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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名称 

2023年中国无人机竞速公开赛（上虞站）暨“天健杯”首届全球

无人机樱花林穿越赛  

二、组织结构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二）承办单位 

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人民政府、浙江比翼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三、活动时间及赛道信息 

活动时间：2023年 03月 22日-03月 24日 

地    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中学、章镇镇安山岗樱花

林景区 

竞赛日程 

时间 内容 

 

3 月 22

日 

9：30-11：00 飞手签到、调试设备 

11：00-12：30 午餐、休息 

12：30-13：30 飞手开会 

13：30-17：00 练习赛、测试赛 

 8：00-11：00 资格赛（64 进 32） 

11：00-12：00 午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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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 

12:00-16:30 淘汰赛（32 进 8） 

16：30-18：30 决赛 

 

3 月 24

日 

9：00 参加樱花节开幕式 

10：35-10：40 Freestyle 飞行秀 

10：40-10：50 樱花林穿越赛 

10：50-10：55 颁奖 

注：活动具体时间以现场为准。 

 

赛道信息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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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赛奖金 

第一名 ¥10000 

第二名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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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3000 

第四名---第八名 ¥1000 

注：奖金内含个人所得税。 

 

五、无人机竞速赛实施办法 

1. 定义 

由运动员在地面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操纵多轴无人机按规定路线

进行绕标竞速飞行。 

2. 技术要求 

2.1 无人机以电动机为动力，旋翼的轴数不得少于 3个，动力电

池最大电压 25.5v（6S），模型起飞重量不大于 1kg，轴距在 180-330mm

之间，螺旋桨最大直径为 6inch(15.24cm)。 

2.2 飞行期间不得使用自动驾驶，全程由运动员操控飞行。 

2.3 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运动员应使用以下图传设备参加比赛： 

 TBS RACE图传 

 RUSH RACE图传/接收机 

图传功率不大于：25mw。 

注：参赛选手若使用其他图传设备对同组其他选手造成了影响，

组委会有权要求该参赛选手更换图传设备。 

2.4 比赛中使用的图传按比赛中的号位顺序分为四个数组，组委

会将于官方练习开始时公布。 



5 

 

2.5四轴飞行器最小 40 个 Led 灯(三轴飞行器最小 32 个 Led 

灯)均匀分布，以便从任何方向都能清楚地看到飞机。推荐布局:模型

机臂底部 4 个，顶部 4 个，身体两侧 8 个。 

3. 安全要求 

所有参赛无人机必须设定一个安全的解锁方式使无人机不会因

为任何干扰或者意外操作而起动。解锁设定可以由一个发射机上的特

定解锁开关来执行，不可由操作杆的序列动作来执行解锁（比如把两

个操作杆向右拨到底）。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禁止使用任何螺旋桨

保护装置，螺旋桨必须有防松法兰螺母固定。 

炸机翻转模式（反乌龟模式）：允许在不干扰比赛正常运行且安

全的前提下使用炸机翻转模式。 

设置失控保护：所有飞手需设定失控保护选项。 

 

4. 比赛方法 

4.1比赛分为测试赛、资格赛（64进 16）、淘汰赛（16进 8）、

决赛五个阶段。  

4.2 参赛人数为 64人，4人一组分为 16 组（视当天实际检录人

数减少），每飞行完所有飞手即为一轮，每两轮之间休息 10 分钟以

上，休息期间可以取回检录区的飞机进行调整测试。  

4.3 分组：由裁判组安排飞手在比赛前抽签确认。  

4.4 测试赛 

测试赛共进行一轮。比赛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每组 4人。比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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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信号响起后开始，飞手按照规定路线，在五分钟内不限圈数，五

