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7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参赛名单

代表队 项目编号 参赛队名称 项目类型 竞赛组别 项目队员 指导教师

北京市 BJF17012 北京小学fll战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宋昕岳、张涵一、武雨安、江依阁 张军、刘艳明

北京市 BJF17098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赵浩楠、张笑闻、刘易然、马赫 崔更新、梁潆

北京市 BJF17009 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初中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冷英瀚、崔秀晶、傅鑫昕、谭博曦 杨淼、贾景会、张德全

北京市 BJF17010 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高中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张嵘昊、崔子庄、孙德宇、马骥 杨淼、张德全、贾景会

天津市 TJF17065 Dohko-ShiRyu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郑春馨、白煜然、宋麟锐、李珂宇 吕晓龙、邓瑞君

天津市 TJF17030 塘沽五中机器人小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李盛忻、李孟禹、张月臣、孙宇昂 刘学瑞、任义玲、赵艳伟

天津市 TJF17062 天津市天津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于靖桐、赵凌杉、孙沐涵、覃宇经 曲维利、罗杰锋

河北省 HEF17003 维度创客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杨光煜、王圣惟、赵东宇、刘雨泽 郭金秋、孙兆国

河北省 HEF17069 凌风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黄伟恒、康乐炜 马洪川

河北省 HEF17026 梦三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李江炜、郭珊、张国庆、张睿钰 王鹤霄、李秋明、石娜

河北省 HEF17108 火立方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赵巳雨、唐健祺、安宁、张文哲 唐立平、黄伟明

山西省 SXF17049 山西省长治市城区惠丰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郝宇珩、郝一诺、关楚凝、吴华兴 鲍军利、李晋元、张艳斌

山西省 SXF17006 兄弟联盟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刘鑫阳、陈星宇 潘峰

山西省 SXF17004 夕阳红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刘睿捷、苏颖泽、蒋昀珂、毕玉婷 贾幕煜、程凤莲、李莉

山西省 SXF17106 KING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张哲源卿、张梓桐 张鹏、谭韬

内蒙古自治区 NMF17056 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第三小学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武沛劼、刘锦松、何怡君、白家宝 杨鹏、刘永青、剧锦岳

内蒙古自治区 NMF17101 巴彦淖尔市科技馆小学组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郝柏臣、郝泽霖、李兆轩 袁野、吕纪苇

内蒙古自治区 NMF17064 巴彦淖尔市青少年科技馆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王漠楠、赵方识、李锦阳 袁野、吕纪苇

内蒙古自治区 NMF17071 巴彦淖尔市科技馆高中组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高玮佳、韩方超、李昊 袁野、吕纪苇

辽宁省 LNF17087 沈阳铁路第五小学精英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李梓维、史峻恺、栗世祺、贺士铭 戴永利、郑宏、张舟

辽宁省 LNF17086 沈阳市南昌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杨谨瑞、马铂凯、赵尔东、徐崇伦 刘文会、郑宏、杨佳妮

辽宁省 LNF17088 抚顺二中泳博之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王泳好、孙泓博、王昱衡、田丰睿 郭新宇、张德维、郑荣

吉林省 JLF17038 鹰击长空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姚冲、王楚铭、马铭阳、王锐迪 张健、麻云丰

吉林省 JLF17110 吉林省青少中心机器人工作室FLL小学组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徐健然、刘峻豪、吕明桥、孙英竣 李季远

吉林省 JLF17035 谁与争锋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严铭琦、王一舜、赫俊博、高鸿天 麻云丰

吉林省 JLF17109 吉林省青少中心机器人工作室FLL初中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朱芮瑶、徐屾喆、安威翰、姜舜译 李季远

吉林省 JLF17034 吉林毓文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刘瀚璘、张起华、陈彦伯、薛宇淳 韩奇、王旭、陈希勇

黑龙江省 HLF1707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小学组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耿祺元、石起赫、耿秦杨 倪晶、刘晓东、耿立东

黑龙江省 HLF1706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初中组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宇文靖康、刘中和、刘丁银、潘冠汐 倪晶、刘晓东、刘万涛

黑龙江省 HLF1706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高中组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杨轹丹、孟铎轩、温子敬 倪晶、刘晓东、钱振海

上海市 SHF17096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张敬喆、时泓、霍浩翔、何矞霖 王晓俊、卜龙海

上海市 SHF17011 上海FLL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王彦超、卫时俊、朱晟源、吴昀哲 瞿超

上海市 SHF17074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刘韵嘉、郭弈、傅捷、傅韵竹 胡福东、曹峰、陆梅东

江苏省 JSF17068 江苏省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丁韵铖、沈宇含、李相涵、赵子墨 朱成名、施婉真、石文智

江苏省 JSF17082 南京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张海涛、费楷晨、张予博、许克寒 王璐、郭荣辉、冯晓莉

江苏省 JSF17050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代表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徐晓琦、陈凌、尤逸斌、张子棠 郭文君

浙江省 ZJF17024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何欣晨、范晓泽、孔象象、谭希伦 叶建胜

浙江省 ZJF17018 鄞州实验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胡乔钧、金嘉铭、蔡宇、王晟源 张力、胡勤俭、王品

浙江省 ZJF17016 杭州第四中学EDC社团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虞楚阳、宋世钦、顾乾弘、吴易寒 熊琰章、郦晟波

安徽省 AHF17073 合肥市芙蓉小学3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彭裕祺、李扬、叶子轩、徐文凯 王一鸣、彭正

安徽省 AHF17057 合肥三十八中代表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解思源、李润哲、欧宇欣、徐郅韬 宣守西、梁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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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AHF17053 合肥市第八中学FLL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范曦原、刘宇辰、王子翔、樊成刚 胡波、胡晨、王慧敏

福建省 FJF17021 晋江市心养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吴铭堃、庄天祥、许亦飞、王麒焱 许绵绵、丁双桑

福建省 FJF17099 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实验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陈奕璋、詹宇轩、蒋隆桦、罗浚 蒋际君、吴章文、张学丹

福建省 FJF17017 福建省莆田擢英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朱法哲、张思涵、江帆、张陈扬 林海潮、朱建亭、高武皇

福建省 FJF17036 厦门六中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简睿天、陈宗朋、吕永琪、陈翊维 段俊、郑伟志

江西省 JXF17055 乐趣学堂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朱铭予、汪峻宇、邓楷泷、杨成晢 邓逸伦、张慧敏、林翔宇

江西省 JXF17041 江西吉安二中永叔路附小联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何诺炫、黄仪雯、王裕卿、周芾 刘海涛、毛飞

江西省 JXF17045 南昌趣搭搭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黄紫娟、熊思豪 黄泽平、杨禹

山东省 SDF17081 麦田麦田勇往直前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鞠子毅、翟昭涵、赵一鸣 于润泽、梁峰、林俊杰

山东省 SDF17080 锐勇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徐苗、田沐钊、时恭瑞、郭子昂 刘文玲、刘方波、孟祥明

山东省 SDF17079 临朐县第一中学FLL代表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窦锡平、谭兵、张昊、张广源 王波阳、张洪胜、刘亮

河南省 HAF17061 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中心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任家腾、赵智辰、高硕、张宇鑫 王春山

河南省 HAF17102 河南省青少年机器人俱乐部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任玥宬、张钦贺、茹思睿、孙晨旭 张冰

