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代表团 参赛队 队员 教练员 奖项 备注

小学组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第一小学 方皓羽;苏博睿; 赵圣;王博;牛琦; 一等奖 冠军

小学组 儿童中心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李环宇;姜博洋; 李卫华;李淼; 一等奖 亚军

小学组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紫云小学代表队 刘冠麟;陈笑逸; 金环;姜鹏;辛昕; 一等奖 季军

小学组 四川 七小队 杨明溢轩;谭心; 陈晓瑞;李家峰;李理; 一等奖

小学组 江苏 花园小学柏乐战队 刘皓宇;王云贺; 沈莲;吴碟; 一等奖

小学组 江西 万年六0小学队 江家望;张忠楠; 邱喜林;李云山; 一等奖

小学组 河北 山海关渝小 王浩宇;王启涵; 王炜达; 二等奖

小学组 湖南 湖南长沙能力风暴国防科大附小队 胡展鸣;陈序; 张佳亿;谢文佳; 二等奖

小学组 黑龙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小学组 宋朝阳;马兆鹏; 倪晶;刘晓东; 二等奖

小学组 广东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第一小学 陆奕衡;苏昊成; 冯志彬;温荣钱;殷新金; 二等奖

小学组 安徽 合肥市习友路小学 解柏淳;汪俊豪; 孙沛尧;刘忠;李华春; 二等奖

小学组 福建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福建省泉州市
丰泽区第五实验小学

陈炜霖;许铃玉; 苏巧玲;吴雅双; 二等奖

小学组 辽宁 沈阳市铁西区雏鹰实验小学 刘子玉;李嘉博; 李明旭;于麾;张东月; 二等奖

小学组 内蒙古 呼伦贝尔队风暴战队 康峻;白洪宇; 陈文汇; 二等奖

小学组 兵团 兵团二中 邓屹然;谢佳霖; 张文; 二等奖

小学组 广西 金三小智云队 苏羽彤;刘力豪; 刘战爽;陈启松; 二等奖

小学组 河南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白马小学 夏雨菲;张翎桓; 夏天;赵永;安咏刚; 二等奖

小学组 浙江 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中心小学 陈一然;鲁子羿; 邓筱华;张莹; 三等奖

小学组 海南 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 郑杰予;林实; 李诚;梁生平; 三等奖

第十九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教育机器人工程挑战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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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代表团 参赛队 队员 教练员 奖项 备注

小学组 贵州 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旅游区龙宫镇炭窑小学 邓飞海;王天运; 张维家; 三等奖

小学组 重庆 重庆人和之队 陈乐睿;闫进江; 汪涛;廖泽东;刘强; 三等奖

小学组 山东 济南市智远小学代表队 孙莫石;李纯旭; 赵斌;赵栋;海洋; 三等奖

小学组 新疆 新疆库尔勒市第五中学 钱浩展;刘德权; 刘琛;苏新风; 三等奖

小学组 吉林 吉林省安南代表队 刘思安;米昊南; 刘净冰; 三等奖

小学组 湖北 潜江市实验小学战队 袁家新;康承熙; 余勇; 三等奖

小学组 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WER队 王牧珩;李尘铉; 苏燕;金梦; 三等奖

小学组 上海 三泉叮咚 汪嘉褀;刘响; 邱雅婷; 三等奖

小学组 甘肃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一只船小学 张家睿;董云睿; 魏萍;刘芮杉;徐建保; 三等奖

