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情成就梦想
落实新课改精神  倡导研究性学习  鼓励创新与实践

中学生数理化综合实践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活动官方微信



落实新课改精神

      倡导研究性学习

       鼓励创新与实践

激情成就梦想

活动目的：
为了深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体现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牢固树立

改革创新意识，踊跃投身教育创新实践”及“深化教育改革，

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的指示精神，让创新型青少年

人才脱颖而出，同时也为各高校自主选拔优秀人才提供参考依

据，中学生数理化综合实践活动组委会决定，举办第十二届中

学生数理化综合实践活动。

活动分组：

1.数学：七年级组、八年级组、九年级组、高一组、高二组

2.物理：八年级组、九年级组、高一组、高二组

3.化学：九年级组、高一组、高二组

★第一次将基础知识和创新实践应用能力同时纳入到活动当中，给具有综合

能力的学生提供全面展示的机会

★第一次将计算机信息化技术应用到数学、物理、化学学科考核当中，通过

计算机应用软件，展现学生的观察力和对信息技术的快速领悟力

★运用学科知识，通过亲身体验观察生活，自己动手完成相应学科建模论

文、实验报告，切实吻合了新课标关于鼓励创新实践的精神。现场答辩，充分彰

显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现场应变能力

★前十一届全国近30个省市共计百万余名中学生踊跃参加

活动内容：

（一）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学科能力基础知识展示

（二）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建模论文或实验报告展示

（三）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应用能力展示

（四）中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展示

学术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部分)：

林  群  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数学教育家

王梓坤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中数理化》杂志首任主编

刘若庄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何香涛  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荣权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申怀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新课标（人教版）高二数学主编

刘知新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高凌飚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刘文彪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心琦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化学会前理事长

        国家课程标准高中化学（人教版）主编

高盘良  北京大学教授

        教育部高等化学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冯增俊  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著名学者

        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倪明康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自然科学

        院外籍院士

活动介绍

主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高中数理化》杂志

第一轮时间：

    2019年12月8日

年度总评时间：

    2020年7月



活动流程 奖项设置：

基础知识展示及建模论文或实验报告奖项：“中学生数理化综合实践活

动”省级（直辖市为“市级”）一、二、三等奖

年度总评奖项：

1. 数学、物理、化学学科知识能力展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

2. 创新应用能力展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 个人金、银、铜奖(金奖每年级每学科各1名,奖学金2000元;银奖每年级

每学科各2名，奖学金1000元;铜奖每年级每学科各3名，奖学金600元。）

4. 团体对抗金奖、银奖、铜奖

5. 优秀领队奖

6. 金牌教练员、优秀指导老师奖

7. 优秀组织奖

数学、物理、化学建模论文或实验报告：

一、要求：

①主题不限，题目自拟。

②数学组：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发现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写

成论文并提交。

③物理组：运用所学的物理知识，通过实验解释生活当中的现象或解

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写成论文或实验报告并提交。

④化学组：运用所学的化学知识，通过实验解释生活当中的现象或解

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写成论文或实验报告并提交。

二、论文(或实验报告)的格式要求：

①写作顺序：标题、作者所在省份、城市、学校名称、班级、作者姓

名、联系电话、指导教师姓名、摘要及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②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严格按以下顺序：序号、作者姓名、书名（或

文章名）、出版社（或期刊名）、出版时间或发表年、卷、期号。

③实验报告中须包含实验的目的、构想、步骤、结论，并提供证明实

验结果的数据及照片等。

④字体：各类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用粗宋体；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摘要、关键词、图表名、参考文献内容用楷体；正文、图

表、页眉、页脚中的文字用宋体；英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⑤字号：论文题目用三号字体，居中；正文用小四号字；页眉、页脚

用小五号字；其他用五号字；图、表名居中。

⑥正文打印页码，下面居中。

标题（三号粗宋体）

××省××市××学校××班级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五号楷体）

摘要及关键词（五号楷体）

正文（小四号宋体）

参考文献（五号楷体）

三、论文电子版提交:

