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代表团 参赛队 队员 教练员 奖项 备注

小学组 福建 福建省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创未来机器人 徐睿阳;何泓锐;许子捷;郑想; 林强;林长华;李林; 一等奖 冠军

小学组 安徽 合肥市南门小学 陈子豪;王睿梓;梁子杰;陈俊睿; 武剑; 一等奖 冠军

小学组 儿童中心 中国儿童中心七一小学联队 张仕同;刘昀轩;郭锦霖;温棋元; 谢鹏;张舰; 一等奖 亚军

小学组 四川 四川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尹烁熹;曹宇轩;章元庆;杜汶轩; 万昭富;陈洪明;何林; 一等奖 亚军

小学组 北京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赵芊寻;景从心;郭家宝; 任辉;李岩;刘月华; 一等奖 季军

小学组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vex战队 唐俊屹;李昊轩;郑翌辰;钱亦尘; 石志慧;周浩浩; 一等奖 季军

小学组 儿童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附小 唐天睿;张琮霆;张钰菲;尹涵邦; 郝雅玲;边海霞;马聪慧; 二等奖

小学组 河南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东路小学 洪铭扬;崔力元;王文镭;陈芑铭; 潘体育;张冰妹; 二等奖

小学组 宁夏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小学 康龙;王俊成;杨君泽;吴林晨晓; 杨雯;刘晖;李霞; 二等奖

小学组 辽宁
大连市沙区中心格致中学小学部阳光小学解放小学
联队

高显赫;王梓奇;李天旭;孙寅洲; 陈陶; 二等奖

小学组 江西 龙翔学校小学队 刘献雯;赖乐; 廖志伟;赖伟君;唐智剑; 二等奖

小学组 黑龙江 逊克县红玛瑙小队 周长徐浩;孟繁达;肖博文;王鑫; 索卫东; 二等奖

小学组 甘肃 天水市秦安县兴国镇第三小学代表队 吴嘉赢;陈澍;王锦怡;刘悦; 郑亚军;蔡建民; 二等奖

小学组 广西 智友乐学战队C队 廖悦翔;周先裕;谢庆琨;雷益丰; 唐启涛;李华典; 二等奖

小学组 广东 广州市天河区少年宫摩星轮VEX队 马子杨;林子超;刘润声;李思齐; 王小兵;陈开成; 二等奖

小学组 天津 天津市科技实验小学战队 熊文菡;门俊曈;毕胜;张元熙; 贾南;姚湘君;刘明丽; 二等奖

小学组 湖南 湘潭县云龙小学 赵彦斐;张鑫乐;彭睿宸;周子皓; 谢水清; 三等奖

小学组 云南 昆明市东华小学 罗珂瑞;司晋源;杨钦杰; 田强坤;李博; 三等奖

小学组 新疆 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 邢云飞;王唯恺;赵浩旭;蒋瀚霆; 王海燕;李婉璐; 三等奖

第十九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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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海南 英才小创队 林语棠;杨青柳;符芷琪;李昌培; 周柔婷; 三等奖

小学组 陕西 DoubleHWZ(西安高新国际学校VEX队) 胡嘉宝;韩柏阳;周泽霖;王柯予; 姜鹏; 三等奖

小学组 吉林 吉林省长春市云丰机器人VEX小学战队 赵玺策;张晏睿;李艾凝;李宗骏; 麻云丰;谢绍霞;曲通达; 三等奖

小学组 河北 邯山区实验小学超越战队 吴一航;李佳谕;孙浩博;李鑫煜; 沈晓雷;常庆丰; 三等奖

小学组 上海 小白牛队 王子轩;李彦哲; 范志宏; 三等奖

小学组 山东 临朐外国语学校小学队 巨博瑞;张闵生;孟思齐; 孟祥明;陈加忠;郝三玉; 三等奖

小学组 天津 天津市科技实验小学联队 张钊润;高伊泽;陈奕林;张贺为; 郭洪美;刘洪博;闫志博; 三等奖

小学组 山西 山西VEX小学队 韩卓洋;田博扬;唐添琪; 荣峰; 三等奖

小学组 重庆 重庆市高新区第一实验小学 肖智阳;卢奎霖;叶聿恒;徐一铭; 曹波;刘林凤;郭玥; 三等奖

小学组 湖北 常青树常青 阮天烺;万家铭;邹坦然; 孙韬; 三等奖

小学组 内蒙古  包头市钢四小龙腾世纪机器人战队 陈浩宁;陈聿隆;贾亦甄;高辰阳; 唐贵杰;李俊芳; 三等奖

小学组 浙江 浙江宁波堇山小学教育集团 李玄同;马赫;徐翊哲;唐子宸; 王修团;陈少波; 三等奖

小学组 兵团 兵团三中机器人小学队 徐茱熙; 蒲飞; 三等奖

小学组 贵州 贵州省兴义市向阳路小学 徐瑞宏;杨华青;梁晏宾; 杨能;张仁泽;李荣兵; 三等奖

初中组 安徽 安徽省合肥市第四十二中-四十五中联队 方永泽;顾泓宇;王文涵;晏宇昂; 王波; 一等奖 冠军

初中组 四川 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校青龙校区 沈熙程;高一民;孟涵宇;赵文彬; 鲁穗;高铭; 一等奖 冠军

