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

成绩报告

各位参赛同学：

感谢大家参与 2017 年度英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此次竞赛是英国皇

家生物学会在中国举办的第一届赛事，今年英国赛区共有 7500 名学生参

赛。中国共设有华东、华北、华西、华南、华中 5 个不同的赛区，共有来

自全国 73 个国际学校和重点中学的共计 330 名学生参赛。

本次考试共计 89 道题目，总分为 89 分，全部题型为选择题。得分规

则为答对加分。此次比赛中国赛区最高分为 82 分，是来自南开中学的何

天恩同学。

根据英国所有学生的分数排名，全球奖项分数线如下：

奖项 分数线

金奖 (Gold) 6% 61
银奖 (Silver) 10% 55
铜奖 (Bronze) 15% 49
优秀奖 (Highly Commended) 15% 44
入围奖 (Commended) 15% 38

* 该赛事奖项评分规则如下：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入围奖，

奖项将首先按照英国国籍学生的成绩根据既定数量和比例划出得奖分数

线，然后其他国家学生成绩不按照总分排名比例。

中国赛区奖项：

奖项 分数线

金奖 5% 67
银奖 5% 61
铜奖 5% 58
成绩优异奖 15% 49



中英获奖对比：

此次参赛队伍大部分来自高二年级，随着年级的提升，学生知识也越

丰富，因此平均分数也偏高。

奖项
获奖百分比(%)

英国 中国

金奖 (Gold) 6% 10%
银奖 (Silver) 10% 10%
铜奖 (Bronze) 15% 11%
优秀奖 (Highly Commended) 15% 12%
入围奖 (Commended) 15% 22%



参赛学生年级分布：

年级 Gold Silver Bronze Highly Commended Commended 获奖人数 百分比

高三 6 8 4 4 4 26 7.9%
高二 26 21 22 25 40 134 40.6%
高一 1 5 10 12 27 55 16.7%
总计 33 34 36 41 71 215 65.2%

下图为此次比赛各个分数段的成绩分布图

总体来说，中国学生分数主要集中在 30-50 分之间，整体分布相差不

大。高一、高二年级的参赛学生占总参赛人数的 89%,并且成绩十分出色。

总而言之，此次竞赛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希望在未来为更多学生提供更

多更高的挑战，帮助学生打造名校理工科专业申请竞争优势。

英国皇家生物学会

英国素质教育发展认证中心 ASDAN 中国

2017 年 4 月 20 日



附件一

全球金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20300550034 何天恩 南开中学 华北

20300430019 苏泓灏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20200670035 石天熠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300380011 单凯滢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72 赵子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200190017 徐凡 深圳中学 华南

20300550035 王江月 南开中学 华北

20400700002 汪益迪 合肥一中 华中

20200190030 王扬智 深圳中学 华南

20100650064 周小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20300370049 厚文鑫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030007 申远 北京市第四中学 华北

20300110037 付嘉乐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华北

20300430044 张荦嘉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20100640086 朱维尊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300370039 于旸天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400350047 刘子溢 鞍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20200190011 陈宇扬 深圳中学 华南

20300380012 李兆龙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100230046 王尊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320062 齐若曦 至诚学校美国部 华东

20300630084 程佳曦 北京第四中学国际校区 华北

20200190028 孟鸿儒 深圳中学 华南

20300430096 胡云舒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20100790056 杨行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300610075 田浩然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400660001 蔡向濛 重庆南开中学 华西

20400700005 王佳瑞 合肥一中 华中

20100040110 田紫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20100170077 金柏舟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260047 马紫晛 WLSA 复旦附中国际高中课程班 华东

20100770055 韩蕙琳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20300380003 安海歌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全球银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20100170083 盛高安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790045 秦英倩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110000014 CHELSEA NGAN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200240010 XUEWEN GENG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20300380023 肖博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100290007 赵学森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580103 徐赛琳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400130027 曾诗雨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华西

20100290051 周麟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530054 DONGJU SHIN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100530059 JIHOON SEOG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100560069 丰昊川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110000011 NA YOUNG JIN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200590001 姜铧凌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20300380059 曹羽泽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400700007 谢宇轩 合肥一中 华中

20400700018 徐松陶 合肥一中 华中

20100170102 鲁智元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10000002 ANNE ZIMMER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300370056 张文鹏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400700004 宣舒亚 合肥一中 华中