①电子稿WORD版按要求提交到各组委会指定邮箱。

    ②电子稿PPT版在参加年度总评时提前交至指定邮箱。

四、说明

①参评论文的作者必须是作品的合法拥有者，具有著作权，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组委会对获奖作品具有无偿展示权、宣传权、使用权。

②参加基础知识展示活动各学科在各省排名前30%

的，均有资格提交学科论文或实验报告，按论文成绩

40%+基础知识成绩60%选拔年度总评的选手。

激情成就梦想

报名阶段：2019年9月-11月

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报名：

①由学校统一组织报名

②学生自行到当地组委会报名

③线上报名请登陆www.isuyang.cn

①地点：由各地方组委会统一安排

②内容：由全国组委会统一命题，分学科、分

年级进行

第一轮活动时间

2019年12月8日

第一轮结果公布时间

2020年1月7日起

①成绩查询

②准备撰写数学建模论文，物理、化学论文或

实验报告

第二轮：撰写论文或实验报告

截止时间：2020年4月30日

年度总评选手选拔

截止时间：2020年6月10日

年度总评时间：2020年7月

①学生自由选题，开放式进行

②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电子版交当地组委会

③各地第二轮活动形式及截稿时间以地方组委

会通知为准 

①以第一轮基础知识展示成绩（60%）+第二

轮论文或实验报告成绩（40%）综合评比，选

拔参加全国年度总评的选手

②由各地组委会统一组织选手报名

内容：基础知识展示/建模论文或实验报告答

辩/ 团体对抗/学习交流活动/创新实践能力展

示/论坛活动/颁奖活动



The eleventh F
ina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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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2—26日，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二十余个省、

市千余名青少年才俊汇聚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角逐第十一届中学

生数理化学科能力展示活动年度总评的各项大奖。展示过程精彩纷

呈，学生们的优异表现受到了教育部、中科院和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

单位相关人士的关注。

年度总评的内容如下：

基础知识展示

数学、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展示活动，考查学生对于学科知识的掌握

程度及灵活应用能力。

数理化论文答辩

分学科、分年级进行，每个学生均需对提交的论文进行答辩，答辩时

自述5分钟,答辩3分钟。

计算机应用能力展示

分学科、分年级进行，数学、物理、化学均需通过计算机操作完成相

应能力考查。

创新实践应用能力

初中电子科技创意——智能清障车

利用电子积木和图形化编程技术完成车辆的外观搭建和避障功能展

示，并按照要求展开竞技活动。

高中电子科技创意——世园会人次统计系统

利用开源硬件、编程软件完成北京世园会某场馆的大门外观搭建和人

次统计功能，并进行竞技活动。

创意纸电路“灵感大爆炸”创客活动

创客教育意在着力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本

次活动让学生使用符合要求的电子器材和工具，根据作品主题，通过硬件

电路搭建、结构件设计、艺术创作等创作出实物作品。让画作与光，电结

合，充分发挥学生的创作乐趣，体验科技的神奇。

机械联动——硬币分拣装置

“以机械装置、创新创造为切入点,加强学生科学、技术、工程能力的培养，提高学

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升学生的技术素养。

团体对抗

以省（直辖市）为单位、3人为代表组成一个队，进行团体对抗，对抗内容包括学科

知识、生活常识等。

第
十
一
届
年
度
总
评
活
动
回
眸

支持单位：

全国中学生数理化名师百人俱乐部

全国高校自主招生与中学教育改革

论坛组委会

江苏省扬中市政府

江苏省扬中市教育局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南京大学

北京友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格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StarLab创客社区)

北京电视台

腾讯网

人民网教育频道

新浪网

▲

颁
奖
现
场

▲论文答辩现场

南京大学



① 开幕式现场
② 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志林先生
③ 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部部长 燕敦验教授
④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力学会科普委员会秘书长  