分钟计时截止后飞手操作穿越机降落到指定区域（飞行期间不可换电

池，炸机不可捡机）。 

4.5 资格赛 

资格赛进行两轮。以测试赛相同小组为单位进行资格赛阶段比赛。

比赛在出发信号响起后，穿越机通过第一个计时门后开始计时，飞手

按照规定路线完成 3圈飞行并记录比赛用时作为该轮成绩（超过 3圈

的时间不计入成绩）。取两轮中用时最短的一轮成绩作为资格赛成绩，

用时短者列前，如成绩相同，则比较用时第二短的一轮成绩，如成绩

仍相同则单独进行加时赛。总排名排名前 16 名飞手进入下一阶段比

赛。 

4.6 16进 8 

进入 16 进 8 阶段的 16 名飞手，以抽签方式分成 4 组进行比赛。

比赛在出发信号响起后，穿越机通过第一个计时门后开始计时，飞手

按照规定路线完成 3 圈飞行并记录比赛用时作为该轮成绩。16 进 8

阶段赛事共进行两轮，取两轮中用时最短的一轮成绩作为 16 进 8 阶

段的成绩，如成绩相同则参照另一轮成绩，再相同则进行加时赛。总

排名排名前 8名飞手进入下一阶段比赛。 

4.7 8进 4 

进入 8 进 4 阶段的 8 名飞手，以抽签方式分成 2 组进行半决赛。

比赛在出发信号响起后，穿越机通过第一个计时门后开始计时，飞手

按照规定路线完成 3圈飞行并记录比赛用时作为该轮成绩。8进 4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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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共进行两轮，取两轮中用时最短的一轮成绩作为 8 进 4 阶段的成

绩，如成绩相同则参照另一轮成绩，再相同则进行加时赛。半决赛排

名前 4名飞手进入决赛。 

 4.8 “追逐王牌”决赛 

决赛在出发信号响起后起飞，飞手按照规定路线完成 3 圈飞行。

累计两轮（无须连续两轮）获得第一名的飞手成为冠军（最多进行五

轮比赛），其他后续排名是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排名总和决定，总排

名低者列前。（1,2,3 [6]将击败 2,2,3 [7]），如出现同分情况，依

照最后一轮比赛名次决定（即 2，2，2[6]将击败 1，2，3[6]）。 

 

5.铁人条款： 

如果这位进入决赛的飞手，在预选赛开始所有小组赛比赛都是第

一的话，那么决赛第一场比赛，该飞手只需要取得第一，即为本次比

赛的冠军。 

6．比赛准则： 

6.1听从赛事总监或赛会指定人员的指示。 

6.2当无人机飞行时，禁止进入赛道区内。 

6.3赛道周围的警戒线规定了飞手区域及观众区域。 

6.4请注意这些警戒线。原则上没有允许不可越过警戒线。 

6.5当在比赛结束后取回无人机时，请确保立即关闭电源，避免

电机意外旋转而带来的伤害。 

6.6请熟悉急救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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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飞手准则： 

7.1只允许在指定区域飞行。 

7.2只允许在指定的时间飞行。 

7.3请确保无人机与飞手区域保持一定的距离。飞得过近图传发

射器就会干扰其他飞手的接收效果。 

7.4比赛结束后，在指定的着陆区域着陆(距离试飞区至少 15米)。 

7.5当其他飞手还在比赛的时候，你必须在把无人机放在指定的

区域内。禁止在任何地方试飞。 

7.6只允许在赛道的起飞区域接通你的无人机/图传电源。 

7.7请不要在飞手准备区以及从飞手准备区走到赛道的路上通电。 

7.8如果需要检查图传或更改频率，必须在非比赛期间进行，并

先获得飞行总监或者比赛总监的许可。 

7.9比赛结束时不要“花式飞行”。 

7.10 正确的体育精神和行为举止应该得到提倡。不良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通过言语或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影响另一名飞手的比赛或

设备。 

7.11不得骚扰行政人员、飞手或观众。 

7.12飞手在比赛中以不正当手段取胜，不服从裁判命令，不遵守

安全规则，行为与比赛项目不相符合的，可以被取消比赛资格。 

7.13如有飞手违反以上任意条款，赛事总监将会发出一次警告，

情况严重且多次违反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赛事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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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在赛事中出现的所有冲突或争端，赛事总监都有最终决定权。