初中组 上海 EFZS01 许钧泓;王家凌;朱彦成;韩俊丞; 顾雪峰; 一等奖 亚军

初中组 儿童中心 中国儿童中心VEX代表队 靳浩然;王宇喆;任伯峰;徐子涵; 刘鑫; 一等奖 亚军

初中组 福建 福建省福州屏东中学 温余睿;林显哲;梁天宇;许心烨; 陈建敏;刘晔;刘宝仙; 一等奖 季军

初中组 江苏 九龙A队 杨泽宇;崔宇羲;王旭;梁家豪; 杨春林; 一等奖 季军

初中组 兵团 兵团三中机器人初中队 何博文;赵宝辉;梁战豪;包雪飞; 蒲飞;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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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河北 战隼 张潇方;张宇峥;张耕硕;李秉文; 马涛;刘卓涛;王沐白; 二等奖

初中组 广西 北师大北海附中深蓝战队2队 李逸龙;宋枭啸;石钫宇;王浩然; 杨迪辉; 二等奖

初中组 贵州 贵阳市十八中宇空间创客工作室 王鸿宇;孙启瀚;谢佼甫;葛王棣仪; 吴红; 二等奖

初中组 北京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丛绍铭;吴梓光; 李铮;翟浩迪;程金龙; 二等奖

初中组 黑龙江 逊克县红玛瑙中队 冯佳旭;杨雨菲;张盛智; 索卫东; 二等奖

初中组 重庆 重慶南開（融僑）中學初中組 魏涵琪;胡彦麒;杨益鸣;姜优桉; 黎玉斌;王勇;张志荣; 二等奖

初中组 新疆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金东乐;林若愚;周雨欣;成雨峰; 屈小蕉;李哲; 二等奖

初中组 新疆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八中学 李安琦;许哲皓;李钰琪;梅浩然; 关贵峰;王永涛;李婉璐; 二等奖

初中组 广东 广东佛山南海盐步中学队 陈卓轩;方宏锋;林建臻;邱文豪; 袁永洪; 二等奖

初中组 山东 临朐外国语学校初中队 王誉皓;沈雯钊;王梓蘅; 陈加忠;张玲;刘喜; 三等奖

初中组 宁夏 SBZVEX 马博林;刘文辉;邢灿博;喻熙睿; 马敏;张玉芬;李淑梅; 三等奖

初中组 吉林 吉林省长春市云丰机器人VEX初中战队 李奕桥;毕至;姚冲;支正锐; 麻云丰;李鸿亮;麻云芝; 三等奖

初中组 云南 开远实验中学队 张馨祝;宋铠丞;李思辰;欧阳晨; 王春艳;林志威;周高阳; 三等奖

初中组 重庆 重庆一中VEX初中队 郭宇轩;彭胤为;刘师岩;董正罡; 田维毛;陈健;李麒麟; 三等奖

初中组 西藏 雪域雄鹰
索朗央宗;次仁平措;刘栀鑫;邓增拉
珍;

朱世清; 三等奖

初中组 山西 山西VEX初中队 王毅伟;冯喆宇;康景旸; 李玄; 三等奖

初中组 辽宁 大连市三十九中九中联队 李国正;赵浩宇;孙睿;孙钧洋; 房身丞; 三等奖

初中组 浙江 宁波市鄞州实验中学 李远谞;颜天宇; 顾海燕; 三等奖

初中组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闫纪彤;范国伟;陈俊祺; 王焱;王元; 三等奖

初中组 江西 消食片 谢日晨;赖建尉;徐尉钦;叶俊杰; 任俊;刘思敏;朱张华; 三等奖

初中组 陕西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初中校区 程一洺;姜善天;崔宸玮;王懿博; 马文杰;孙燕;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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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山东 山东省济南实验初级中学 梁孙乾;刘宗霖;游鹏宇;贾涵博; 路国刚;朱强;齐宏宽; 三等奖

初中组 湖南
长沙市明德华兴中学、长沙县湘郡未来实验学校、
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

刘铮雨;韩滨屹; 李旺圣; 三等奖

初中组 天津 天津VEX初中战队 武洺宇;耿照轩;赵克朴;郭丰毅; 梅宗荣;王飞;刘瑞杰; 三等奖

初中组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科技馆 郝泽霖;李兆轩;呼和图陆嘎; 袁野;张媛; 三等奖

初中组 湖北 常青树EDR 曽嘉祥;何子睿;方苏阳;王翊轩; 孙韬; 三等奖

初中组 河南 郑州市第四十二中学VEX队 祡一瑾;李铭斌;张海龙;谢浩天; 罗世平;程玉琳;石毅; 三等奖

初中组 广西 智友乐学战队A 卢峥;伍泓宇;罗子昊;邓天乐; 唐启涛;李华典; 三等奖

高中组 北京 北京市八一学校高中VEX 张照仪;刘和生;田梓儒;郭泽堃; 刁文水;李锐;李凯悦; 一等奖 冠军

高中组 天津 5626A 杨子芃;兰家豪;宋泽文;董松铨; 梅宗荣;宁照鸿;陈珉 ; 一等奖 冠军

高中组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黄煜轩;林思辰;许睿;郑晗; 夏洪江; 一等奖 亚军