高云峰先生 
⑤ 中国人民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 旋天颖女士
⑥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副教务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 梁颖教授
⑦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俄罗斯国家教育部终身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倪明康先生
⑧ 北京邮电大学物理系系主任 于丽教授
⑨ 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  赵鸣先生
⑩ 获得团体金奖的同学

现场纪实

⑤

⑨

⑧⑥ ⑦

① ② ③ ④

⑩



黄江梓轩 安徽 七年级 数学

张智翔 北京 八年级 数学

邱思宇 北京 九年级 数学

孙耀辉 北京 高一 数学

黄本熙 广东 七年级 数学

彭瑞璋 云南 七年级 数学

田浩远 北京 八年级 数学

董书玮 云南 八年级 数学

吴柏辰 北京 九年级 数学

陈俊杰 贵州 九年级 数学

岳江宁 山西 高一 数学

武程辉 山西 高一 数学

激情成就梦想

金 奖

银 奖

铜 奖

数学学科知识类

第十一届“中学生数理化学科能力展示活动”
年度总评部分获奖学生名单

申宇环 山西 高二 数学

张中睿 安徽 八年级 物理

张旭博 山东 九年级 物理

马培森 山东泰安 高一 物理

周文博 广东 高二 物理

林旸易 福建 九年级 化学

徐云昊 北京 高一 化学

张耘陌 河北 高二 化学

田桂婷 北京 高二 数学

郭尚韩 河北 高二 数学

李旻昱 安徽 八年级 物理

李则成 北京 八年级 物理

李雨萱 河北 九年级 物理

李盛国 湖北 九年级 物理

李思让 北京 高一 物理

梁洹琪 河北 高一 物理

闫朕 河北 高二 物理

李晓萱 山东泰安 高二 物理

宋鸿曦 北京 九年级 化学

王庆腾 山东泰安 九年级 化学

赵方文 北京 高一 化学

张钰妍 山东 高一 化学

陈桉宇 北京 高二 化学

李浩霖 广东 高二 化学

王欣佳 北京 七年级 数学

王艺璇 北京 七年级 数学

王艺璇 山东 七年级 数学

李浩瀚 北京 八年级 数学

刘一可 山东 八年级 数学

李响 山东泰安 八年级 数学

向楚鋆 福建 九年级 数学

王礼奕 福建 九年级 数学

刘一逸 湖北 九年级 数学

王思齐 北京 高一 数学

刘璇彬 北京 高一 数学

李真 山东泰安 高一 数学

李悦城 广东 高二 数学

李啸冉 河北 高二 数学

郭霖萱 山西 高二 数学

戴盛乐 北京 八年级 物理

孙宇琪 北京 八年级 物理

马福涵 广东 八年级 物理

沈博 安徽 九年级 物理

陈泓瑞 北京 九年级 物理

李羽坤 山东 九年级 物理

辛姝辰 福建 高一 物理

云意凯 湖北 高一 物理

牛佳丽 山东泰安 高一 物理

张明明 河北 高二 物理

郭功昊 山东 高二 物理

冀开来 山东泰安 高二 物理

童铮 福建 九年级 化学

刘镓印 山西 九年级 化学

赵卓 山西 九年级 化学

张北京 广东 高一 化学

唐佳强 广东 高一 化学

万梦林 陕西 高一 化学

王子楚 山西 高二 化学

武可心 山西 高二 化学

周佳华 山西 高二 化学

黄江梓轩 安徽 七年级

党健铭 北京 七年级

陈厚聪 北京 七年级

张苏旸 北京 七年级

王一帆 北京 七年级

尚欣宇 北京 七年级

袁小涵 北京 七年级

贾一帆 北京 七年级

王欣佳 北京 七年级

粟元鸿 北京 七年级

姜若曾 北京 七年级

王研覃 北京 七年级

韩逸轩 北京 七年级

王艺璇 北京 七年级

赵宇宸 北京 七年级

杨倩语 北京 七年级

王庆涵 北京 七年级

陈玮航 福建 七年级

沈鲸琴 福建 七年级

于帆 福建 七年级

黄本熙 广东 七年级

钟焱坤 广东 七年级

袁铨 广东 七年级

王艺璇 山东 七年级

贾奕禛 山西 七年级