河南省 HAF17043 郑州二中联盟一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汤尊云、张曦天、李佳岳、孔淇 徐跃飞、常泱泱

河南省 HAF17031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张翰泽、王家乐、陶一飞、董振龙 王国军、张红博

河南省 HAF17104 郑州四中恢宏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李振宇、洪怿明、陶华、阴奕哲 贺红波、朱萍

湖北省 HBF17013 荆楚之星代表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肖宇轩、林予乐、高钧霆、管宇轩 李德国、陈诚、龙磊

湖南省 HNF17048 长沙市天心区黄土岭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段雨若、付煜晖、王铭尧 刘俊佳

湖南省 HNF17051 株洲市醴陵市青云学校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张振宇、何佳祺、许智豪 邓展

湖南省 HNF17067 师大附中皓月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梁佩、杨易、樊卓、谢宇翔 谌跃飞

广东省 GDF17040 员村山顶洞人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庞羿、孟榭铮、谢天翼、杨凯淇 王义林

广东省 GDF17103 华工附校启明星代表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路云帆、朱健淳 涂俊强

广东省 GDF17047 广州市第七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吴杰流、陆远智、翁晴、贺靖宇 戴毅津

广东省 GDF17105 乐高之心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李浩宇、方涵、何政龙、陈煜文 王有福、胡观冠、马玉雪

广东省 GDF17028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周子淳、詹礼荣、冯雅彤、沈悦 黄泽源、梁健

广东省 GDF17100 中山市实验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陈军亮、刘建邦、林伟洁、李嘉辉 徐成刚、周丹丹、潘贤俊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F17091 柳州市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乐成机器人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苏昕、伍思哲、莫鑫铭、韦子祺 刁毅、黄永贞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F17085 柳州市乐宝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何泽洋、梁芮宁、孔维超、付云韬 农恩茂、韦皓文、邓晓祥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F17083 桂林市第十九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陈星宇、周政龙、赵渊毅 陈维、魏武华、倪杰

海南省 HIF17029 海口美舍学校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宋俊霆、徐晨越、桂邦盛、胡泽屿 陈良鹏

海南省 HIF17090 SpaceShip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文静溪、刘雨桐、朱茂源、毛晓杰 王彦、吴敏

海南省 HIF17089 海中FILIFILI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张欣健、李怡珊、陈泓儒、吴仙玲 王彦

重庆市 COF17075 重庆原力觉醒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唐新鉴、邹志轩、陈思羽、陈韵洁 苟玖、唐渝、罗绪圳

重庆市 COF17014 重庆市渝北中学校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梅一凡、聂俊杰、谭俊豪、陈家浩 邹才能

重庆市 COF17107 炜俊智奇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吕奇侠、张智行、袁炜博、吴俊果 谭焱、吴键、夏鑫

重庆市 COF17001 重庆巴中思无涯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令狐汉、李博文、唐冕、廖一凡 吴天兵、张飞曜、杨明忠

四川省 SCF17084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小学部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李林轩、蔡嘉伟、李朕、宇泽霖 杨斌霸、成兰

四川省 SCF17059 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初中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吴瑞峰、谢锐阳、都宣儒、张率航 宁小强、刘永成、仇志强

贵州省 GZF17008
遵义市播州区三合镇三合小学FLL机器人代
表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李恒、焦通、王泽榜、郑智灏 石兴刚、郑孟、何文强

贵州省 GZF17005 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刘恩丞、郑乔月、王彬逸、张玄逸 张明腾、杨程、赵福均

贵州省 GZF17037 遵义市第一中学FLL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王斌斌、邬黔波、王贤航、熊德承 陈江、冯驰、杨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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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YNF17019 师大附小、书林一小联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罗点澄、王芷瑜、韩卓宸、顾凌菡 杨林红

云南省 YNF17027 云大附中、师大实验、衡水实验中学联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田瑞铭、郑力杰、王景熙、吴欣桦 张俊

云南省 YNF17058 云南师大附中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赵舒然、龚星润、朱辰捷、张瑞杰 李晓斌

西藏自治区 XZF17046 雪域之翼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尼伟饶丹、王子翔、姚睿博 刘艳宁

西藏自治区 XZF17078 雪域青稞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边巴扎西、旦增强巴、桑杰旦增 马超

西藏自治区 XZF17054 藏地意志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旦增克热、晋美、旦增曲旦、旦增罗布 姬广辉

陕西省 SNF17032 陕西省武功县实验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段昊辰、魏铭昊、张伯涵、梁梓航 段彦科、王水侠、武会荣

陕西省 SNF17093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秦亦沙、谭岳峰、王三维 杨柳

陕西省 SNF17033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李辉、刘锦琦、张志豪、史婉婷 王馨玉

甘肃省 GSF17007 华彩科技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杨述源、牛鹤霖、张鹏文、李铭哲 文龙、宋子沛

甘肃省 GSF17002 兰州市第十六中学代表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张威阳、赵博贤、王昱基、陈星宇 张常荣、吴新宇

甘肃省 GSF17015 兰大附中JET机器人社团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潘明龙、张镕、岳夕雯、高郭天麒 江铁炜、任浩锋、孙雪灵

青海省 QHF17023 青海省西宁市胜利路小学战狼传说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陈子实、李欣瑞、杨谨闻、王泽睿 袁刚

青海省 QHF17052 超凡战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唐俊辉、何振华、秦海通、张宗华 李震寰

青海省 QHF17044 火烽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刘家汝、周宏、杜宗霖、肖焱之 张守胜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F17022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徐睿轲、赵子杰、马鹏屹、赵炜宸 王凯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F17020 梦之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谭敏哲、夏毅、陈琰琪、张洁 李杨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F17039 银川一中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杨涵奇、田垚、司鹏、孙东海 杨建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F17025 新疆克拉玛依市第十四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林子涵、宋孟轩、牟若涤 李锋、苟小钱、张家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F17076 北京师范大学克拉玛依附属学校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彭思博、袁野 陈俊岐、刘丽娟、彭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F17077 皮山县高级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艾则热提艾力·萨伍提、阿布都克尤木
·阿布力克木、阿布杜拉·麦麦提、阿
力木江·阿不拉

唐明先、吐尔逊江·买买
提、阿卜杜扎日·麦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F17094 石河子第一小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孙灏宇、叶宝骏、李晨阳、杨喻涵 高岩、韩忠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F17092 新疆石河子第八中学机器人工作室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夏伟涛、程炜杰、陈力琨、马思宇 姚凤君、陈福延、杜红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F17095 新疆石河子第二中学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徐子豪、谷瑞泽、韩林圻、张津瑞 杨光亮、姚凤君、李显荣

中国儿童中心 ETF17042 七彩奇才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袁露丹、于涵钰、靳浩天、王子睿 谢鹏、王冲

中国儿童中心 ETF17097 丰台五小 FLL机器人挑战赛 小学组 刘曜郡、褚廑和、蔡文渊、谢睿迪 郝劲峰、谢鹏、林玮峰

中国儿童中心 ETF17072 北京四中一七一中学联队 FLL机器人挑战赛 初中组 王翰铭、王英涵、马天宇、杨慕涵 陈泽君、程金龙

中国儿童中心 ETF17066 星火燎原 FLL机器人挑战赛 高中组 杨正、车昊阳、王子怡、张小辰 薛金华、段旭升、刘征

北京市 BJV17048 育民VEX战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赵天琢、吴州童、周笑南、武康钥 权全