高中组 儿童中心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王胜飞;乔思萌;赵勋祎;王鸣昊; 王东辉; 一等奖 亚军

高中组 重庆 重庆一中VEX高中队 李中豪;谢金旭;李泓翰;周雨菡; 李麒麟;张元立;胡祖奎; 一等奖 季军

高中组 广东 东莞市第七高级中学VEX代表队 卢煜昌;谭畅宁;陈泽天;罗嘉颖; 叶爱南;钟钧锷; 一等奖 季军

高中组 重庆 重庆市广益中学校 张驰宇;王羚钦;陈俊宇;曾旭阳; 何文晶;陈照君;饶集田; 二等奖

高中组 陕西 西安市铁一中学VEX队 张瑞承;林郁文;汪楠;陈星合; 侯陌阳;王健龙; 二等奖

高中组 广西 北师大北海附中深蓝战队1队 何弈;黄钰洪;罗杰;卢山; 杨迪辉; 二等奖

高中组 海南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李代宁;苏应强;邓人豪;史骐毓; 黄辉;苏骏; 二等奖

高中组 新疆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八中学 方国俊;陈美君;庞小强;杨博翔; 关贵峰;李婉璐;王永涛; 二等奖

高中组 河南 河南省郑州市第一0一中学VEX代表队 张权艺;赵天雨;王明扬;王晓龙; 李晓庆;文冬晖;张羽; 二等奖

高中组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光启创新基地 王俊玮;胡瀚;斯钜译;邱劭文; 胡福东;费忠;陆梅东; 二等奖

高中组 湖南 长沙市长郡中学、国防科技大学附属中学联队 刘曦远;李远博;王寻驰; 郭玲;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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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 广东 广州市第六中学1队 卜奕宁;姜亦俊;吴明杰; 刘路定;谢锦帆;陈开成; 二等奖

高中组 河北 衡水一中智慧手B队 翁楚皓;王程鹤;于敬尧;袁一天; 刘贵营; 二等奖

高中组 湖北 武汉大学附属中学 张卓立;李文博;周仕权;熊婧妍; 周勇; 三等奖

高中组 陕西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李恺沨;杨子逸;王涵晓;梁家赫; 韩恭恩;王增怀;苏建林; 三等奖

高中组 兵团 第五师八十九团中学 王梁;姬鹏飞;张子铭; 贺智萍;陈少朋;李红; 三等奖

高中组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侯伯琪;李明浩;荣君; 王焱;王元; 三等奖

高中组 黑龙江 大庆市第28中学狼之队 吕金阳;郝嘉彤;赵嘉弘;刘政铄; 赵万兴; 三等奖

高中组 浙江 台州市路桥中学 贺禹傲;朱永瑜;郑一恒;沈富鸿; 金霞;潘朝敏; 三等奖

高中组 宁夏 宁夏吴忠高级中学vex参赛队 马鑫;虎旺;丁嘉轩;刘成; 赵晓乐;周吉萍;施佳宁; 三等奖

高中组 云南 云南师大附中 于浩骏;戴景羽;陈奕丞;马浩天; 李晓斌; 三等奖

高中组 贵州 古槐一中 何思院;王文龙;周豪;罗静怡; 陈子娟;潘桃群;程艳; 三等奖

高中组 辽宁 大连市第十三中第一中第十一中联队 王一凯;于凯宁;尹逊然;杨彦哲; 王执禹; 三等奖

高中组 四川 电科7386M 柯阳阳;谭静雯;胡彧斐;熊呈瑞; 罗强; 三等奖

高中组 西藏 拉萨市北京中学VEX队
白玛旦增;平措加措;普布旺拉;松珠
卓玛;

姬广辉;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西 利剑V1队 曾苏鸿;廖骏能;钟斌; 曾由方;叶晶晶;林园; 三等奖

高中组 内蒙古 内蒙古准旗世纪中学2队 李浩然;张瑞春;王欣; 马文彬;卢仲亮;韩瑛; 三等奖

高中组 安徽 合肥市第一中学VEX机器人队 何宇博;钱艺涵;陈一诺;曹元驹; 鲁先法;汤磊;钱晨; 三等奖

高中组 山东 创世纪 李佳源;曹奕宁;陈嘉欧;姚博文; 周晓颖;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苏 南通文博精英队 高乐;周森;李王炜;谢少杰; 徐年华;高翼飞;徐建峰; 三等奖

高中组 重庆 重庆一中VEX高中2队 黄若衡;唐云旗; 张元立;胡祖奎;陈健; 三等奖

高中组 吉林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杨尚谕;崔逸;徐羽笙;王星入; 成威;张建鹏;柏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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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 山西 山西vex高中队 杨正昊;宋相龙;任宇轩;侯宇萱; 袁子茜;王晓玲;申建强; 三等奖

第 6 页，共 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