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代表团 参赛队 队员 教练员 奖项 备注

小学组 安徽 蚌二小1队 左瀚睿;邓陈昶文; 周本阔; 一等奖 冠军

小学组 儿童中心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汪科宇;周宜萱;释嘉蕊;任奕丞; 任辉;李岩;谢鹏; 一等奖 亚军

小学组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姚之远;徐伯缘;陈卜源;邓思越; 崔更新;梁潆;刘铭; 一等奖 季军

小学组 四川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小学部 张宗翰;李吉飞;李昱成;何奕宏; 杨斌霸;成兰; 一等奖

小学组 河北 Lucky TeamSH-102 王子宸;王胤皓;李厚德;朱宸希; 温佳俊;李伟杰; 一等奖

小学组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 王杰瑞;秦健焜;李宇轩;常征; 肖献华; 一等奖

小学组 福建 福建省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陈荣鑫;吴孟原; 吴伟达;曾欠辉; 二等奖

小学组 浙江 横溪实小队 杨杰城;沈纯熠;俞皓译;杨恒屹; 饶晶;郑靖东; 二等奖

小学组 天津 萝卜特工队 张开毅;张家恒;孙学琪;李远超; 李龙震;冯连柱;刘崇玉; 二等奖

小学组 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FLL队 张煜坤;孙瑞泽;舒译霄; 张凯;金梦; 二等奖

小学组 山东 潍坊市坊子区坊城街道前宁小学队 刘永卿;唐铭泽;王泓棣;刘正杰; 郭成城;刘元文;辛冰; 二等奖

小学组 重庆 重庆梦之队 彭思硕;栗程宇;肖钲曦;杨韫菲; 余友富;杨鹏;唐渝; 二等奖

小学组 甘肃 兰州市城关区水车园小学RT机器人工作室 王柏文;马宁悦;李秋妤;袁诗淇; 高富雷;赵敏;刘殿军; 二等奖

小学组 山西 山西省长治市惠丰小学 韩易桐;崔可为;张昕悦;鲍卓歆; 鲍军利; 二等奖

小学组 湖南 长沙市天心区黄土岭小学 王铭尧;文飞儿; 刘俊佳; 二等奖

小学组 重庆 星梦远航 曾靖峰;唐晨朗;李叙增;陈韵洁; 唐乐;徐辉强;左翔;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西 飞行军 陈泽宇;周晨旭;傅睿晞;艾剑涛; 张浩;张巧蓉;何艳艳; 二等奖

小学组 四川 旅行者 蒋瀚文;严鼎皓;张培琰;王九懿; 高婷; 二等奖

小学组 重庆 重庆新华之队 胡锐楠;袁禄皓;夏天齐; 谭星志;胡前;张蕴贤; 二等奖

小学组 海南 寰岛战队 冯绍为;张鸿宇;陈奕成; 王东;张鸿波; 三等奖

第十九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FLL机器人工程挑战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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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程鹏宇;杨一舟;吴圣涵;朱添元; 王晓俊; 三等奖

小学组 青海 空中驿站队 保文岩;董延睿;安思博;任鸣煊; 张永红; 三等奖

小学组 广西 公小梦想队 梁杨峻玮;吴泓滔; 胡均;彭柳文; 三等奖

小学组 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二小 王凯乐;冯俊博;沈桉好;王玎戈; 成佳晖; 三等奖

小学组 新疆 克拉玛依市第十四小学 张铭航;代弈宸;张艺馨;陈千一; 陈俊岐;李峰;何云峰; 三等奖

小学组 黑龙江 哈尔滨市少年宫 毛梓萌;权赫哲; 倪晶;刘晓东; 三等奖

小学组 吉林 长春市第五十六中学校 石铭铎;吴立行;张竞丹;李睿林; 韩明洲; 三等奖

小学组 海南 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焰队 张轩畅;莫展聿; 罗才璀; 三等奖

小学组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中心小学 王志鹏;王正涵;李震渤;赵泽浩; 王春山;吴昭霞; 三等奖

小学组 贵州 多彩黑金队 罗德睿;周泽玉;李奕霄;王小果; 张丽; 三等奖

小学组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科技馆友创队 乌雅恒;崔子渊;徐硕亨;范奕程; 袁野;张媛;吕纪苇; 三等奖

小学组 西藏 雪域白玛队
顿珠次仁;强巴云旦;德庆卓玛;白玛
次吉;

杨广军; 三等奖

小学组 江苏 徐州市青少年宫战队 陈奕霖;肖张一;张程博;王煜淞; 徐锋;崔少华; 三等奖

小学组 福建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第二中心小学  十分美中华队 周永祥;林子恩;李佳宸;黄佳豪; 康丽清;黄志信;林跃艺; 三等奖