赛事总监同时负责赛事的安全运行。 

8.2 竞赛总监/飞行总监的绝对权力 

在比赛中，可能会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需要立即控制。因此，

竞赛总监/飞行总监有权启动他或她认为必要的任何特殊程序，消除

可能被认为不安全的情况。 

9.比赛规则和比赛方式 

9.1漏门/旗的情况 

飞手必须返回并重新飞越错过的门或旗。飞手应在旗子附近飞行，

以便裁判能够准确评估转弯情况。如果飞手错过一个障碍物，他应该

飞回去重新飞越刚才错过的障碍物。 

9.2穿越门/旗的标准 

门的前平面被定义为开口的内周，垂直于赛道线。穿越机的任何

部分必须突破门的前平面，以便对门进行计数。刀旗的有效高度被限

定在刀旗两倍高度，如超过高度则被判定为未通过刀旗。 

9.3附录 

穿越机不允许从反向通过任意穿越门。反向穿越将取消资格。 

9.4不安全飞行 

在飞手简报期间，赛事总监或飞行总监将通知飞手安全边界（如

果存在）。如果故意飞出安全边界，飞手该回合将被取消成绩。 

9.5比赛期间禁止通电 

未经赛事总监同意，不得在赛场内做通电行为。如果在比赛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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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飞手正在给图传上电，并且赛事总监判定是违规行为，则可以视为

取消资格的理由。 

9.6口头警告 

在取消比赛资格前，竞赛总监会对第一次违规行为给予明确的口

头警告。 

10.比赛开始前 

10.1图传开关 

强烈建议飞手使用单独的图传开关或其他方法接通图传电源。 

10.2准备阶段-待命阶段 

待命期间：所有穿越机在待命期间，螺旋桨必须与地面平行。这

段时间一直持续到赛事总监发出解锁命令为止。 

解锁准备期：一旦赛事总监发出解锁指令，飞手可以调整穿越机

的角度准备起飞。注意：无人机从发射台坠落或掉落的飞手将被视为

起飞失败。 

11.穿越机损坏/无法比赛 

如果飞手在比赛开始前通报赛事总监他们不能起飞，赛事总监可

以延迟 1-2分钟作为“等待时间”，或者将飞手安排到下一轮或指定

的飞行时间进行重新比赛，或者拒绝重飞的请求。每位飞手在每一阶

段赛事中有 1次申述机会。 

12.未及时准备 

赛事总监宣布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应该启动一个 4 分钟的计时

器。这个计时器的目的不是给飞手 4分钟到达终点线，而是给赛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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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权力，一旦达到 4分钟，就可以开始一场没有飞手的比赛。比赛不

必在 4分钟内开始，但这为竞赛主管提供了一个公平的衡量工具来做

出这个决定。 

13.开始比赛 

13.1飞手抢飞或过早启动，这组所有飞手将会得到一次警告，如

再有抢跑取消此选手本轮比赛成绩。 

13.2穿越机不能起飞则飞手退出比赛，不重新开始。 

13.3撞上其他穿越机-官方裁决-淘汰，除非重飞判定规则生效，

否则不得重飞。 

13.4 飞手因其他人通电而丢失图像，通过 DVR 确认情况属实，

可以重飞。 

13.5飞手因不明原因丢失图像则淘汰。 

14.起飞失败 

在资格赛中，如果穿越机在待命期间和发令之前起飞或从发射台

上掉落，则会发出一次警告。如果第二次再犯，飞手的本轮成绩将被

取消。 

在晋级赛中，如果穿越机在解锁期间和发令之前起飞或从起飞台

上掉落，飞手将被警告一次，第二次犯规将取消该轮比赛资格。此外，

整个赛场将收到该轮的警告，比赛将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后，如果有

起飞失败的飞手将被取消该轮参赛资格。 

14.起飞失败指令 

起飞失败指令只能由赛事总监或飞行总监进行。飞手必须继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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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直到赛事总监或飞行总监判定为起飞失败。 

