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代表团 参赛队 队员 教练员 奖项 备注

小学组 天津 太阳火车 李炳旭;高照轩; 陈晨;张汝生;杨超; 一等奖 冠军

小学组 四川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吴江昊;陈秋予; 邓勇;刘东宇;谢瀚飞; 一等奖 亚军

小学组 安徽 合肥市青年路小学 曾鑫博;李航宇; 徐来燕;胡宏卫;孟祥枫; 一等奖 季军

小学组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 房笑南;陆遥曈; 张舰;王晶晶;由娜; 一等奖

小学组 重庆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校 唐苞栩;罗晨朗; 王显平; 一等奖

小学组 甘肃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 刘恺诺;马清愈; 魏峰; 一等奖

小学组 广西 胜利一队 苏筠杨;覃圣宇航; 苏涛; 二等奖

小学组 重庆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队 王云帆;石宇航; 王显平; 二等奖

小学组 陕西 陕西省府谷县明德小学 王暄博;张子茂; 王建荣;杨爱军;郭建平; 二等奖

小学组 山西 机遇队 张耀臻;徐昊禹; 安志君;张济麟; 二等奖

小学组 福建 福建省莆田市实验小学综合技能代表队 邱哲铭;宋瑜轩; 陈海勇;陈春燕; 二等奖

小学组 河南 河南省南阳市油田第五小学 庞博诚;薛振宇; 李志恒;刘伟; 二等奖

小学组 儿童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第一小学与北京市西城区师范
学校附属小学联队

李嘉禾;宁文柏; 王博;秦国强;韩冬旭; 二等奖

小学组 山东 梦想成真 陈宏旭;吕学琪; 杜爱萍;颜秀;郝兴栋; 二等奖

小学组 宁夏 宁夏中卫市第二小学综合技能参赛队 麦垚;牛锐; 黄存勇;何太升;王军; 二等奖

小学组 辽宁 辽宁省沈阳市辽沈街第二小学 郑善铭;盛宇田; 韩汝彬;尚艳;高雅; 二等奖

小学组 新疆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九小学 何忆;孙岩柏; 赵彬;刘伟;韩少娟; 二等奖

小学组 浙江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许圣哲;方子猷; 楼巍;李玉洁;张重阳;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苏 泗洪县第一实验学校 孙子谦;汪子浩; 顾挺;孟亮;曹涛; 三等奖

第十九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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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贵州 遵义市汇川区第五小学 蒋宇航;朱冰颖; 张睿;张兴洪;喻守琴; 三等奖

小学组 湖南 长沙县大同星沙第二小学 梁梓轩;龚盈; 袁胜; 三等奖

小学组 河北 华北油田采一小学油娃队 杨梓涵;赵世博; 刘彦英;潘屹宁; 三等奖

小学组 广东 广东省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 黄紫阳;洪炜齐; 李丰标; 三等奖

小学组 黑龙江 逊克县红玛瑙小队 胡博宇;姚智德; 索卫东; 三等奖

小学组 内蒙古 通辽市科学技术馆 王志禹;裴柄臣; 谷晓明;王琦; 三等奖

小学组 海南 九小一队 王俊睿;梁桐睿; 胡莉;何声尧; 三等奖

小学组 湖北 黄石广小战队 王彦博;曹瀚邦; 肖松林; 三等奖

小学组 云南 启航机器人代表队 周启涵;赵珩君; 卢俊颖; 三等奖

小学组 澳门 濠江小學隊 陳浩澤;林子俊; 譚嘉誠; 三等奖

小学组 兵团 新疆兵团第五师八十一团学校 孙振朗;尚韧; 糜靓; 三等奖

小学组 上海 笑笑队 郑田宇;陆杨壹; 刘虹;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西 雄鹰队 周义帆; 郑胜超; 三等奖

小学组 青海 飞鱼队 王馨蔚;吴昭呈; 张永红; 三等奖

小学组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督教宣道会宣基小学 陸昊鏵;郭汛邦; 羅琛明;鄭家明; 三等奖

