛晓艺  金华第一中学 

 
三等奖 12 名 

徐博  金华第一中学 
许宇辰  杭州高级中学 
应雨新  杭州外国语学校 
何樱  杭州外国语学校 
刘睿祺  杭州高级中学 
舒文雯  金华第一中学 
唐梅令  杭州外国语学校 
王涵  杭州外国语学校 
刘艾嘉  杭州外国语学校 
严哲宇  杭州外国语学校 
蒋乘易  杭州高级中学 
李哲君  杭州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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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赛区】 
 

一等奖 1 名 
徐可航      湖南省株洲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1 名 

欧阳安南    江西师大附中 
 

三等奖 5 名 
李思懿      江西师大附中 
邱义杰      江西师大附中 
陈子阳      江西师大附中 
熊雨菲      江西师大附中 
涂奕如      江西师大附中 

 
 

【广东赛区】 
 

一等奖 10 名 
高舟扬   深圳市高级中学 
严奕宁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石天熠   广东碧桂园学校 
钱思雨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黄美黎   深圳万科梅沙书院 
余盈盈   广东碧桂园学校 
郑牧溪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周子琛   广州华美英语实验中加学校 
孟鹤容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金元琪   广东碧桂园学校 

 
二等奖 18 名 

周雅越   深圳实验学校 
黄际如       广东碧桂园学校 
王映姗   深圳百合外国语学校 
黄馨宁   深圳外国语学校 
王泽宇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马文婷   广州外国语学校 
詹安琪   深圳中学 
赵翼航   深圳中学 
董乐安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张昕璇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黄方睿   广东碧桂园学校 
谢如佳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润嘉   深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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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一怡   深圳中学 
项震   深圳中学 
黄俊森   深圳万科梅沙书院 
程梓轩   深圳万科梅沙书院 
刘婧琦       广东碧桂园学校 

 
三等奖 24 名 

吴雪纯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李佳琪   深圳万科梅沙书院 
钟伊雅   广东碧桂园学校 
梁蔚君   深圳万科梅沙书院 
段依然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炜均   广东碧桂园学校 
常馨友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罗咏芯   广东碧桂园学校 
林希予   福州高级中学 
唐恬   深圳外国语学校 
陈乐儿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林霖   广东碧桂园学校 
于滢嘉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韩佳淇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蔡美兮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一诺   深圳万科梅沙书院 
罗啟燊   广东碧桂园学校 
陈嘉翌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陈映蓉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张李婧怡  广东碧桂园学校 
屈芳渝       广东碧桂园学校 
李思桦   深圳讯得达国际书院 
罗兆壹   深圳中学 
彭梓芊   广东碧桂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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