北京市 BJV17009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吴怡然、刘浩源、张熠辉、闫舒译 刘鑫

北京市 BJV17063 北京西科交大附中联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韩宇轩、崔衍、刘牧琪、武培钧 沈其中

天津市 TJV17078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张瑞尧、杨家玮、纪汶沛、毕胜 贾南、姚湘君、熊春奎

天津市 TJV17017 Engine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王健、柴宝林、李梦瑶、张雨涵 梁金才、代恒波

天津市 TJV17038 第二南开学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李沅致、沈家鹏、王语涵、杨庆如 谭向华、秦超

河北省 HEV17077 银河战舰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关煦峥、王凯博、刘灏天、王子炜 武会斌

河北省 HEV17021 石家庄市第四中学V-EXcellant战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刘霁萱、高若宇、李浩、田雪毅 王聪、王贺、韩彦海

河北省 HEV17022 智慧手A2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蔡致远、苏伊龙、徐辰宇、刘涵瑞 刘贵营

山西省 SXV17028 太谷二中启航学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李嘉屹、郑世杰、宋振源、杨俊虎 孟康

内蒙古自治区 NMV17055 准格尔旗青少年活动中心VEX小学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王宇庆、樊熙凯、杨程越 王猛

内蒙古自治区 NMV17058 准格尔旗青少年活动中心VEX初中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勾通、闫熠林、高铷晨、刘霁辉 王猛

内蒙古自治区 NMV17057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VEX代表
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赵彤、郭建民 李林、赵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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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LNV17083 沈阳市浑南区浑河站中心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陈祉澄、于贺丞、项小轩、黄恩彬 尹元川、张贞

辽宁省 LNV17081
大连格致中学、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大连市第三十四中学
联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闻楚函、张恩宁、綦英杰、张宇涵 孙运翔

辽宁省 LNV17075 沈阳市外国语学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张越、韩梦麒、佟福晨、王本昊 刘阳、李学彬、陈文涛

吉林省 JLV17036 吉林省科协青少中心机器人工作室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邓斯阳、计元赫、张恒睿、张琰飞 韩明洲、刘雅娜、惠炜

吉林省 JLV17019 吉林省青少中心VEX初中联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王希文、张芷毓、董嘉浩、任泳舟 周志强

吉林省 JLV17042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于可卓、张广括、闫震、韩知泉 成威、张建鹏、张引

黑龙江省 HLV17062 哈尔滨市南岗之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卢建文、唐浩博、姜思宇、刘雨洲 卢鑫、马锋、周思彤

黑龙江省 HLV17037 大庆市28中狼之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张竣翔、张泽昊、孔垂泽、肖宇 赵万兴

上海市 SHV17001 上海福山外国语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易先瑞、胡远航、顾泓宇、邵慧骏 杜少波、汪洋

上海市 SHV17053 上海市梅陇中学VEX机器人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安宇晨、施雨宸、余叶、陶钧霆 周军、张博闻

上海市 SHV17002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周宇旸、时海翔、晏楠瑧、周钰鋆 曹峰、胡福东、陆梅东

江苏省 JSV17034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谢家彦、倪宓宇、夏启航、殷勖翀 韩少勋

江苏省 JSV17087 苏州市平江新城实验小学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许可、朱允祈、朱柏睿、吕元隽 杨军

江苏省 JSV17046 苏州市姑苏区少年宫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张乐天、庞彦圣、步凡、濮金骁 马海运、丁澄艺

江苏省 JSV17045 常州市第一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陆铭、余季淳、王梦超、狄可 韩少勋

浙江省 ZJV17011 宁波市北仑区高塘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赵鑫、周家豪、周熠楣、李宇健 邹信科、顾嘉琪

浙江省 ZJV17016 宁波东海实验学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马进、王南丁、石倬诚、池逸清嘉 虞烈平、李中兵

浙江省 ZJV17012 宁波市北仑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张泓堉、姚寅豪、胡增博、乐炯 徐晨达、邹蓉、许燕叠

安徽省 AHV17056 合肥市南门双岗小学联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耿煜、刘云哲、黄子敖、万衍希 武剑、刘建

安徽省 AHV17095 合肥市安居苑小学vex  A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汪浩涵、张启迪、武岳、胡清云 彭翔、周铭

安徽省 AHV17047 安徽省合肥市第四十二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臧思源、章宇豪、商志宇、孟璟瑢 王波、蔡蕾

安徽省 AHV17102 安徽省合肥市第四十二中学2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朱子杰、谢一帆、钱隆、李子泉 蔡蕾、王波

安徽省 AHV17041 合肥市第八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帅竞贤、袁浩宇、周泽琦、叶霄汉 陈明慧、蒋八满、刘兴山

安徽省 AHV17092 合肥市第八中学8691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张天朗、郑睿涵、许家威、崔娅瞳 刘易之、王钰、陈明慧

安徽省 AHV17104 合肥市第一中学VEX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沈曈、王晓龙、唐函波、单文凯 汤磊、钱晨、鲁先法

福建省 FJV17054 福清市玉屏代表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游斌涛、林明源、林芃硕、吴雨昕 吴剑、郑培云、周庆斌

福建省 FJV17071
福州第十九中学 福州时代中学 创未来机
器人联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张楚涵、谢辰昊、何皓程、翁楚皓 路军、林强、苏燕妮

福建省 FJV17059
福州铜盘中学 福州第八中学 福州外国语
学校 创未来机器人联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何游龙、李力奇、林哲明、林宇灿 林强、刘晔、王春梅

福建省 FJV17089 福建师大附中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黄俊炜、黄星瑞、瞿王诚、郭佳圻 夏洪江、吴建平

福建省 FJV17103 厦门外国语学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郑好、张天烨、王泽峰、江东伯 洪伟东、陈来添、林榕新

江西省 JXV17052 赣州市赣县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邸一石、吴雨桐、满菘航、涂殷 潘文娟、康恭彬、吴芳东

山东省 SDV17080 经五路小学机器人战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孙翊洲、梁孙乾、周楚乾、贾涵博 孙煜、马世昌、张德华

山东省 SDV17069 山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张皓博、顾轩昂、刘璐豪、徐文喆 张策、盖家祥、齐璐璐

山东省 SDV17072 临沂国际学校VEX战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徐心怡、陈靖文、李配贤、宋梓瑄 吕海涛

河南省 HAV17032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东路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郭煊赫、李晨润、周一龙、魏宜航 潘体育、赵亚男

河南省 HAV17049 郑州八中VEX机器人代表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武格非、周千哲、张慧杰、许诺 赵海伟

河南省 HAV17098 郑州市第四十二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晋子翔、何薪鹏、许尧源、杨京儒 罗世平、石毅、程玉琳

河南省 HAV17033 郑州二中联盟二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盖炳辰、赵元士、胡显哲、吴伟博 靳大林、吴鹏起

湖北省 HBV17025 武汉大学附属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任子杰、李想、陈昊龙、李家恒 周勇

湖南省 HNV17035 好小子机器人VEX战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蔡智臣、邓沐阳、刘铮雨、罗哲轩 李玉杰、杨焱

