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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O191284 小学组 北京 智能发本机器人 刘帝佑;冯量达;刚宇祺; 甄奕;闫莹莹; 一等奖

ETO191205 小学组 儿童中心 电动自行车智能限速巡航系统 牛望博;章贵钦;徐紫珩; 谢鹏; 一等奖

GDO191138 小学组 广东 视力检测机器人 何煜城;王业淇;吴东润; 杨浩丁;楚丰涛; 一等奖

GXO191416 小学组 广西 防溺水机器人 莫济铭;冯烁;覃逸锋; 孙自超;蔡一兵;曾丽; 一等奖

HKO191502 小学组 香港 乒乓智能小伙伴 范知衡;陳澤恩;李懿軒; 鄭家明;羅琛明; 一等奖

SCO191465 小学组 四川 汽车道路驾驶技能训练系统 苏家玮;吕鑫杰;蔡栋梁; 满天;徐永祥;吴江楠; 一等奖

YNO191109 小学组 云南 皮影戏机器人 纪敏捷;徐畅俊;苏籽豪; 陈渊;段建羽; 一等奖

AHO191458 小学组 安徽 MBSC弹琴机器人 刘尚锦;李俊扬;张轩铭; 董礼娜; 二等奖

COO191256 小学组 重庆 智能语音酸辣粉机器人 吕俊杰;吕佳霖;李洛瑶; 罗德能;周伟;邱芳国; 二等奖

FJO191252 小学组 福建 AI垃圾分类机器人 许榆涵;王立钢;洪思楷; 许长熊;张谋宏; 二等奖

HNO191288 小学组 湖南 禁烟机器人 韩羽轩;唐国翔;宁晨宇; 唐赛君; 二等奖

MOO191479 小学组 澳门 智能摇动婴儿床装置 杨子鋆;黄梓晴;吕晓楹; 郭林兴; 二等奖

QHO191089 小学组 青海 架子鼓机器人 陈骏豪;魏嘉航;杨骐毓; 郑文皓; 二等奖

SDO191493 小学组 山东 智能编绳机 赵泽铭; 刘军; 二等奖

SNO191525 小学组 陕西 残疾人智能床 王思博;齐熠凡;陈嘉桐; 张艳岩;水晶; 二等奖

SXO191369 小学组 山西 秀才进城 范金泰;孔繁睿;郑淳文; 邵彩霞;王凯琳;王天彪; 二等奖

TJO191355 小学组 天津 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 赵维宝;郑学谦;邓亦轩; 黄凌峰;董广旭;张宝颖; 二等奖

ZJO191441 小学组 浙江 聪明的蚕茧研究机器人 方哲煜;肖黄乐; 肖婧; 二等奖

BTO191405 小学组 兵团 会猜灯谜的机器人 谢金龙;徐俊强;黄俊钦; 赵哲; 三等奖

COO191575 小学组 重庆 基于lot的智能污水井盖 周佳一;喻薪宇;江海坤; 冯小桦;曾琳;於娜; 三等奖

第十九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机器人创意比赛获奖名单
（按组别和项目编号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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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O191285 小学组 甘肃 智能路灯 马想树;姜凯文; 马真东; 三等奖