小学组 重庆 御湖知铭战队 李知航;唐铭剑; 卢雨焦; 三等奖

小学组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薛丁珲;李承嵘; 郭兴照;郭敏霞; 三等奖

小学组 宁夏 银川阅海小学 吴雨轩;刘秋赫; 赵莹莹;胡晋国;王凯; 三等奖

小学组 澳门 EMM-WER JUNIOR 邓智聪;欧梓情; 姚源兴; 三等奖

小学组 山西 山西青之创 高子昂;安显文; 安志君; 三等奖

初中组 福建 福建省莆田擢英中学初中队 张子乐;俞超杰; 林仙;高武皇;林海潮; 一等奖 冠军

初中组 天津 大港十中精英队 杨金烨;张宝义; 张汝生;王坤萍;辛昕; 一等奖 亚军

初中组 河北 宇琦队 李鸿宇;姜琦; 王跃宗;谢桂英;刘秀清; 一等奖 季军

初中组 北京 脊梁队 张子达;李目; 赵毓婷; 一等奖

初中组 湖北 襄阳市诸葛亮中学战队 段廷翀;刘清友; 曾萍;曾萍; 一等奖

初中组 儿童中心 中国儿童中心初中队 王英涵;郑茗心; 谢鹏;李铮;翟浩迪; 一等奖

初中组 广西 防城港市第二中学 姚俊宇;陈雅宁少; 陈洪洪;李懋梁;何乾;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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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汪予诺;陈曾卓; 瞿双;陈梦倩; 二等奖

初中组 广东 珠海皓天队（紫荆文园中学联队） 张皓然;吴天昊; 刘伟忠;曾飞鹏;李雄军; 二等奖

初中组 浙江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中心初级中学 杨祝琦;丁嘉雯; 郑继业;陆双龙;汪其云; 二等奖

初中组 安徽 45中森林城队 木林强;范诗琦; 曾文婷;张皖岚;乔露; 二等奖

初中组 山西 廷亮中学 李秉晁;王苡骄; 闫凯; 二等奖

初中组 山东 莱州市云峰中学 焦钰喆;丁宇铭; 程智超; 二等奖

初中组 黑龙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初中组 郜肃;耿秦杨; 倪晶;刘晓东; 二等奖

初中组 江苏 常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汪芷瑶;胡懿烜; 沈建光; 二等奖

初中组 重庆 超越 唐伟铭;李俊熙; 胡尧; 二等奖

初中组 河北 泊头四中一队 张中杰;刘明昊; 张发刚;王永建; 二等奖

初中组 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初中队 陈俊逸;秦天阳; 谭中豪; 三等奖

初中组 四川 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河中学校 张凯柯;杨傲麟; 陈里;李徽;杨佳友; 三等奖

初中组 新疆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仲伯钧;袁之腾; 魏丽君; 三等奖

初中组 湖南 长沙市湘一芙蓉中学 孙可维;胡耘通; 黄双辉;沈宇; 三等奖

初中组 陕西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初中校区 孟子杰;汤想; 马文杰;孙燕; 三等奖

初中组 云南 昆一中西山学校兴诚队 刘兴贤;谢诚; 齐洪;王鸿宇; 三等奖

初中组 吉林 吉林省莹赫联队 刘骄莹;张洺赫; 董丽娜; 三等奖

初中组 重庆 前行 吴祖润;魏晓培; 虞洪剑;吴俊;胡尧; 三等奖

初中组 贵州 酒都战队 吴飞鹏;雷豪杰; 赵彦; 三等奖

初中组 内蒙古 通辽市蒙古族学校 付国庆;王大力; 李永青;李阿丽塔; 三等奖

初中组 辽宁 辽阳市第一中学能力风暴代表队 蔡佳澎;李广泽; 马依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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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甘肃 甘肃省岷县西寨九年制学校 杨少朋;宋伟强; 王波;周平;秦芳文; 三等奖

初中组 江西 擎天伟和队 刘奕伟;朱中和; 刘海涛; 三等奖

初中组 河南 濮阳市华龙区八中梦之队 张莹莹;程晓鑫; 贾戟震;杨雪杰; 三等奖

初中组 海南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定安中学 吴毓海;邱天铎; 邓策;卓晓蕾; 三等奖