湖南省 HNV17096 湘潭县云龙小学云端机器人战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张鑫乐、张以扬、王楚声 谢水清、方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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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HNV17051 江声八斗战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梁韧、何毅维、田源、刘鸣宇 罗旭、郭利

湖南省 HNV17040 明德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周君洋、黄浩宇、刘奥、刘寒琦 贺建华、薛浩

广东省 GDV17020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李炜、黄梓烨、刘润林、任展墨 肖献华

广东省 GDV17100 佛山南海大沥平地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方宏锋、陈鸿彬、龙展倪、陈昱全 袁永洪、李伯优

广东省 GDV17070 佛山南海盐步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黄嘉勇、黄明政 袁永洪

广东省 GDV17029 意溪中学VEX战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许淇淋、郭子沛、朱晓淇、罗伊炼 张智、廖淑银、丁妙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V17067 智友乐学战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戴领、卢峥、伍泓宇 唐启涛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V17091 智友乐学战队2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罗子昊、卢桂弘 唐启涛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V17068 智友乐学战队1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邓天乐、潘景洋 唐启涛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V17105 南宁市中小学校外教育活动中心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李沂宽、钟奕昕、谢斯琦、刘昊坤 黄志群、李道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V17073 北师大北海附中 BF1024战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蒋路嘉、吴维轩、王宇洋、梁艺腾 杨迪辉

海南省 HIV17084 海南省雄鹰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吴多斌、黄业鑫 廖厚智、周招大

海南省 HIV17085 海南省战狼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关光沐、蔡兴望、周妍 廖厚智、周招大

重庆市 COV17008 龙门浩一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邓铭韬、张盼霖、傅钰雯、梁语婷 谭雪东、段红

重庆市 COV17003 重庆育才中学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胡宇义、胥俊言、刘宇航、周雨菡 任联玮、张莉、田玲娜

重庆市 COV17088 重庆市名校联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李中豪、古博文、魏涵琪 王勇、李麒麟、岑行

重庆市 COV17039 重庆市广益中学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陈文潇、江旭、游金潼、代雨珈 何文晶、廖义员、陈照君

四川省 SCV17060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孙好雨、叶宇涛、周纪竹、覃奕智 魏涛

四川省 SCV17090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实验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尹茂祯、汤秉睿、李承谕、李昊阳 赵永刚、陈龙明、石林

四川省 SCV17074 四川省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马超、楼伟怀、罗欣璐、袁铭均 陈洪明、刘泳

四川省 SCV17086 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校二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刘子恺、叶邦盛、田颜、池谨攸 文希扬、费炀、王诗玥

四川省 SCV17099 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校一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龙昊、刘畅、张皓然、陈海帆 唐丝雨、李玉汝、吴单

四川省 SCV17050 A.I.R-7386A-电科1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何子超、秦扬、刘宜鸣、尹章俨 罗强、敬绍辉、段绪勇

贵州省 GZV17027 向阳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刘雨欣、汪信宏、徐晨妤、赵奔 刘常忠、李荣兵、简义兴

贵州省 GZV17026 贵州科技馆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孙子洋、徐瑞阳、李斯妤、周鑫 沈阳

贵州省 GZV17018 贵州省贵阳市第一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谭星林、丁雯婧、牟俊杰、陈民嘉 段俊松

云南省 YNV17013 三校代表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孙铭阳、张怡智、董建麟、黄行健 倪伟

云南省 YNV17024 云南建水建民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杨翱羽、王猛、李晓柱、李升奥 何志喜、刘红伟、寸玉泽

云南省 YNV17043 云南省开远市第一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应浩瑜、戴玺、曾显迪、陈研 胡兴明、周高阳、普兴强

陕西省 SNV17030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李昊锦、梁麟樟、李曈、康书毓 马文杰

陕西省 SNV17023 西安市铁一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王泽华、聂弘基、刘佳睿、张三乐 唐晨、侯陌阳

甘肃省 GSV17006 秦安县兴国三小代表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贺诗钰、褚济珲、董柯桥、丁贝娜 蔡建民、高海斌

甘肃省 GSV17097 白银区第三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闫平一、蔡麒原、郭铭栋、马康裕 吴贵龙、王立刚、王兆莲

甘肃省 GSV17010 兰州市第三十二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尉翔、毛鸯、周保利、侯可 张天龙、赵建聪、王忠骞

甘肃省 GSV17094 甘肃省兰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庄大山、贠沛庭、程静雯、王博文 刘斌

甘肃省 GSV17004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时海龙、庞智超、李启蒙、肖泉辉 王焱、王恺、王元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V17014 开元启航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张嘉浩、吴樾 叶自强、杨雯、刘晖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V17031 飞跃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王孝、马旭阳、盛浩、段瑞 马小荣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V17015 宁夏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1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杨朔、张宇 赵晓乐、周吉萍、任小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V17066 克拉玛依市南湖小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周小鹏、成雨峰、薛丞奥 王勋年、刘江、张晓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V17005 新疆库车县实验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武诗豪、郭展鹏、阿卜杜拉·吐松、地
力木拉提·热合曼

郑鹏程、陈重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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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V17007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八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王润楷、吴宇哲、王学恒、张明喆 关贵峰、李婉璐、王永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V17101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李浩明、王奥、赵治雄、吕卓权 屈小蕉、李哲、李雪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V17082 第五师机器人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姬鹏飞、刘卓昊 高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V17079 兵团三中机器人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马民心、胡谊玮、刘子涵、席祥坤 蒲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V1707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9团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赵宇辰、杨新乐、于海龙、廖杰 贺智萍、周兴乾

中国儿童中心 ETV17061 北大附小羊坊店五小联队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 曹岩帅、王载宁、王馨阳、董鑫源 孙响玲、任辉、于锡环

中国儿童中心 ETV17065 中国儿童中心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初中组 梁少凡、梁博韬、张照仪、潘银帆 果志、刁文水

中国儿童中心 ETV17064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王子龙、刘凇君、王凯博、李波萱 王东辉

中国儿童中心 ETV17093 北京市八一学校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高中组 朱思宇、任健达、徐昊天、苏靳华 刁文水、李凯悦

北京市 BJR17009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代表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戴致远、马皓轩 秦国强

北京市 BJR17033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李佳骏、张一晨 崔悦、佟婧楠、杨静

北京市 BJR17038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宋源鑫、杨宇瀚 强薇、李一芃

天津市 TJR17097 小金鹰机器人1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彭豫时、刘佳 陈锋、王壮

天津市 TJR17055 北师大天津附中初中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王奕森、刘宇 于旭珩、夏广峰、李鹏

天津市 TJR17054 北师大天津附中高中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康嘉木、陈笑烨 于旭珩、夏广峰、李鹏

河北省 HER17007 神圣使命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刘袆涵、齐晋 田明玉、高景志、何树明

河北省 HER17015 冲锋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陈昱征、李骏贺 龙洋、王长宇、张斌

河北省 HER17019 激流勇进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赵闫康、朱梦启 马涛、许君、马文宣

山西省 SXR17014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寿安里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成铭浩、宋昱坤 高俊武

山西省 SXR17068 忻州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中学初中组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王煜博、赵弘烨 高晓燕