初中组 北京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综合技能参赛队 曹峻;张潇镭; 刘鑫; 一等奖 冠军

初中组 儿童中心 中国儿童中心 张晋赫;张涵一; 谢鹏; 一等奖 亚军

初中组 重庆 重庆队 陈飞宏;吴渝松; 田治兰;曾洁; 一等奖 季军

初中组 广西 柳州市第十五中学 邓建斌;韦乐; 韦浩;李刚;王前舵; 一等奖

初中组 宁夏 翔铭代表队 王梓翔;李嘉铭; 王建智;王世武; 一等奖

初中组 黑龙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 王浩宇;邓冀扬; 倪晶;刘晓东;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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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辽宁 扬名万里 杨宇宸;冯铭洋; 党崇威;高兰;王月; 二等奖

初中组 内蒙古 准格尔旗第九中学 王宇轩;杨凯涵; 李福祥; 二等奖

初中组 广东 深圳市福永中学 谭昊;谭梦谦; 管瑞金;刘杨杨;陈锦彬; 二等奖

初中组 天津 桐而不凡 苏桐;戈一凡; 杨起虹;王坤萍;辛昕; 二等奖

初中组 福建 厦门实验中学 罗翔宇;石奕鸣; 黄永霖; 二等奖

初中组 安徽 合肥市第四十六中学1队 冯宇辰;秦瑞泽; 任传龙;冯俊;吴大兵; 二等奖

初中组 陕西 府谷二中综合技能队 石浦萱;贺裕坤; 孙克勤;王小平; 二等奖

初中组 安徽 合肥市第四十六中学4队 吴兆勋;贾周庆祥; 吴大兵;汪益民;任传龙; 二等奖

初中组 海南 定安中学 王玉坤;王铚; 梁正群;洪瑜蔓; 二等奖

初中组 吉林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王子豪;李知霖; 李季远; 二等奖

初中组 重庆 重庆超越队 王佳俊;王炳南; 田治兰;陈然;曾洁; 二等奖

初中组 山东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张高翔;郑植; 张瑞梅; 二等奖

初中组 浙江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刘宇帆;徐善谨; 楼巍;张重阳;楼望星; 三等奖

初中组 河北 智泽队 秦智禹;苏建泽; 王跃宗;谢桂英; 三等奖

初中组 河南 濮阳市开德中学 任宗迪;程一鸣; 万会敏;樊海红; 三等奖

初中组 湖南 衡阳市船山实验中学CS001 叶智敏;罗淞阳; 朱晓飞; 三等奖

初中组 新疆 新疆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 唐龙彬;陈瑞喆; 郭江华; 三等奖

初中组 兵团 新疆兵团第五师八十一团学校 苏东健;张博豪; 李虎; 三等奖

初中组 山西 发现队 秦伟晋;张杰翔; 范远;张济麟; 三等奖

初中组 江西 民德先锋 黎嘉旭;胡泊心; 项舟; 三等奖

初中组 甘肃 兰州树人中学 王颢翔;俞越; 魏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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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贵州 贵州遵义市务川自治县城关中学 廖袭锋;廖望余; 廖明全;黄忠勇;陈术金; 三等奖

初中组 澳门 澳門粵華中學初中隊 李國誌;吳偉杰; 譚文濤;楊凌鋒; 三等奖

初中组 四川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初中队 周家杰;刘修达; 杜斌;张月; 三等奖

初中组 云南 火车头初中机器人代表队 张珉睿;杨天源; 李燕; 三等奖

初中组 江苏 常州24中柏乐战队 王畅;李鹏飞; 杨小春; 三等奖

初中组 湖北 武汉市梅苑学校代表队 喻子懿;郭洛驿; 熊轶; 三等奖

初中组 上海 双辰Robot队 冯佳辰;杨亦辰; 陈大方;沈剑梁; 三等奖

初中组 青海 青海省乌兰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代表队 陈逸泽;周子航; 贾万利; 三等奖