20100780001 张奕晗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200330021 高舟扬 深圳市高级中学 华南

20300380032 邓通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40 赵谦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28 杨峻豪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100170119 傅晨炼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530050 YOUNJI JUNG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100650101 曹明然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20200670045 金元琪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400020044 覃靖璇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华中

20400360033 吕墨钰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400360034 段至朴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400700037 吴卓然 合肥一中 华中



全球铜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20110000001 DANIEL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200190009 黄瑾 深圳中学 华南

20200240005 马逸骋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20300250068 魏铭瑄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20100150033 陈昕悦 上海市建平中学 华东

20100290028 孙静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200540053 YINGHUI WANG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20300370038 李俊霖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70050 李卓洋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16 孙一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63 张诗晴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86 周轩羽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630055 路云帆 北京第四中学国际校区 华北

20200540014 沙子忻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20300060002 乔砫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20300410091 孔婧雅 北京王府学校 华北

20400090041 张辽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20100390079 杨嘉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500037 王辰卿 上海市西中学 华东

20200590012 余弘毅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20300100090 李图南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20300370046 徐唯耀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69 徐翰宁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760029 赵雨田 东北育才学校 华北

20100220070 周怡含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20100220073 瞿晨远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20200590002 蔡尚君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20400360036 潘钰明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100040092 张润琪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20100290032 周邦杰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390067 郭旻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600089 YIRAN LI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100720063 WENYI XU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20200080015 王恺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20400360024 王辛子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400700006 刘鼎元 合肥一中 华中



全球优秀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20100170122 贝昱仪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220085 许谢泽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20100290127 夏雨桐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340018 ZHIJING YAO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20200590003 江山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20200670037 袁思含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300380097 田子为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440066 蒋雨萌 青岛二中 华北

20400090051 龙启瑞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20100290010 何乐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200670050 刘婧琦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300060006 宋相宜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20300070021 王坚实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20300370042 申辰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70052 黄不了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79 刘子坤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400360035 付希萌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400360043 邓胜龙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100170109 周龑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790042 林宜洁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110000008 JUYEON RYU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110000009 MEAGAN TAN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300100101 郑宛铮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20300370048 马艺航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30 李勇颐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100170121 董天辰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580061 梁乃心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100650096 YANHAO CHEN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20100730075 王宣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200190007 程一蕙 深圳中学 华南

20300060005 王云潇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20300370036 宣丁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450095 安耘卓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20300760033 盛云鹏 东北育才学校 华北

20400360038 方洋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400700020 王一鸣 合肥一中 华中

20400700026 曹亦慧 合肥一中 华中



20100290026 吴艺琪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300100093 李祎杨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20300370092 王冠博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750061 苏硕 青岛墨尔文国际学校 华北

全球入围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20100230040 朱倩语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290029 黄湛云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340024 XUBIN SUN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20100500027 施悦辰 上海市西中学 华东

20100500036 顾辰逸 上海市西中学 华东

20100640090 蒋倪君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640111 李成蹊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10000004 DOROTHEA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200570016 郑家楦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20200670036 沈书涵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300060099 刘渊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20300250001 金大任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20300250004 张玥至芃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20300310026 刘育佳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20300370047 李昕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70053 曲泽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70057 张益嘉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400700023 傅承乾 合肥一中 华中

20100290048 徐雨豪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560076 郭子雯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100650123 陈可欣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20200590006 李宗禹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20200670044 付晶晶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300270051 闵笑君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14 张奥雨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100170113 朱妍玥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290011 JIACHEN GAO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290038 廖小乔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650100 冯采艺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20200670052 李炜均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300060031 白宇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20300380024 JIAYING DONG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440087 肖瑶 青岛二中 华北

20400360052 YIWEI ZHU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400700011 陈宝琪 合肥一中 华中

20400700012 付宇微 合肥一中 华中

20300380009 唐泽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100170097 郁龑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530049 王唐百禾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100730104 刘枫宜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100780003 包祎宬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780012 孟起予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300370043 陈欣乔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20 王子屏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70 袁浩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450071 张紫原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20100220124 刘思铭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20100290118 WANFEI TENG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390099 JUNXU PENG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720005 卜雪凡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20200240024 高嘉遥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20200570020 朱佳伊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20200590027 那思敏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20200670039 吴晙姈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300050018 YUMIAO ZENG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 华北