15.持续飞行至哨声响起 

飞手必须继续比赛，除非赛事总监或飞行总监要求重新开始。只

有赛事总监或飞行路线总监可以要求重新启动。飞手应该忽视外面的

影响或观众的欢呼，只遵守赛事总监或飞行路线总监的要求。 

16.错过了起飞失败指令 

如果一个起飞失败的判断指令被赛事总监或裁判错过，并且飞手

或助手在比赛结束后立即向赛事总监报告，（禁止在比赛还在进行的

时候汇报），赛事总监将审查 DVR，判定违规飞手是否从抢跑中获得

优势，并决定是否重赛。 

17.重赛的条件： 

障碍物倒塌（门、旗等） 

赛道上起火（由赛事总监自行决定） 

赛道上有人或其他不安全条件（由竞赛总监自行决定） 

如果障碍物完全倒塌，将重新启动比赛。如果障碍物受到部分影

响 

将由赛事总监做出决定是否重赛。 

18.平局决胜 

如果所有参赛者都撞机，那么比赛的结果将由谁跑的圈数最多或

跑的距离最远来决定。例如:如果发生在晋级赛期间，难以判别胜负，

并且两名飞手都完成了相同数量的积分，那么将在两名坠落的飞手之

间进行一场比赛，以确定最终的位置。比赛将进行一圈，首先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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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 

19.结果 

任何申诉将由赛事总监解决。 

比赛结束后五分钟内，比赛结果将被视为正式结果，除非赛事总

监、计分总监或主裁判要求进行审查，或视频审查程序已制定。 

如果飞手认为在审查结果后可能存在无法解决的差异，并且赛事

总监对原始结果有信心，则飞手可以通过视频审查流程请求视频审查。 

赛事总监、计分总监或总裁判将立即或在下一个可用的比赛间隙，

在不影响比赛的情况下，审查可用的 DVR记录，并提供正式决定。 

在视频审查过程和基于该审查的官方决定之后，修订或重新发布

的结果将在公告后五分钟内被视为正式结果。 

赛事总监保留拒绝制定视频审查程序的权利。 

20.重飞 

一旦第一批所有的飞手都表示图传图像完整稳定，就不会因为视

频问题而在比赛期间或之后重飞。 

唯一相反的情况是，如果有飞手在错误的频道上通电，影响飞手

图传，则可以重赛。由于空中撞击而造成丢失图传信号或穿越机损毁

将被视为类似于“半空中撞击事件”——如果与设备相关的丢失图像

导致裁判无法判断，则重赛将生效，穿越机可能会被要求接受技术检

查。 

21.助手 

在比赛过程中，每名运动员可有一名助手。助手仅可以帮助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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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无人机，拿取设备，观察提示飞行路径，助手不得操纵无人机。

助手可以是另外一名参赛者。 

22.裁判 

在比赛过程中，每个号位至少有一名裁判与该号位运动员享有同

一视频信号。以判断并告知运动员是否完成障碍及犯规等。 

23.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所有。 

 

六、交通路线 

1、 上虞南站（高铁）站步行 10米——乘 618路至上虞火车站下车

——步行 370米至三角站上车乘 606路——章镇镇中学下车 

2、 上虞南站（高铁）步行 490 米——葫芦山站上车乘 603 路至卧

龙天香西园站下车——步行 170 米卧龙天香西园站上车乘 606

路——至章镇镇中学站下车 

3、 上虞客运中心步行 180 米——上虞客运中心绍兴东站（高铁）

站上车乘 216 路——中医院站下车换乘 607 路——至章镇镇中

学下车——步行 30米到达 

4、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步行 300 米机场站上车坐机场大巴绍兴、柯

桥路线——至绍兴（绍兴客运中心站）站下车——步行 220 米

——客运中心西站上车乘 68 路——至都泗门站下车——步行

130 米在迪荡始发站上车——至上虞火车站下车步行 520 米在

三角站换乘 607路——至章镇镇中学下车 

5、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步行 300 米机场站上车坐机场大巴上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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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虞客运中心站下车——步行 570 米在上虞客运中心站换