山西省 SXR17114 临汾平阳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张舰洋、程垣霖 许雄伟、李晓宇

山西省 SXR17012 忻州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刘祺、张耀中 周俊山

山西省 SXR17116 临汾平阳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王树斌、范晋豪 许雄伟、李晓宇

内蒙古自治区 NMR17061 通辽市科学技术馆小学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于乃宁、王志禹 谷晓明

内蒙古自治区 NMR17072 通辽市科学技术馆初中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潘恩泽、于翔宇 谷晓明

辽宁省 LNR17090 大连沙区综合技能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解宇浩、金子 申淑瑾、孙卓、高潍

辽宁省 LNR17094 沈阳市第一三四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郑程嘉、刘思显 陈琢

辽宁省 LNR17095 丹东市第二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王乐朋、张恩泽 王林、宋学峰

吉林省 JLR17031 吉林省科协青少中心机器人工作室小学组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王秉铎、唐诩鉴 韩明洲

吉林省 JLR17032 事成机器人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韩亦、费照钧 柏峰

吉林省 JLR17025 吉林一中代表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葛恩瑞、刘展铭 刘喜

黑龙江省 HLR1706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小学组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王浩宇、邓冀扬 倪晶、刘晓东、邓旭晨

黑龙江省 HLR1707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初中组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李欣琦、孟子迪 倪晶、刘晓东、王奇

黑龙江省 HLR17056 哈三中代表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周晓宇、张政 沈雁鹏、刘志升、孙然

上海市 SHR17016
上海市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童心”机器
人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吴正恺、邬皓文 朱丽琴、史加祥

上海市 SHR17010 复旦实验勇往直前代表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朱语涵、高琪麟 马瑾

上海市 SHR17048 复旦实验中学机械先锋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潘文韬、黄世豪 刘生、顾春源

江苏省 JSR17064 常州市花园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王畅、童恒 沈莲、吴碟

江苏省 JSR17065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崔宏、庞威 杨小春

江苏省 JSR17049 江苏省泰州中学代表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李天逸、王逸尘 朱大强

江苏省 JSR17113 南京市金陵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贺宇杰、傅华洋 姚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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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ZJR17026 海盐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全优、周心睿 周叶毅

浙江省 ZJR17029 杭州市建兰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季向骋、胡景淳 陈斯坦

浙江省 ZJR17017 鄞州中学综合技能1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车佳祺、李柯 刘勇、丁伟达、孙琳

浙江省 ZJR17102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何子健、郑浩 孔丽亚

安徽省 AHR17076 安徽省合肥市乐农新村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凌旻昊、汪玺钺 张艳娟

安徽省 AHR17057 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吴思明、孔维文 宋蓓蓓、乔露、刘玫

安徽省 AHR17067 安徽省合肥一六八中学代表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付堃如、刘云龙 王武昌、王常玉

福建省 FJR17021 晋江市磁灶镇岭畔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陈佳豪、陈红奥 陈连火、吴丽玲、王惠标

福建省 FJR17020 福建省晋江市侨声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蔡桦棋、张跃家 苏维宏、鲍小生、王海墘

福建省 FJR17018 福建省云霄第一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汤锦东、张昆斌 朱辉洲、张泗花

江西省 JXR17046 少创小先锋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陈锦泓、田登 徐昌坤、余国军、涂波

江西省 JXR17043 少创先锋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余泰安、赵轩佑 刘勤、彭芳

江西省 JXR17044 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罗逸伦、胡纾旻 李巍

山东省 SDR17085 济南市经十一路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鲁天睿、陈宇轩 管镇

山东省 SDR17098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临朐中学附属初中代
表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杨子锐、刘博睿 袁华

山东省 SDR17096 临朐中学高中综合技能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胡义磊、钟方鸣 张建平

河南省 HAR17037 河南省南阳市油田第五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王思涵、吴宗翰 马媛媛、李志恒

河南省 HAR17110 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陈竞逸、徐欣欣 王婧、杨杰

河南省 HAR17022  郑州市第七十七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查一楠、王易驰 时煊、杨杰

河南省 HAR17036 安阳市实验中学火星机器人代表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熊廷淼、朱鹏飞 何利、吴胜伟、李志浩

湖北省 HBR17035 梅苑YIHE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陈中鹤、王胡懿 熊轶

湖北省 HBR17011 湖北省荆州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谭珺辉、全飞熊 陈伟

湖南省 HNR17084 长沙县金鹰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宋紫玥、伍天杰 曹国斌

湖南省 HNR17062 衡阳市船山实验中学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刘雨洁、杨锟 朱晓飞、蒋颖洁

湖南省 HNR17115 湖南省邵东县城区二中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叶俊峰、谢聃 申涛华、罗梅发

湖南省 HNR17052 湖南省武冈市第二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彭铖栋、银熙隆 何红继、刘辉君

广东省 GDR17023 广东省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许哲桁、程宸 李丰标

广东省 GDR17103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竹苑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曾伟鑫、邓致远 刘文、张满容、李余仙

广东省 GDR17112 广东省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二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李炫彰、刘子牧 李丰标、许冰虹

广东省 GDR17028 汕头市龙湖实验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吴烨南、谢艾洁 徐演生、郭伟江、陈业池

广东省 GDR17101 深圳市福永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蒋卓飞、吴谦 管瑞金、陈锦彬、刘杨杨

广东省 GDR17107 汕头市龙湖实验中学二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陈思羽、林楷腾 徐演生、郭伟江、陈业池

广东省 GDR17024 潇龙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李潇冬、王海龙 曾粤昆、吴清泉、张璇

广东省 GDR17100 中山市技师学院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卢聪颖、李绍铭 苏家伟、何立基、郭杰钊

广东省 GDR17111 中山市华侨中学综合技能一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蔡宇成、杨益 杨正

广东省 GDR17117 水木香山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张水生、李海华 何再芳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R17082 广西柳州市胜利小区第一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邓建斌、韦乐 苏涛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R17106 广西柳州市胜利小区第一小学2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吴浩枫、叶棱楷 苏涛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R17087 柳州市第十五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卢建安、赵文嵘 韦浩、李刚、王前舵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R17091 柳州铁一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吴安国、曾浩海 朱锦锋、温待明、罗贤聪

海南省 HIR17050 昌江青少年活动中心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文笙睿、陈桂槿 谢新国、郭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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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HIR17088 国兴ZHJN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郭俊杰、甄建辉 岑运林、王和鹏、王蔚芈

海南省 HIR17089 国兴中学Fly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林鹏翔、何沅润 岑运林、吴陈金、王蔚芈

重庆市 COR17034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袁梓译、杜潇洵 王显平

重庆市 COR17002 重庆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刘俊豪、李睿涵 田治兰、曾洁

重庆市 COR17074 重庆市暨华中学庆远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潘铭远、蒋明庆 冉建清、陈兴、叶兰弥

四川省 SCR17053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兰一皓、滕芯溢 邓勇、刘东宇、雷毅

四川省 SCR17105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张凯柯、李思蒙 李奕苇、王宇、和建忠

四川省 SCR17073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初中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杨竣翔、甘力心 杜斌、黄奏歌

四川省 SCR17081 成都市树德中学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熊彬淞、廖满文 刘小波、张锐

贵州省 GZR17013 遵义市汇川区第五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王炼行、骆思毅 张睿、茅莉华、罗洋