小学组 云南 快乐星辰 王禹博;任炳锐;朱昱星; 王耀军;朱红春; 三等奖

小学组 兵团 石河子第一小学 刘双瑜;高海棣;程思源; 高岩; 三等奖

小学组 辽宁 小小抚顺 刘译璘;李春朝;白振轩;李思翰; 宋涛;路璐;郭新宇; 三等奖

初中组 安徽 合肥市机器人联盟 茆宇轩;桂金涛;陈浩宇;姚响; 梁珀;宣守西; 一等奖 冠军

初中组 福建 福建省莆田擢英中学 陈睿晢;张晓迪;陈正逸;严冰; 高武皇;朱建亭;林仙; 一等奖 亚军

初中组 云南  云大附中代表队 王芷瑜;罗点澄;侯松吟;顾凌涵; 张俊; 一等奖 季军

初中组 广西 柳州乐宝队 陈羿廷;曾炜翔;梁泽鸿;韦宏浩宇; 苏志权;韦皓文;邓晓祥;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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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河北 SH-202 赵伟栋;李天石;曹文睿; 左海燕;李伟杰; 一等奖

初中组 重庆 多元正能量 杜潇洵;唐新鉴;杨智超;杨轩溥; 刘勇;陈俊;郭茂; 一等奖

初中组 天津 TH旺财 魏子越;刘苗晨曦;宋麟锐;毛靖豪; 邓瑞君;吕晓龙; 二等奖

初中组 辽宁 小抚顺 李玢粲;耿嘉蔚;高浚博;王诗琦; 郭健;杜国庆;李歌; 二等奖

初中组 北京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 任亦达;刘孝宇;张馨盈;宋雨燕; 王光磊; 二等奖

初中组 广东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外国语学校、耀中国际学校(香
港分校)、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园丁学校联队

宋筠;黄一诺;邓龙杰;金煜尧; 付宏军;王有福; 二等奖

初中组 甘肃 兰州市城关区华侨实验学校碧桂园分校 吉家平;徐登辉;陈隽文;李柯萱; 谢伟平; 二等奖

初中组 四川 江油雄起队 王松奎;杜欣阳;杨柯俊; 苟长海; 二等奖

初中组 山东 尚文玉兔 李泽远;宋俊煜;杨新帅;邱奕凡; 牟光平; 二等奖

初中组 重庆 东方红 沈施延;张凯源;张津瑞; 张安杰;曹鸿;吴红; 二等奖

初中组 河南 郑州103中Coolker战队 魏冉;桂美晨;赵曜;王英政; 杨海鹏;胡玉婷;孙九统; 二等奖

初中组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新海中学 王玉伟;王研潼;单毅; 盛晓军; 二等奖

初中组 浙江 宁波市第七中学 叶诚;蒋皓宇;陆畅;苑文浩; 陈超; 二等奖

初中组 儿童中心 北京市八一学校FLL 倪磊;郗海岳;翟文岳;张弓羿; 傅悦铭;谢鹏;李锐; 三等奖

初中组 海南 海口市第一中学 曹诗伟;沈柏俊;梁子翔;刘耀中; 宛士伟; 三等奖

初中组 新疆 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机器人小组 李奕辰;林子涵;徐誉玮;姜楠; 史亚平; 三等奖

初中组 江苏 泰州市少年宫梦想机器人俱乐部 韦宇翔;刁一鸣;顾力荣;刘晨瑗; 王沪林; 三等奖

初中组 山西 太外灰队 高湛东;杨晨震霆; 李伟伟;毋晋鹏;王帅; 三等奖

初中组 黑龙江 牡丹江市外太空代表队 林柏旭;朱胜博;康浩洋;孙梓健; 张健; 三等奖

初中组 青海 风之翼 葛君涵;孙世航;闫浩然;田雅东; 李震寰; 三等奖

初中组 湖南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 甘湘佳豫;胡子皓;张深晹; 罗双;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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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宁夏 宁夏石嘴山市实验中学 刘立伍;韩嘉宇;李思琪;宋凯; 祁和平;陶传美; 三等奖

初中组 江西 王牌队 王家浩;邹紫嫣; 雷鹏; 三等奖

初中组 西藏 FLL战队
尼玛扎西;旦增桑珠;尼伟饶丹;单增
特杰;

冯媛媛;李昆园; 三等奖

初中组 陕西 汉中市汉台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圆梦者队 张超然;袁晗瑞;党东昊; 吴涛; 三等奖

初中组 湖北 武珞路工程队 黄圣宇;周颖贤;刘翼丰; 梁缘; 三等奖

初中组 贵州 夜郎队 单一峻;高子獒; 汤冉; 三等奖

初中组 上海 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实验基地附属中学代表队 朱嘉乐;金廷玉;祁灏渱;张雨薇; 瞿超; 三等奖