靳怡宁 云南 七年级

彭瑞璋 云南 七年级

田浩远 北京 八年级

李浩瀚 北京 八年级

张智翔 北京 八年级

许奕炀 福建 八年级

梁福豪 广东 八年级

刘一可 山东 八年级

杜奕锦 山东泰安 八年级

李响 山东泰安 八年级

董书玮 云南 八年级

金银铜奖获奖名单

学科知识类一等奖获奖名单

邱思宇 北京 九年级

王思齐 北京 高一

孙耀辉 北京 高一

任希晗 山东 高一

李真 山东泰安 高一

张悦义 山西 高一

岳江宁 山西 高一

武程辉 山西 高一

田桂婷 北京 高二

郭尚韩 河北 高二

申宇环 山西 高二

郭霖萱 山西 高二



激情成就梦想

化学学科知识类

物理学科知识类

李旻昱 安徽 八年级

张中睿 安徽 八年级

戴盛乐 北京 八年级

李则成 北京 八年级

孙益恺 北京 八年级

孙宇琪 北京 八年级

郑辰晔 福建 八年级

马福涵 广东 八年级

种超 山东 八年级

黄浩哲 陕西 八年级

张旭博 山东 九年级

李思让 北京 高一

辛姝辰 福建 高一

梁洹琪 河北 高一

李念燊 河北 高一

云意凯 湖北 高一

马培森 山东泰安 高一

牛佳丽 山东泰安 高一

田野 山东泰安 高一

井立恒 山东泰安 高一

杨奕杰 山西 高一

宋鸿曦 北京 九年级

林旸易 福建 九年级

王庆腾 山东泰安 九年级

徐云昊 北京 高一

赵方文 北京 高一

张北京 广东 高一

唐佳强 广东 高一

秦麒森 河南 高一

张钰妍 山东 高一

成瑞福 山东 高一

陈桉宇 北京 高二

黄江梓轩 安徽 七年级

范锦舟 安徽 七年级

曹睿文 安徽 七年级

朱修平 北京 七年级

刘海岳 北京 七年级

张可欣 北京 七年级

陈厚聪 北京 七年级

张苏旸 北京 七年级

蒋誉航 北京 七年级

王欣佳 北京 七年级

马铭泽 北京 七年级

熊宥丞 北京 七年级

王艺璇 北京 七年级

孙浩诚 北京 七年级

崔津铭 北京 七年级

张莙滟 北京 七年级

张运泰 广东 七年级

孙振铭 广东 七年级

黄本熙 广东 七年级

李光炫 河北 七年级

卢欣怡 河北 七年级

龚忠睿 湖北 七年级

汤璐西 湖北 七年级

王可心 湖北 七年级

纪智涵 山东 七年级

王艺璇 山东 七年级

仇忆童 山东 七年级

王平男 山东 七年级

解景丞 云南 七年级

彭瑞璋 云南 七年级

张宸恺 云南 七年级

张笑涵 安徽 八年级

公昕烨 北京 八年级

田浩远 北京 八年级

何香龙 北京 八年级

张智翔 北京 八年级

孙一鸣 山东 八年级

董书玮 云南 八年级

曾新皓 云南 八年级

李旻昱 安徽 八年级

张中睿 安徽 八年级

孙嘉忆 北京 八年级

戴盛乐 北京 八年级

周沛然 北京 八年级

李则成 北京 八年级

孙宇琪 北京 八年级

许博轩 北京 八年级

胡彦瑜 湖北 八年级

李城烨 山东 八年级

李佳冉 山东 八年级

张思琦 山东泰安 八年级

黄翔宇 陕西 八年级

李谞涵 云南 八年级

梁馨月 陕西 九年级

张琬卓 北京 九年级

李盛国 湖北 九年级

郝心源 北京 九年级

邵怡苒 北京 九年级

杜好 山东 九年级

张寒睿 北京 高一

杜修阳 北京 高一

刘璇彬 北京 高一

陈浩森 福建 高一

赵景良 河北 高一

张昊星 河北 高一

王鹏 山西 高一

李绍为 山西 高一

李彦宗 山西 高一

李思让 北京 高一

周锦阳 北京 高一

李芳瑜 北京 高一

李俊豪 福建 高一

周子睿 河北 高一

王瑞阳 河北 高一

张嘉铭 河北 高一

梁洹琪 河北 高一

刘泽文 山东 高一

赵轩 山东 高一

刘小荣 山东 高一

马培森 山东泰安 高一

牛致远 山东泰安 高一

万子钰 北京 高一

张云哲 北京 高一

徐云昊 北京 高一

创新实践能力类一等奖获奖名单

杨赛 北京 高一

赵方文 北京 高一

翁含之 福建 高一

田子骜 河北 高一

尹泽怡 河北 高一

李俊庆 山东泰安 高一

孟德嘉 山东泰安 高一

柳臣安 山东泰安 高一

巩树丽 山东泰安 高一

万梦林 陕西 高一

田桂婷 北京 高二

赵普 北京 高二

徐文蔚 北京 高二

李悦城 广东 高二

朱旭升 广东 高二