高中组 宁夏 宁夏西吉中学综合技能队 刘亚浩;张浩; 康健彪;王星;魏军成; 一等奖 冠军

高中组 儿童中心 中国儿童中&教院附中&铁二中 杨释然;张泽成; 谢鹏;强薇;袁飞; 一等奖 亚军

高中组 安徽 合肥八中队 都千可;范鸿宇; 陈明慧;王钰;沈和平; 一等奖 季军

高中组 福建 福建省南安市华侨中学 黄俊杰;王月蓉; 黄衍州;谢清欣;林少平; 一等奖

高中组 四川 四川省邻水中学综合技能A队 闫祈璇;曹苹羊; 张相军;邱苏; 一等奖

高中组 广西 柳州高级中学 卢建安;黄怡菲; 蓝荣;吴文龙;苏涛; 一等奖

高中组 陕西 陕西省咸阳市实验中学综合技能队 翟佳缘;邓竣天; 赵旭辉; 二等奖

高中组 黑龙江 哈三中峤壹队 沙曜峤;戚壹焯; 沈雁鹏;孙然;刘志升; 二等奖

高中组 湖北 开拓者 李承祥;叶进然; 李吴松; 二等奖

高中组 浙江 宁波市鄞州中学综合技能队 郑天乐;王瑞琳; 刘勇;丁伟达; 二等奖

高中组 新疆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一中学 孙泽昊;郑思远; 王婷;王辉;孙曌莹; 二等奖

高中组 北京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陈光宇;刘宇昊; 强薇; 二等奖

高中组 重庆 飞源组合 卢中源;蒋飞扬; 冉建清;曹发扬;陈兴;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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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 辽宁 博弈王者 徐浚博;王晨宇; 汤远慧; 二等奖

高中组 重庆 松中1队 吴渝嘉;陈治西; 曾洁;田治兰;李应红; 二等奖

高中组 吉林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韩亦;费照钧; 邓广超;于洋;韩明洲; 二等奖

高中组 宁夏 宁夏中卫中学 李帅;白佳琪; 王新强;王东旭;李小莉; 二等奖

高中组 广东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赛队 覃海锋;谢捷诗; 陈振龙;吴锦涛; 二等奖

高中组 海南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 纪明蔚;文义清; 符婷; 三等奖

高中组 河南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 曹永康;魏尚明; 王飞; 三等奖

高中组 贵州 战神 王泓鑫;饶欣雨; 杨万金;冯驰;陈江; 三等奖

高中组 湖南 长沙县第一中学 张立行;袁涛涛; 曹国斌; 三等奖

高中组 澳门 澳門粵華中學高中隊 甄梓鋒;陳永松; 譚文濤;楊凌鋒; 三等奖

高中组 甘肃 兰州二中大成队 高翔;张露; 俞振宁;杨 春; 三等奖

高中组 山西 勇气队 秦正宇;李齐隆; 李艳;张济麟;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春晖队 崔薛浩;韦杨; 张志尧; 三等奖

高中组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杨皓宇;王笑言; 丁兆轩; 三等奖

高中组 西藏 凛冬 涂林曦;陈琪; 张鹏宇;王艳; 三等奖

高中组 山东 金乡县第二中学 高松;刘淑娴; 胡彬; 三等奖

高中组 上海 复旦实验中学 杨天忻;沈勇骅; 刘生; 三等奖

高中组 河北 衡中智慧手A 队 陈昊天;郑洋; 刘贵营;李丽娜;李聪; 三等奖

高中组 云南 火车头高中机器人代表队 马子涵;陈昊; 钱爽;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西 蛟龙队 朱宇昕;刘咏; 尹四林;曾勇;贺坤先; 三等奖

高中组 兵团 新疆兵团第七师高级中学 陈嘉苇;施子轩; 陈国伟;伍鹏;李倩倩;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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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 内蒙古 内蒙古准旗世纪中学1队 苑文麒;姜舸; 马文彬;卢仲亮;鲁雨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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