贵州省 GZR17047 贵州省遵义市第十二中学代表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彭浩伦、夏兴宇 张天辉、田晓、江婷

贵州省 GZR17042 遵义市第一中学综合技能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卢松、赵文欣 杨万金、冯驰、陈江

云南省 YNR1704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春苑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赵鹏耀、周启涵 沈宏超、马希文、周云顺

云南省 YNR17059 官五中天猫队B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刘柏滔、李炎乐懿 付艳、李燕

云南省 YNR17060 官五中天猫队D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江云天、宁中华 陈勇、杨雅涵

西藏自治区 XZR17086 Future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雷宇、索朗杰布 张鹏宇

陕西省 SNR17039 陕西省府谷县明德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张宇轩、韩宇杰 王建荣、杨爱军

陕西省 SNR17045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马翰培、王恒 刘晨

陕西省 SNR17051 陕西省咸阳市实验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王家乐、夏顺心 赵旭辉

甘肃省 GSR17006 临洮县第一实验小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苟惠宁、杨旭 潘亮

甘肃省 GSR17041 甘肃省岷县西寨九年制学校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南童、刘张伟 郝祎、秦芳文、王波

甘肃省 GSR17118 Backfire （逆火）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周圣君、宫嘉骏 魏峰

甘肃省 GSR17008 甘肃榆中职教中心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赵刚、宿涵雲 白佳彩、丁四清

甘肃省 GSR17109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黄磊、王泉 王焱

青海省 QHR17003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旗舰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葛均涵、王振章 张永红

青海省 QHR17004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天牛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张卓凡、骆轩宇 张永红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R17027 宁夏中卫市第二小学综合技能参赛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王梓翔、李嘉铭 黄存勇、何太升、杨政伟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R17058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齐航、杨纪鑫 马敏、杨秀红、刘永强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R17030 宁夏西吉中学综合技能队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李恒强、郭晓娟 康健彪、王星、杨莉红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R17104 宁夏中卫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刘霖、马彬城 王新强、陆春海、李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R17083 阿克苏市第二小学机器人综合技能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王志成、丁键轩 黄小城、赵瑞华、陈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R17080 沙湾县第五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练承霖、邱天 党珂、代平、陈国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R17069 沙湾县第一中学机器人工作室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徐振洋、马杰 党珂、马保山、周琳娜

澳门特别行政区 MOR17075 教業小學综合技能隊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李昊臻、周譯之 潘志輝

澳门特别行政区 MOR17066 澳門粵華中學初中隊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張哲銘、林博維 譚文濤

澳门特别行政区 MOR17071 澳門粵華中學高中隊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劉建宏、陳希宏 譚文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R1709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一团学校小
学组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苏东健、徐思凝 糜靓、李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R1709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一团学校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李东赢、张皓翔 李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R1709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王国博、高云昊 谭中豪

中国儿童中心 ETR17079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张佳业、马博涵 陈曦

中国儿童中心 ETR17108 扬帆远航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小学组 陈熠菲、庄肃涵 张舰、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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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中心 ETR17077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初中组 杨博睿、许弘斌 刘鑫

中国儿童中心 ETR17078 北京市通州区第四中学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 高中组 李嘉乐、王子旋 李杰

北京市 BJO17022 学习珠算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陈艾奇、汤碧琳、刘帝佑 甄奕、闫莹莹、梁玉军

北京市 BJO17070 游泳好伴侣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余嘉翔 韩继彤、李小军、何旭国

北京市 BJO17014 手语灵巧手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姜睿曦 高山、高凯

北京市 BJO17078 百变立方体几何学习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姚家冀、郑子安 刘长焕、李黎明

天津市 TJO17055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刘梓轩、史泽煜 刘凯

天津市 TJO17042 植物实验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杨浩喆 郭莉、郭海光、唐禾

河北省 HEO17030 特制机械手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魏志皋、仲奕龙、马云哲 孙策、刘瑞敏、呼卫东

河北省 HEO17043 玉颜图书管理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耿佳俊、张腾宇、郭木土 马帅、刘贵营、耿宝信

山西省 SXO17002 多罗智能游戏闹钟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郑思凯、王仕杰 张宇

山西省 SXO17035 KrODraw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王彦伟、甄世钰、李昕 冀韦华、张文军、刘世锋

山西省 SXO17068 Tennis Mechanical Arm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张紫萱、施圣哲 王君

内蒙古自治区 NMO17017 防近视书架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郎禹博、尹皓、李昀奇 李鹏程

内蒙古自治区 NMO17053 《数学天才制造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张琪、李敖、翟琳颖 张晶辉

辽宁省 LNO17065 羽毛球机器人教学系统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陈俊其、张宇玥、赵文博 党崇威、刘家彧、邓磊

辽宁省 LNO17063 语言学习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于金龙、杨世宁、张起阳 姚家桢

吉林省 JLO17011 快乐学习答题机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刘小琪、孟禹辰、王祉凯 刘平安

吉林省 JLO17019 智能翻书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于子棋、王鹤霖 张宏鹏

黑龙江省 HLO17026 知么机器人教师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唐艺桐、王奕涵、李尚熠 刘伟、钱琳琳

黑龙江省 HLO17051 多功能化学实验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李柏松、于佳玮、张睿 黄超

上海市 SHO17010 利用自动计时护眼台灯保护视力的探索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蔡嘉恒、连子诚 袁霞

上海市 SHO17033 自动试卷装订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罗宇骅 钱蓓华

江苏省 JSO17028 智能乒乓球教学训练一体机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庞博、丁周辰、孙仲谋 姜孝春、吴怿、朱涛

江苏省 JSO17050
基于RFID射频识别技术的智能多媒体导览
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陆天奕、李施昊 朱新华、黄金如

江苏省 JSO17074 智能茶博士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刘畅、崔凌曦、徐倜 薛翔、程然

浙江省 ZJO17044 校园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杨小钰、刘弈灵 施虹

浙江省 ZJO17060 XChemistry 化学实验小助手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张博越、谢宇晗、吴郁非 沈晓恬、吴瀚

安徽省 AHO17047 算术小天才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杨筱春、丁政元、薛鑫生 武剑、冯涛、胡旭东

安徽省 AHO17037 易文易语聋哑智慧手套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梁益伟、赵敏行、董天悦 董军、鲍雪晶、刘志国

福建省 FJO17039 《我的小书童－－牛牛》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黄仰辉、施劭镛、颜亦凡 许长熊

福建省 FJO17018 学习伙伴——微信“魔镜”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章睿彬 周小林、朱元杰

江西省 JXO17031 我的智能书桌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高郅昊、陈泽鹏、赵舒皓 王晓莉、金颂梅、肖国卫

江西省 JXO17038 智能课桌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徐梓恒、陈衍骏、何茜雯 陈功健、李淑珍、蔡联红

山东省 SDO17058 智能教室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孙昊泽、魏志恒、刘登晨 苏娟

山东省 SDO17056 我的学习伙伴-智能书房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贾子晚、靖雨桐、王为 刘帅

河南省 HAO17032 智能学习管家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崔子轩、郁丰泽、李祉涵 赵中安、马静、陈芊

河南省 HAO17040 智慧教室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郭佳承、吕咏轩、宋尚杰 张鑫