申宇环 山西 高二

周文博 广东 高二

郗紫凡 陕西 高二

周家辰 北京 高二

张凉硕 河北 高二

沙东超 河北 高二

袁博 河北 高二

张耘陌 河北 高二

武可心 山西 高二

杨佳月 山西 高二

李浩霖 广东 高二

张耘陌 河北 高二

王子楚 山西 高二

黎博航 广东 高二

周文博 广东 高二

闫朕 河北 高二

郭功昊 山东 高二

冀开来 山东泰安 高二

李晓萱 山东泰安 高二



Join us

中学生数理化综合实践活动组委会联系方式:

 电  话：丁老师   18710027590   010-62205108
                  高老师   15210738981   010-62200406
                  尹老师   13810577183   010-62200299
         王老师   13651045108   010-62202861
官方网站：www.isuyang.cn

京师AI联考2020届高三联合质量测评

京师AI联考高中联合质量测评是由北京师范

大学举办，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北师大

社）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提供科研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集团期刊社承办，全国各省市重点高中共同参与的

全国性联合质量测评项目。

一、举办单位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期刊社

中学生数理化综合实践活动组委会

二、活动特色

1.学习能力颠覆式的改变，分析能力质的飞跃

2.享受世界学术资源的愉悦

3.助力名校申请，提前取得大学学分

4.浸入式校园学习，真实的留学生活体验

三、招生对象

全面发展、品学兼优，有志于深入探讨和研究数据

科学、有留学意向的九年级—高二年级的中学生。

报名对象：2018年全国高考Ⅰ卷、Ⅱ卷、Ⅲ卷使用

省份的应、往届高三学生。

报名方式：以学校为单位，不接受个人报名。

报名时间：2019年8月20日-2019年11月20日

咨询电话：010-58573029（余老师、巩老师）、   

          010-58807872（范老师）

联系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

          北京师范大学科技楼220室

 2019-2020年度高三联合质量测评规划

测评时间 测评目的 考试科目

2019年12月25-27日
  诊断：针对系统复习效果进行学情诊断,

        助力薄弱环节强化训练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生物、历史、地理、政治

2020年2月12-13日   预测：助力高考冲刺复习调整与方向把握 语文、数学、英语、文综、理综

2020年4月1-2日   押题：聚焦考前专项训练，提高命中率 语文、数学、英语、文综、理综

精准服务  助力高考

活
动
官
方
微
信

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0年1月19日—2月2日

地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11月20日

五、联系方式

尹老师：010-62200299

王老师：010-62202861

高老师：010-62200406

丁老师：010-62205108

网址：www.isuyang.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8号庆亚大厦A402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2020寒假学分课程

进名校  拿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