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组决赛名单

昵称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分组/分类

雷子墨 雷子墨 桂林市阳光学校 侯辉 我家的客厅+雷子墨+桂林市阳光学校+3D设计 小学组
WN666 王宁 柳州市德润小学 杨美英 夏天肯德基冰冷商店 小学组

南汐 樱 汐子 罗慧煊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下午茶罗慧煊柳州市~学小学组 小学组
3DOne用户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悠闲的下午茶 小学组
诺小帅ykI8 黄以诺 桂林市凤集小学 黄以诺+桂林市凤集小学+休闲吧台 小学组

英圣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午后时光 小学组
农思鸿 农思鸿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混合大餐 农思鸿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小学组 小学组

3DOne用户 岑宝儿 桂林民主小学 岑宝儿+小学+杯子+小学组 小学组
красное знам 罗格 梧州市新兴小学 唐易永 罗格+梧州市新兴小学+波罗的海最后的战斗 小学组

.饕餮. 陈定锐 梧州市新兴小学 唐易永 荷花杯 小学组
3DOne用户 余悦尓 广西省桂林市育才小学 余悦尓+桂林市育才小学+可爱草莓杯子+小学组 小学组
3DOne用户 黄艳群 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 黄艳群 《水杯与电脑桌》滚金橦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小学组 小学组
3DOne用户 柳州市德润小学 杨美英 冰凉一夏 小学组
3DOne用户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星巴克杯子 小学组
聂兆谷123 聂兆谷 梧州市新兴小学 杯子 小学组
3DOne用户 王子涵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桌子上的小甜点 王子涵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小学组 小学组
3DOne用户 赵明睿 广西桂林市乐群小学 赵明睿+乐群小学+家具 小学组
3DOne用户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精致的下午茶 小学组

151****2208 黄希欣 新兴二路小学 黄希欣 梧州市新兴二路小学 小学组 陈彦凝 《爷爷的紫砂杯》 小学组
骆宇祺 骆宇祺 南宁市北湖路小学 张满帅 陶艺古董店 小学组

3DOne用户 田善源 柳州市东环小学 雷向媛 杯子 田善源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小学组 小学组
龙腾天下 谢俊贤 梧州市工厂路小学 刘婉清 谢俊贤+梧州市工厂路小学+南山杯 小学组

3DOne用户 包函嘉 桂林市育才小学 我的小书桌+包函嘉+桂林市育才小学+小学组 小学组
3DOne用户 柳州市德润小学 杨美英 甜蜜的周末 小学组
雷向媛老师 雷向媛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杯子 雷向媛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小学组 小学组
3DOne用户 桂林市中华小学 桌子上的水杯+庾亚熙+桂林市中华小学+小学组 小学组
3DOne用户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用来喝下午茶的杯子 小学组

煊宝 陈雅煊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下午茶杯陈雅煊柳州市东环路小学小学组 小学组
3DOne用户 黄艳群 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 黄艳群 《看书》王思凯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小学组 小学组

T-025 王钰竣 柳州市德润小学 杨美英 休息室 小学组



3DOne用户 黄艳群 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 黄艳群 《休闲时光》覃敬恒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小学组 小学组
151****2208 黄希欣 新兴二路小学 杨媛仪 陈杨予 梧州市新兴二路小学 小学组 《哆啦A小梦的杯子》 小学组

北湖1号 陈科名 南宁市北湖路小学 赵福来 南宁市北湖路小学  陈科名 小学组
3DOne用户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悠闲的下午茶 小学组
3DOne用户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杯子 小学组
3DOne用户 周长羿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媛 橙汁快餐周长羿柳州~学小学组 小学组
3DOne用户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雷向缘 汉包 橙汁 小学组
3d one学者 兰云舒 南宁市北湖路小学 潘爱丹 笔筒 小学组

李曼睿 李曼睿 南宁市北湖路小学 麦彩丽 杯子 小学组
黄景添 黄景添 梧州市新兴小学 杯子 小学组

初中组决赛名单

昵称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分组/分类

黄祺钧 黄祺钧 钦州市第六中学 钟佩余 黄祺钧+钦州市第六中学+笔筒02 初中组
苏晓洁 苏晓洁 钦州市第六中学 何建秀 苏晓洁钦州六中笔筒 初中组
苏晓洁 苏晓洁 钦州市第六中学 笔筒 初中组
陈永桓 陈永桓 钦州市第六中学 钟佩余 陈永桓+钦州市第六中学+创意笔筒 初中组

3DOne用户 孙泽浩 桂林任远中学 笔筒+孙泽浩+桂林任远中学+初中组 初中组
陈炳希 陈炳希 钦州市第六中学 钟佩余 陈炳希+钦州市第六中学+创意笔筒 初中组