初中组 宁夏 景博文楠队 庞皓文;王楠; 井永玲;蔡建树;邓晨; 三等奖

初中组 澳门 EMM-WER 冯晴晴;许烨桐; 蒋颖麟; 三等奖

高中组 福建 福建省莆田擢英中学高中队 何晴雨;陈歆菲; 高武皇;朱建亭;林仙; 一等奖 冠军

高中组 北京 奇麟机器人战队 张浚鸥;李云昊; 李昱; 一等奖 亚军

高中组 四川 四川省邻水中学WER高中组图灵队 李杭潜;谢东甫; 胡学林;杜葵花;瞿德超; 一等奖 季军

高中组 天津 天津市风华正茂队 窦广硕;黄俊恺; 梁雁;王双; 一等奖

高中组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罗定邦中学创新队 梁植雄;李虹和; 胡楚佳;赖剑锋; 一等奖

高中组 陕西 陕西省咸阳市实验中学WER队 宋思辽;李嘉宝; 赵旭辉; 一等奖

高中组 河北 河北南皮一中战队 郑宇;孙士奇; 刘道琴;刘宝杰; 二等奖

高中组 新疆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 安扎尔·健民;张浩宇; 孟宪超; 二等奖

高中组 儿童中心 北京二中通州校区“东风”机器人竞技 郝润;夏超; 张之浩; 二等奖

高中组 黑龙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宫高中组 刘丁银;宇文靖康; 倪晶;朴华顺;刘晓东; 二等奖

高中组 浙江 宁波市鄞州中学WER挑战队 王汪洋;熊磊; 刘勇;丁伟达; 二等奖

高中组 湖南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杨鑫;杨胜壹; 裘愉峙; 二等奖

高中组 山西 吕梁市高级中学 曹丞铭;高泽源; 车国民; 二等奖

高中组 云南 骑突队 李敏嘉;保雅涵; 李增耀; 二等奖

高中组 江苏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凌霄;薛宇凡; 周静;刘波;韩少勋; 二等奖

第 4 页，共 5 页



组别 代表团 参赛队 队员 教练员 奖项 备注

高中组 辽宁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刘瀚中;徐峰; 苏或雨;叶冰; 二等奖

高中组 江苏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庞威;徐熠晨; 戴旭光; 二等奖

高中组 海南 海口一中的眉毛怪人螺子队 杜柏言;云科瑞; 吴海青;罗才璀; 三等奖

高中组 山东 潍坊滨海中学 杨炳槿;陈月衡; 娄波;张乃华;张文胜; 三等奖

高中组 甘肃 天水市第一中学 陈鹏钧;安源; 崔足余;崔永佳; 三等奖

高中组 江西 江西省广丰中学 姚语芯;吴埌; 吕碧辉; 三等奖

高中组 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高中队 贾天翯;丁昊天; 谭中豪; 三等奖

高中组 湖北 湖北省荆州中学 刘孙永照;许云皓; 陈伟; 三等奖

高中组 重庆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队 欧阳德力;刘瑞熙; 张荣庆; 三等奖

高中组 内蒙古 通辽实验中学 伊德日棍;吕金阳; 张笑生; 三等奖

高中组 上海 天路 倪蔡磊;乔陈晟; 盛继嵘;何勇;费尔新; 三等奖

高中组 重庆 龙之队 陆晓东;杨松霖; 李美善;甘园玲; 三等奖

高中组 宁夏 灵武市第一中学 杨智;杜帅; 马振涛; 三等奖

高中组 安徽 合肥滨湖寿春中学 胡殷舟;王家乐; 费家乐;吴春华; 三等奖

高中组 河南 永城市第一高级中学一队 鲁宇航;张驰; 彭剑峰;田威;姚月梅; 三等奖

高中组 贵州 太阳队 孙子洋;杨景宇; 张丽; 三等奖

高中组 广西 防城港市北部湾高级中学战队 雷达;邝宗均; 邹昕彤;潘亮; 三等奖

高中组 吉林 吉林市第一中学代表队 李奕达;陈柏岐; 刘喜; 三等奖

高中组 澳门 教業工程挑戰隊 施赛奇;余思彤; 石偉強;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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