乘专 2001路——至章镇镇下车 

6、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步行 190 米——栎社国际机场站上车乘坐轨

道交通 2号线（红联方向）——至宁波火车站（C出口）下车—

—步行 280 米至宁波站上车乘坐市郊铁路 S3004 至上虞站下车

——步行 270 米至上虞火车站乘坐 603 路至公铁立交站下车—

—步行 170 米至三角站上车乘坐专 2001 路——至章镇中学站

下车 

 

七、紧急电话： 

匪警 110 

火警 119 

急救中心 120 

道路交通事故报警 122 

天气预报 121 

报时服务 117 

国际人工长途电话 103 

国际直拨受话人付费电话 108 

国内邮政特快专递 11185 

 

https://www.baidu.com/s?wd=%E7%81%AB%E8%AD%A6119&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9%81%93%E8%B7%AF%E4%BA%A4%E9%80%9A%E4%BA%8B%E6%95%8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16 

 

八、酒店介绍 

如归酒店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大桥路 18号（距章镇镇中学 868米） 

价格：约 200元一间/一晚/标间     电话：13806762092 

 

名都商务宾馆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国道 104号（距章镇镇中学 2.1公里） 

价格：约 160元一间/一晚/标间    电话：0575-820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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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景点推荐 

1、 章镇镇张村樱花林 

张村地处上虞区的第二高峰捉鹿竖岗之山脚，翻过上沙岭，虞南

第一村。 

张村的樱花，和宁波市溪口镇发卡湾的樱花，嵊州市金庭镇东风

村樱花谷，都属于早樱。早樱的最佳花期通常在三月下旬，花色淡粉

红色，非常素雅，颖之穿行于樱花树下，落英缤纷，流连不忍离去。 

2023 年绍兴上虞樱花谷嘉年华门票如下： 

  门票价格： 

  成人票：80元 ; 儿童票：40元 

  亲子一大一小套票：110元; 亲子两大一小套票：185元; 亲子

两大两小套票：220元 

  无人机飞越樱花谷体验票：20元每人 

  接驳观光车车票：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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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覆卮山景区  4A景区  绍兴市上虞区东澄村 2号 

覆卮山景区拥有上虞第一高峰，旅游资源丰富，以冰川石浪、

千年梯田、东澄古村、樱桃基地等最为突出。此外，覆卮山景区还

拥有七丈岩、蜂窝岩、乌龟岩、黄岩等奇特象形山石以及众多的溪

流、水库、山泉等自然景观资源。 

冰川石浪：是国内低纬度、低海拔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石浪群，堪

称地文奇观，拥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中国地质科学院韩同林研究

员认为这是形成于 300 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景区内有大浪、

小浪、梅浪、乌浪、响石浪等大小的 12条石浪。依托冰川石浪的“覆

卮山攀浪节”已经连续举办 7 届，其品牌在市内外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已经走出上虞、绍兴等地，向台州、杭州等地辐射，已成为“四

季仙果之旅”——上虞市生态休闲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C%B0%E8%B4%A8%E7%A7%91%E5%AD%A6%E9%99%A2/100908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5%9B%9B%E7%BA%AA%E5%86%B0%E5%B7%9D%E9%81%97%E8%BF%B9/870684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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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梯田：位于覆卮山北坡，拥有至少五百多年历史的二万三千多块