初中组 吉林 吉林省初中FLL工程挑战赛代表队 梁逸凡;孙赫良;王奕博;赵前程; 张林弋; 三等奖

初中组 兵团 石河子第八中学机器人工作室 彭远方;孟凡一;李昊泽; 姚凤君;陈福延;魏娟; 三等奖

高中组 甘肃 兰大附中 J.E.T ROBOT CLUB 张紫秦;许少凡;杨博涵;石涵宇; 江铁炜;彭莉;高郭天麒; 一等奖 冠军

高中组 重庆 重庆天中最强战队 邓业轩;段春洋;邹林;尹羲衡; 夏鑫;谭焱;吴键; 一等奖 亚军

高中组 福建 福州华侨中学 鲍科丞;黄兵伟;李倩;李鑫磊; 章初;颜有杭;陈晓颖; 一等奖 季军

高中组 安徽 合肥一中FLL队 陈宗博;马昊鑫;魏振扬;吕欣琰; 钱晨;汤磊;鲁先法; 一等奖

高中组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陈颖琪;郭靖淇;李卓燃;杜一诺; 杨淼;张加莎;贾景会; 一等奖

高中组 儿童中心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白熊队 杨翰鸣;张骥鲲;谷抒涵;刘博森; 李国红;赵伯源; 一等奖

高中组 湖南 湖南师大附中 龚俊瑜;符泽宇;郑直;肖远志; 谌跃飞; 二等奖

高中组 河南 河南师大附中一队 刘泽昊;王梓瑞;闫乃畅;傅月芸; 王国军;张红博; 二等奖

高中组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 赖浚哲;黄锦灏;潘德志;霍如今; 黄泽源;江啟乐; 二等奖

高中组 山东 山东省临朐县第一中学FLL代表队 张俸玺;王子鹏;刘宇辰;刘嘉航; 刘亮;刘卿;李永强; 二等奖

高中组 黑龙江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代表队 赵安田;赵梓航;申家宁;李孟兴; 张健; 二等奖

高中组 河南 郑州四中启航队 高辰宇;王克炎;赵成锦;朱昊东; 贺红波;朱萍;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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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 陕西 陕西省咸阳市实验中学FLL队 张尧政;魏田玉;岳子炎;李昊天; 赵旭辉; 二等奖

高中组 贵州 翱翔者 陈志敏;陈杰;罗恩艺; 陈江;冯驰;杨万金; 二等奖

高中组 新疆 新疆和田皮山县高级中学
艾孜买提·阿地力;依力夏提·艾则
孜;排黑尔丁·沙力;

宋生军;刘睿;樊永亮; 二等奖

高中组 四川 江油一中队 雷小雷;彭嘉尧; 陈小波; 二等奖

高中组 重庆 两江创客 钟航;林志杰;冉嘉阳;欧俊彤; 李明绪;张桥;汪俊吉; 二等奖

高中组 江苏 江苏省仪征中学Planet战队 张晗之;周锦润;尹光阳;张财文; 郭云松;潘美晨;张丹丹; 二等奖

高中组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光启创新基地 曹梓健;徐菡清;周阳頔;罗可昕; 费忠;胡福东;陆梅东; 三等奖

高中组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周立帅;齐超;张富伟; 徐保毅; 三等奖

高中组 河北 鸿卓FLL2队 高嘉明;杜冠阳;高永泰; 李月霞; 三等奖

高中组 宁夏 题都能做队 杨逸舟;马润潇;李亮亮;咸明杰; 杨建荣;张立婷;李荣军; 三等奖

高中组 甘肃 兰州外国语高级中学（trailblazers） 刘丁熙;吴桐;吕天与;隋晓满; 宋小荣;赵宝凤; 三等奖

高中组 浙江 宁中队 陈驰桓;胡润泽;陈俊;童钰博; 王振奎; 三等奖

高中组 山西 银河火箭队 刘翌远;郭士旗;赵方维;赵鑫羽; 庞贵天;张晓芹;田媛媛; 三等奖

高中组 湖北 武汉市钢都中学 黄洋;汪朝晖;吴逸飞;陈祚源; 田国全; 三等奖

高中组 海南 海南中学SSRT 张栩伟;贺少林;姜何飞飞;苏会斌; 王彦; 三等奖

高中组 浙江 杭州学军中学紫金港机创小分队 林骏;王钢远;舒弋倬;沈加航; 杜华; 三等奖

高中组 青海 机械英雄 白浩然;姚振林; 李震寰; 三等奖

高中组 云南 腾八中代表队 郭健;薛棉元;周解若可;丁学东; 杜杰; 三等奖

高中组 兵团 新疆石河子第二中学 马茹钰;杨宇轩;王宁; 杨光亮;杨丽;姚凤君;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西 江西师大附中FLL队 汪芷钰;梁国桓;吴佳诺;殷思路; 吴盼; 三等奖

高中组 西藏 雪域梦之队
土登;索郎欧珠;次旦央吉;白玛拉
姆;

姬广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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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 广西 桂林市第十九中学 叶丹兰;田欣鑫;欧阳安齐;唐建冬; 倪杰;林芸;阮弸峻; 三等奖

高中组 天津 天津容点队 申浩天;刘骥良;吴晁宇;王博睿; 王学成;高超;张晖; 三等奖

高中组 吉林 吉林市第一中学代表队 窦捷川;宋铠屹;侯冠宇;邱虹达; 刘喜;姜涛; 三等奖

高中组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FLL代表队 赵尔东;罗翥童;吴婉萁;刘翼逍; 魏冰;唐彪;郑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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