湖北省 HBO17007 钢琴助手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李承骏、林宣羽、喻烨均 余波

湖南省 HNO17024 架子鼓教学辅助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甘湘佳豫、李明泽、李钦 陈玉心

湖南省 HNO17052 智能书包桌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董理、成雨璇、谭皓文 李晴、阳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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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HNO17077 我们的雕塑翻新喷涂修复 机器人助手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吴俊豪、罗之含、汤纪卓 马学品

广东省 GDO17046 尤克里里演奏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杨洁雯、吴冬暄、陈元榕 赵世僖、唐辉宏

广东省 GDO17069 智能炒菜学习系统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潘志文、邢宏宇、梁梓洋 苏文辉、陈晓艺、陈惠瑶

广东省 GDO17072 裱花艺术伙伴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梁力天、朱天立、谭皓仁 梁伟明

广东省 GDO17020
无臂残疾人书写助手 --基于语音智能书写
机械手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张言、李珲 周小江、史妮娜

广东省 GDO17075
STEINS4.0—基于3D打印技术的人形手语
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谢建成、吴昊、郑子龙 徐成刚、周丹丹、蒋晓敏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O17057 纠正书写姿势小助手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李叶泽阳、苏轩毅 叶舒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O17064 传统堂鼓机器人教师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甘增灿、谢旖 黎力、龙艳艳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O17073  专注学习小伙伴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解志宇、张江炎、冷昊轩 吴文龙、蓝荣

海南省 HIO17048 海口市英才小学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吴坤祺、岳智博、程凯旋 林明皓、陈奕刚、黎秀莲

海南省 HIO17049 国学书法小使者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伍人晋、钟珈璐 陈奕刚、温雪艳

重庆市 COO17003 遥控智能书桌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曹歆熠、杨睿灏、左坤洋 罗德能、周伟、谢灵生

重庆市 COO17054 儿童垃圾分类意识培养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杨颖、任浩龙、李晋 马秉睿、蒋华、李东静

重庆市 COO17071 彩虹之眼——自动调色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余昊儒、谭敬文、黄一峰 孙宇新、方建东

四川省 SCO17027 智能多媒体教学风扇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李宇昊、朱天铭、廖泽恺 满天、徐永祥、代乾中

四川省 SCO17059 思而行.错题克星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向韵巧 胡军、李柱贵

贵州省 GZO17013 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柯正洲、周航佳、刘彦庆 付佳玉、刘毅、林能杰

贵州省 GZO17012 多功能智能书桌之New study partner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王子捷、魏江玲、杨昊憬 窦熳、杨金强、苏敏

云南省 YNO17001 我的智能小书桌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李瑶、苏杰、栗刘芮琪 段建羽、陈渊

云南省 YNO17005 智能台灯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马捷诺纳、张是达、卢博宇 杨蓉、李丁旺

陕西省 SNO17016 智能学习台灯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胡楚和 曹秀伟

陕西省 SNO17023 智慧物理新课堂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吴昕鸿、张烜宇、尹文卓 邓小军、谢利斌、赵利霞

甘肃省 GSO17029 3D创意写毛笔字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谢泽一、谢承均、朱劲桦 张建伟、刘俊德

甘肃省 GSO17009 天文地理知识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张伯睿、石善泽、陈俊潼 许燕春

青海省 QHO17036 智能运动伙伴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王若凯、李振棠 贾玲娟

青海省 QHO17006 智能教学书桌学习系统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孙泓彬、孔祥杰、钟浩文晨 张运昕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O17021 我的学习伙伴——科学实验小精灵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罗彤、杨思博、马依杨 张学军、杨艳丽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O17008 未来教室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季晓宇、黄瑞 张永财、何吉元、陈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O17041 折纸工厂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段辰骏、马若琨、孙望博 李麟、王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O17034 小七教学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秦梓航、冶子奕 张欣、林杰、朱亚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O17076 Mr.BOB听写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迪力夏提·阿不都米吉提、杜钰霏 孟宪超、王强

香港特别行政区 HKO17067 學習萬能伙伴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秦定楠、鄭樂恒、簡悅銘 鄭家明、羅琛明、陳韵而

香港特别行政区 HKO17066 超級扶輪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钟汶甫、麦溢濠、蔡启枫 杨镠辕

澳门特别行政区 MOO17015 圣心手语教学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陳浠潼、黃敏華、羅樂琳 戴景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O17061 我的学习伙伴——学习小管家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杨嘉、王锦波 胡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O17062 珠算学习助手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徐雪琪、孙懿轩、侯庆 赵鸿飞

中国儿童中心 ETO17025 教师智能助手机器人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武轶群、周宸、李芸韬 郑雨晴、谢鹏

中国儿童中心 ETO17004 盲文初学机 机器人创意比赛 中学组 陈清扬、孙雨扬、凌梓南 薛晖、刘晓明、谢鹏

北京市 BJW17012 北京市大兴区第三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孟熙哲、张文巧 李魁

北京市 BJW17098 北京市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王兢铎、王思宣 李魁

北京市 BJW17018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南口学校初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高文奇、李彤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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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BJW17019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南口学校高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齐雄伟、王经纬 谷海生

天津市 TJW17029 天津市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高润昊、张宸维 刘铮

天津市 TJW17055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5队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吴昱东、罗文焯 尹锦艳

天津市 TJW17056 天津市第一中学代表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王逸超、王浩添 丁兆轩

河北省 HEW17064 智能渝小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陈靖昊、马砚瑶 杜燕旭

河北省 HEW17050 酷娃创客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李佳和、王熙坤 杨丽馨

河北省 HEW17009 邢台三中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张一龙、赵家宁 杨志

山西省 SXW17026 种蘑菇的提莫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毛文宇、程浩哲 毛晨光

山西省 SXW17008 太原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史熙正、郭芊汛 李清峰

山西省 SXW17017 FLAG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吴梓朝、张宇锟 贾幕煜

内蒙古自治区 NMW17084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南街头
道巷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秦浩轩、刘昊宇 徐英杰

内蒙古自治区 NMW17086 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七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王浩然、王帅东 张杰

内蒙古自治区 NMW17085 内蒙古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王启龙、关宇 姜忠梅

辽宁省 LNW17089 沈阳市大东区二〇五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侯本余、田家安 王沈

辽宁省 LNW17090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王浩宇、吴藩 王欣欣

辽宁省 LNW17088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董子渔、吴家睿 杨晓乐

吉林省 JLW17045 海阔天空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卢冠源、林熙茗 张健

吉林省 JLW17108
吉林省科协青少中心机器人工作室WER小学
组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李博弘、赵前程 柏峰

吉林省 JLW17040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温芳瀚、鲍新宇 赵梅

吉林省 JLW17051 长春七中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袁佳旭、马紫辉 崔岩峰

吉林省 JLW17107
吉林省科协青少中心机器人工作室WER高中
组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程敬淏、史淳元 柏峰

黑龙江省 HLW1707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小学组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钱昊辰、宋朝阳 倪晶

黑龙江省 HLW17075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初中组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张鸣轩、甄睿哲 倪晶

黑龙江省 HLW1707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高中组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刘雨时、鲁晓亦 倪晶

上海市 SHW17002 PPPS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陆洵芊、钱凯漪 卢佳

上海市 SHW17003 活力一队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吕亦安、曹舟彥 周文秀