大小不等的梯田二千三百多亩，每一块梯田全部由第四纪冰川遗迹—

—“石冰川”中的岩块砌筑而成。覆卮山景区的“千年梯田”极目远

眺，从山腰铺泻而下，从山脚叠层而上，构成一幅江南罕见的壮丽图

画。 

四堡古村：位于覆卮山景区的山腰以上区块，古屋、古道、古树相映

成趣；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朴，宁静而恬淡，安谧而温馨，宛若人

间仙境。村民们悠然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颇有点“世

外桃源”的韵味，是游客享受乡村慢生活的最佳之地。 

樱桃基地：覆卮山景区樱桃基地的建设，已有近 200 年的种植历史，

是祖祖辈辈人选择的结果。覆卮山景区樱桃基地种植规模达到 1500

多亩，是覆卮山的一大特色，是上虞“四季仙果之旅”开春第一果，

兼具观赏和采摘的双重价值。 

东澄农庄：依托覆卮山景区独特的风景，集高山观光、休闲、四季仙

果旅游于一体，种植有樱桃、杨梅、枇杷、油茶，养殖鸡、鹅、猪等。

其中，樱桃采摘园区面积近 300 亩，精品樱桃—黑珍珠 15 亩，每到

樱桃花盛开的时候，这里便成为花的海洋，来赏花观光的人络绎不绝，

赏花踏青、观千年梯田、攀冰川石浪、吃农家菜肴已成为都市人出游

的新去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5%9B%9B%E7%BA%AA%E5%86%B0%E5%B7%9D%E9%81%97%E8%BF%B9/8706849?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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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盛东坡  电话:15924382610   邮箱：shengdp@ydool.com 

十一、温馨提醒 

请所有参赛选手遵守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在非比赛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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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比赛区域内进行练习试飞。如有违反，一切后果自负。 

 

目前气象表明比赛期间有雨，请大家做好防雨工作。 

十二、飞手名单 

序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省 市 区 

1 余明昊 12 男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 

2 李皓哲 15 男 广东省 广州市 荔湾区 

3 王加庆 23 男 山东省 临沂市 兰山区 

4 何雨瞳 15 女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5 黄建程 23 男 河南省 许昌市 魏都区 

6 刘航宇 15 男 吉林省 长春市 朝阳区 

7 赵烁然 18 男 河南省 许昌市 魏都区 

8 居佳鑫 21 男 浙江省 嘉兴市 海宁市 

9 徐文君 29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10 陈昱圳 14 男 北京市 北京市 西城区 

11 王浩哲 14 男 河北省 保定市 南市区 

12 王荣 34 男 浙江省 绍兴市 越城区 

13 朱传磊 20 男 江西省 南昌市 青山湖区 

14 李林涛 41 男 河南省 郑州市 中原区 

15 蒋永炜 29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海县 

16 武辰轩 11 男 河南省 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 

17 史景天 9 男 江苏省 无锡市 宜兴市 

18 于斌 32 男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19 陈杰 37 男 江苏省 无锡市 滨湖区 

20 付辰昊 18 男 江苏省 常州市 武进区 

21 许威 16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海曙区 

22 吴德锦 24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北仑区 

23 刘荃良 15 男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24 陈德烨 10 男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25 赵懂心 9 男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 

26 董兆昕 13 男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 

27 魏依 11 女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 

28 赵清源 17 男 浙江省 杭州市 下城区 

29 孙乐萱 11 女 浙江省 杭州市 滨江区 

30 胡炳 24 男 浙江省 杭州市 江干区 

31 刘家辉 18 男 福建省 泉州市 晋江市 

32 王维一 26 男 上海市 上海市 松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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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杨雨龙 24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34 严伟 29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35 赵贤才 34 男 浙江省 绍兴市 越城区 

36 翁嘉诚 27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鄞州区 

37 张子成 11 男 浙江省 绍兴市 越城区 

38 张振华 38 男 浙江省 绍兴市 越城区 

39 李蔚 29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江北区 

40 温丹宁  女 福建省 泉州市 晋江市 

41 高火业 29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慈溪市 

42 林泓睿 13 男 浙江省 杭州市 下城区 

43 李东京 19 男 浙江省 金华市 婺城区 

44 关竣仁 14 男 广东省 广州市 越秀区 

45 章益锋 24 男 浙江省 金华市 婺城区 

46 吴雷 32 男 江苏省 无锡市 滨湖区 

47 徐安宁 20 男 云南省 曲靖市 宣威市 

48 许浩 21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象山县 

49 孔海森 20 男 广东省 清远市 清城区 

50 钟丽光 23 男 浙江省 宁波市 慈溪市 

51 
王学斌 21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52 傅超立   27 男 浙江省 绍兴市 越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