3DOne用户 农欣怡 广西南宁市第一中学 赵丽 笔筒 农欣怡南宁市第一中学 初中组 初中组
3DOne用户 唐昊聪 桂林第一中学 唐昊聪+桂林市第一中学+笔筒 初中组

悲凉 刘航宇 柳州市壶西实验中学 刘航宇+柳州市壶西实验中学+书桌笔筒 初中组
张书铭FFb3 张书铭 钦州市第六中学 何建秀 张书铭+钦州市第六中学+笔筒 初中组

农成威 农成威 钦州市第六中学 何建秀 钦州六中 农成威 笔筒 初中组
庞雅珂 庞雅珂 钦州市第六中学 何建秀 笔筒 初中组
钟志宏 钟志宏 钦州市第六中学 何建秀 钟志宏钦州市六中笔筒 初中组
黄世豪 黄世豪 钦州市外国语学校 笔筒 初中组

FRFRFRFR 梁笑晨 柳州市壶西实验中学 周鹏 梁笑晨 柳州市壶西实验中学 笔筒 初中组



高中组决赛名单

昵称 真实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分组/分类

nn15z莫俊波 南宁市第十五中学 农华 电吉他 高中组
韦锦元 韦锦元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梁荣珍 韦锦元南宁市三十六中“创造与被创造” 高中组

201907侯志宁 侯志宁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侯志宁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桌面上的齿轮 高中组
3DOne用户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谢先南 机械时代-组装者 高中组

你未来的手机 莫瑞贤 南宁市第十五中学 农华 多功能台灯 高中组
LinFeng翷 宾阳县高级中学 钟小梅 往返齿轮组 高中组

201910黄显峻 黄显峻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谢先南 机械工厂 高中组
胖爷 陈泽松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谢先南 陈泽松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终极制度 高中组

甜甜圈小四 郑丽艳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散落零件 高中组
李凯旋本尊 李凯旋 钦州市第一中学 黄金艳 高中组 李凯旋 钦州市第一中学 露置在野外的飞机引擎维修台 高中组
豪仔1225 桂林德智外国语学校（三中） 莫永锋 齿轮风车 高中组
醴川賢治 李家治 钦州市第一中学 黄金艳 钦州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李家治 电子零件与齿轮 高中组
尹德龙 尹德龙 桂林德智外国语学校（三中） 莫永锋 齿轮大钟 高中组

201908王悦颖 王悦颖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梁荣珍 王悦颖南宁三十六中学中学组 齿轮束腰 高中组
201910蒋宛芙 蒋宛芙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梁荣珍 蒋宛芙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雪花 高中组

石酸酸 石珊珊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石丽珊南宁市第三十六中我的玩具齿轮 高中组
若善 许慧慧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许慧慧南宁市地三十六中学星光广场 高中组

201901黄纪程 黄纪程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黄纪程+南宁三十六中+齿轮自行车 高中组
201907黄桂春 黄桂春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封存的齿轮 高中组

郑文珊 郑文珊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梁荣珍 郑文珊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坠好看的齿轮 高中组
田所浩二114 南宁市邕宁高级中学 黄家 黄子瀚+南宁市邕宁高级中学+齿轮带放置台 高中组

201909韦朝栋 韦朝栋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机器核心 高中组
啊欧 欧桂薇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欧桂薇  南宁市三十六中学 《齿轮》 高中组

3DOne用户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五颜六色的雪花 高中组
黄德正 黄德正 南宁市第四十二中学 叶美辛 奋进的齿轮 高中组

.Charlotte全 甘贯全 钦州市第一中学 黄金艳 《齿轮》  钦州市第一中学 高中组 甘贯全 高中组
201912陈偶然 陈偶然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梁荣珍 齿轮 高中组

3DOne用户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花海中的蝴蝶 高中组
201904罗微英 罗微英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梁荣珍 罗微英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星辰 高中组



啊欧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齿轮 高中组
201902孙春雨 孙春雨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谢先南 孙春雨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星群 高中组

黄文亮P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梁荣珍 生活中的工具箱 高中组
201907雷怀胜 雷怀胜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风景齿轮 高中组

柳雨彤 柳雨彤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修车部件 高中组
3DOne用户 钦州市第一中学 黄金艳 桌子上的齿轮 高中组
3DOne用户 吴华烨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吴英革 吴华烨 南宁三十六中 宇宙齿轮 高中组

曾祥喆 曾祥喆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 梁荣珍 星野千里 高中组
凌维城 南宁市邕宁高级中学 李美玉 凌维城 南宁市邕宁高级中学 齿轮 高中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