20300370054 刘彦博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440088 姜晓彤 青岛二中 华北

20400700022 查文琪 合肥一中 华中

20400700028 江艺坤 合肥一中 华中

20100290060 RONGHAO ZHANG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640080 李袁昊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710035 陈舒扬 杭州文澜中学 华东

20100730108 席艺柠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100780002 吴逸凡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10000006 WINNIE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200590055 吴怡东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20200670049 钟伊雅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300370045 王美竹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70065 陈彦嘉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450082 李欣玥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20300620081 蔡季潼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附件 2：
中国赛区金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20300550034 何天恩 南开中学 华北

20300430019 苏泓灏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20200670035 石天熠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300380011 单凯滢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72 赵子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200190017 徐凡 深圳中学 华南

20300550035 王江月 南开中学 华北

20400700002 汪益迪 合肥一中 华中

20200190030 王扬智 深圳中学 华南

20100650064 周小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20300370049 厚文鑫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030007 申远 北京市第四中学 华北

20300110037 付嘉乐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华北

20300430044 张荦嘉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20100640086 朱维尊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300370039 于旸天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中国赛区银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20400350047 刘子溢 鞍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20200190011 陈宇扬 深圳中学 华南

20300380012 李兆龙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100230046 王尊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320062 齐若曦 至诚学校美国部 华东

20300630084 程佳曦 北京第四中学国际校区 华北

20200190028 孟鸿儒 深圳中学 华南

20300430096 胡云舒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20100790056 杨行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300610075 田浩然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400660001 蔡向濛 重庆南开中学 华西

20400700005 王佳瑞 合肥一中 华中

20100040110 田紫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20100170077 金柏舟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260047 马紫晛 WLSA 复旦附中国际高中课程班 华东

20100770055 韩蕙琳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20300380003 安海歌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中国赛区铜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20100170083 盛高安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790045 秦英倩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110000014 CHELSEA NGAN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200240010 XUEWEN GENG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20300380023 肖博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100290007 赵学森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580103 徐赛琳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400130027 曾诗雨 重庆外国语学校 华西

20100290051 周麟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530054 DONGJU SHIN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100530059 JIHOON SEOG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100560069 丰昊川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110000011 NA YOUNG JIN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200590001 姜铧凌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20300380059 曹羽泽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400700007 谢宇轩 合肥一中 华中

20400700018 徐松陶 合肥一中 华中

中国赛区成绩优异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20100170102 鲁智元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10000002 ANNE ZIMMER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300370056 张文鹏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400700004 宣舒亚 合肥一中 华中

20100780001 张奕晗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200330021 高舟扬 深圳市高级中学 华南

20300380032 邓通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40 赵谦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28 杨峻豪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100170119 傅晨炼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530050 YOUNJI JUNG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100650101 曹明然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20200670045 金元琪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20400020044 覃靖璇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华中

20400360033 吕墨钰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400360034 段至朴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400700037 吴卓然 合肥一中 华中

20110000001 DANIEL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200190009 黄瑾 深圳中学 华南

20200240005 马逸骋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20300250068 魏铭瑄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20100150033 陈昕悦 上海市建平中学 华东

20100290028 孙静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200540053 YINGHUI WANG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20300370038 李俊霖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70050 李卓洋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16 孙一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63 张诗晴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86 周轩羽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630055 路云帆 北京第四中学国际校区 华北

20200540014 沙子忻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20300060002 乔砫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20300410091 孔婧雅 北京王府学校 华北

20400090041 张辽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20100390079 杨嘉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500037 王辰卿 上海市西中学 华东

20200590012 余弘毅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20300100090 李图南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20300370046 徐唯耀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380069 徐翰宁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20300760029 赵雨田 东北育才学校 华北

20100220070 周怡含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20100220073 瞿晨远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20200590002 蔡尚君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20400360036 潘钰明 武外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20100040092 张润琪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20100290032 周邦杰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100390067 郭旻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100600089 YIRAN LI 上海英国学校浦西校区 华东

20100720063 WENYI XU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20200080015 王恺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20400700006 刘鼎元 合肥一中 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