上海市 SHW17011 上师大附中闵行分校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姚佳敏、肖杨 钱勤

江苏省 JSW17077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胡懿烜、程乾阳 徐婉玉

江苏省 JSW17101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夏逸风、徐子涵 刘玉涛

江苏省 JSW17057 武进区横林初级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朱拂、杨忠明 张健

江苏省 JSW17058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王泽渝、汪万春 戴旭光

浙江省 ZJW17024 宁海城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胡云凯、葛卓辉 王振奎

浙江省 ZJW17100 桐乡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港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钱雨竹、孙誉宸 沈昌达

浙江省 ZJW17021 古城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佘钰舟、潘文宇 朱旭晨

浙江省 ZJW17099 桐乡市青少年宫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沈思涵、黄驰昊 沈昌达

浙江省 ZJW17027 宁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王欣、陈荟行 王振奎

浙江省 ZJW17102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黄树远、张天恒 孔丽亚

安徽省 AHW17063 南国花园小学晨曦队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茅芸菲、王云灏 杨青青

安徽省 AHW17067 合肥市五十中学西校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盛登翔、苏权锦 陈传军

安徽省 AHW17060 合肥滨湖寿春中学一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宾哲雨、夏启正 费家乐

福建省 FJW17028 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井林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梅闽鑫、徐俊杰 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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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FJW17022 福建省莆田擢英中学初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许威、王启航 高武皇

福建省 FJW17106 福建省泉州市培元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谢金龙、吴泽源 陈苇娜

福建省 FJW17023 福建省莆田擢英中学高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邹彬杰、林珊珊 朱建亭

江西省 JXW17046 江西吉安石阳青原实验小学联队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陈星宇、周梓昱 欧阳敏忠

江西省 JXW17073 红岭学校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吴韵诗、王雨豪 万倾波

江西省 JXW17047 赣州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刘泽清、刘宇轩 廖洪忠

山东省 SDW17095 桃源小学代表队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王其顺、林忠瑶 许仁浩

山东省 SDW17094 山东省青岛第五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包泽雨、辛国伟 孙祖光

山东省 SDW17092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王恺晨、杜世磊 王春梅

河南省 HAW17035 东风路小学WER创新机器人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曹涵彬、李秉鸿 赵瑾

河南省 HAW17065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爱创机器人代表队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徐子淳、常晓宁 崔国才

河南省 HAW17048 河南省永城市高级中学能力风暴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宋炯瑶、杨然 田威

湖北省 HBW17025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北京路第二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石亦璞、蔡钟义 胡伟

湖北省 HBW17042 武汉大学附属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赵思恒、吕瀛银 周勇

湖南省 HNW17062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万境水岸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谭文飞、余振宇 陈皓

湖南省 HNW17072 长沙市湘一芙蓉中学初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潘孝钏、余鑫睿 沈宇

湖南省 HNW17070 长沙市湘一芙蓉中学高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李中睿、汤雨晴 黄双辉

湖南省 HNW17104 邵阳市一中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孙筚辉、舒波龙 高俊杰

广东省 GDW17036 世纪队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刘伟涛、袁昊 崔忠红

广东省 GDW17068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郭奇林、黄志康 冯伟强

广东省 GDW17030 佛山市顺德区李兆基中学机器人团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郑德智、郭一梵 刘毅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W17083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五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石嘉琦、罗钧铭 覃瑞良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W17081 防城港市第二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刘祖良、杜晓贤 陈洪洪

广西壮族自治区 GXW17082 南宁二中机器人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谭跳、黄泳杰 林边菊

海南省 HIW17059 昌江青少年活动中心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文承俊、粟禹森 谢新国

海南省 HIW17110 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彭金坤、王上恺 阮博韬

海南省 HIW17087 国兴中学BestTeam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曾超、赵继鑫 岑运林

海南省 HIW17091 国兴中学HighTeam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羊兴志、李东俊 岑运林

重庆市 COW17016 重庆石新路小学WER1队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黄榆洪、鲁大铭 杨鹏

重庆市 COW17020 重庆市天星桥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肖宇帆、陈国栋 姚艳红

重庆市 COW17014 Explorer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欧阳湘瑜、唐鑫 张荣庆

重庆市 COW17105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黄梓涛、李兴涛 彭毅

四川省 SCW17080 成都龙分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萧翰、熊梓犇 邓艺

四川省 SCW17079 宜宾临港沙坪中学机器人竞技队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马浩权、杨明原 顾大正

四川省 SCW17052 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河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刘玉麟、韩培宇 游琰

贵州省 GZW17049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向阳路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戴子博、赵彦竣 李连滔

贵州省 GZW17013 贵阳南明区常青藤学校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寇莅豪、杨景宇 赵远锋

贵州省 GZW17031 贵州科技馆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杨滢婷、杨雯晰 强英

云南省 YNW17061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刘靖南、吴宇轩 郭兴照

云南省 YNW17066 官五中天猫队A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吕嘉皓、阮合政元 付艳

云南省 YNW17010 昆华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陶锟、刘子炀 杨蓉

第 12 页，共 13 页



第17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参赛名单

代表队 项目编号 参赛队名称 项目类型 竞赛组别 项目队员 指导教师

陕西省 SNW17037 西安高新国际学校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叶昊晨、王子乐 宋旭

陕西省 SNW17044 西安市铁一中学WER初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王嘉焓、刘昊昀 唐晨

陕西省 SNW17043 西安市铁一中学WER高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黄雨璨、蔡若宸 唐晨

甘肃省 GSW17007 甘肃省岷县西寨九年制学校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马新鹏、刘荣彪 王波

甘肃省 GSW17039 岷县西寨九年制学校初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朱凡、葛爱伟 侯欣蓉

甘肃省 GSW17006 上善若水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王泽坤、马伏枥 崔永佳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W17032 银川博文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丁兆中、丁广智 陈敬轩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W17109 石嘴山市第六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杨梓铭、刘志慧 王昆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W17033 雷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李晓扬、杜帅 刘戟

宁夏回族自治区 NXW17034 宁夏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2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马嘉鑫、马逸龙 黄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W17005 新疆库尔勒市第五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张俊豪、钱浩展 刘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W17103 新疆克拉玛依市第十二小学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佟欣泽、魏弋番 沈天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W1700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尹鹏皓、李东岳 张晋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JW17053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一中学代表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朱泽政、孙国恩 李甜

澳门特别行政区 MOW17069 HEAD SMALL＠EMM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施宇翔、洪蔓蕎 戴家豪

澳门特别行政区 MOW17078 教業中學WER工程創新隊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施賽奇、何鍶敏 陳杰華

澳门特别行政区 MOW17071 濠江中學隊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李嘉輝、劉梓奇 梁锦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W17097 新疆兵团三中探索队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郑子豪、卢宇翔 鲁爱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W1709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古兆卿、张鸣洋 王嘉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BTW1709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朱喆锐、苟亦凡 谭中豪

中国儿童中心 ETW17038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WER工程创新赛 小学组 李环宇、姜博洋 李卫华

中国儿童中心 ETW17041 和平街一中-初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初中组 李择元、张淇 张岩

中国儿童中心 ETW17054 和平街一中-高中队 WER工程创新赛 高中组 安恬羽、赵思淼 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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