GZO191132 小学组 贵州 哆啦a梦的智慧农场 朱羽墨;郑子浠;桂煜翔; 洪霞;罗乐;桂礼坤; 三等奖

HAO191450 小学组 河南 自动智能储物柜 郭宏观;潘嘉霖;闫桐玮; 陈芊;郑朝华;白文君; 三等奖

HBO191072 小学组 湖北 智能跟随菜篮子 石皓轩;刘佳乐; 刘欢; 三等奖

HEO191070 小学组 河北 六足全地形救援机器人--救援小先锋 赵晨鑫;何祺;王浩成; 王国辉;刘爱国; 三等奖

HIO191543 小学组 海南 聪明的护眼灯 黄琪涵; 刘花;陈春芹; 三等奖

HLO191185 小学组 黑龙江 行人安全卫士 徐嘉璐;徐英凯;朴俊杰; 余振军;初世海; 三等奖

JLO191438 小学组 吉林 有趣的行李箱 孟煜程;郑皓文;赵茉竺; 张宏鹏;迟海; 三等奖

JSO191507 小学组 江苏  智慧书柜 洪彤周;易丰禹; 谢琦圣;刘旭;王伟; 三等奖

JXO191541 小学组 江西 语音控制家务机器人 朱锶瀚;范峻玮;胡龄兮; 赵益; 三等奖

LNO191407 小学组 辽宁 宠物陪伴机器人 孙晨曦;王崔锦;刘军翔; 王刚; 三等奖

NMO191378 小学组 内蒙古 护眼机器人 单新宇;杨贺华; 方玉明; 三等奖

NXO191140 小学组 宁夏 当人工智能遇上“流浪地球”计划 徐子玉;靳文宸;徐田铠; 马俊山;陆彦芳;张琪琪; 三等奖

SHO191113 小学组 上海 乒乓球训练辅助机器人组合 江之源; 顾雪峰; 三等奖

XJO191380 小学组 新疆 阳光智能配餐车 金乙铉;郭晓松;李沅倬; 解钟华;朱向东;赵媛; 三等奖

AHO192473 初中组 安徽 生命天使-移动式事故警示牌 张一涵;舒心远;赵绎诚; 宋蓓蓓;尚飞;张勇祥; 一等奖

BJO192578 初中组 北京 基于VR技术的双臂遥操作服务机器人 胥俊哲;陈艾奇; 姜凤敏; 一等奖

COO192481 初中组 重庆 基于神经网络和图像处理的餐盘艺术设计机器人 潘俊逸;曾建豪;阳星月; 孙宇新; 一等奖

ETO192202 初中组 儿童中心 垃圾分类收取智能机器人 方浩钰;姬悦棋;郑斯阳; 谢鹏;姜凤敏; 一等奖

GXO192531 初中组 广西 《聪明的捕捉老鼠机器人》 梁权铭;徐涵;陈骏浩; 黎力;龙艳艳; 一等奖

HEO192290 初中组 河北 私人订制——住宿生的私人空间 王烁云;王松凌;杨思远; 张文涛; 一等奖

SNO192259 初中组 陕西 鹰眼梯 冯梓恒;吴俊仪;曹子健; 杨柳;李薇薇;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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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O192269 初中组 北京 智能数药片机器人 谢丛锦;李亦忱;胡宇航; 马玉芳;王俊华; 二等奖

BTO192303 初中组 兵团 智能校园广播机器人 李佳逸;张刚; 李会兵;曹丽; 二等奖

FJO192480 初中组 福建 内河垃圾自动打捞机器人 刘俊辉;江梓函; 林翔;徐建策; 二等奖

HNO192353 初中组 湖南 智能交互式多用途机器人—聪明的小七 刘翔宇;任宇祺; 覃毅; 二等奖

JLO192513 初中组 吉林 多功能房车 周翀成;盖墨;赵易航; 王英梅; 二等奖

JSO192519 初中组 江苏 全自动智能编绳机器人 程嘉名;张丛一; 周海生;何江;程罡; 二等奖

LNO192421 初中组 辽宁 聪明的电子琴 宋美诺;王硕; 董新;刘爽; 二等奖

MOO192401 初中组 澳门 课室消毒健康小卫士 陈瑜;梁宏志;施俊伟; 林凤妍; 二等奖

SCO192496 初中组 四川 植物护理机器人 卿爽;彭博;贾函川; 孙瑞;谢冬梅;简洁; 二等奖

YNO192211 初中组 云南 移动式追光智能养花系统 马懿; 李晓强; 二等奖

COO192589 初中组 重庆 “枫叶芯”图书馆智能寻取物机器人 刘溢鹏;吴同;程奎耀; 李雪; 三等奖

GDO192206 初中组 广东 智能消防救援机器人 李炜;陈颖轩; 周嘉;杨践; 三等奖

GSO192130 初中组 甘肃 自动教学钢琴机器人 胡宇彤;雷蕊; 刘恺乐; 三等奖

GZO192244 初中组 贵州 生命迹象号 罗瑞;罗武;陈广涛; 罗响;王艳燕;杨献华; 三等奖

HAO192379 初中组 河南 智能花盆 刘子瑜;岳润泽;刘文博; 罗世平;程玉琳;石毅; 三等奖

HBO192026 初中组 湖北 无人立体式地下停车系统 范宇宸;刘骐畅; 梁缘; 三等奖

HIO192262 初中组 海南 一种智能海洋垃圾回收机器人 林栋嘉;陈卓远;赵日浩; 谢新国;林凤龙; 三等奖

HLO192208 初中组 黑龙江 聪明的书桌 郑思成; 刘大力; 三等奖

NXO192064 初中组 宁夏 盲人的好伙伴 马振;王益慧;余彬; 何晓萍;沙娇;王菲; 三等奖

QHO192217 初中组 青海 室内灭火机器人 唐国春;韩学峰; 祁晓鹏; 三等奖

SDO192487 初中组 山东 基于物联网的洗衣机助手智能机器人 荣敏然;董金涵;于金文; 荣风志;孙元涛;王为平; 三等奖

SHO192110 初中组 上海 校园自助借还球机 江孟为; 宋广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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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O192403 初中组 山西 智慧大厦 张宇轩;范敏鸿; 楚春暘;张玉磊; 三等奖

TJO192105 初中组 天津 基于ESP8266通讯的智能蔬菜大棚 张歆雅;马赫; 马艳平; 三等奖

XJO192456 初中组 新疆 智能服务机器人 于海洋; 李芳梅; 三等奖

ZJO192410 初中组 浙江 自动式粘合机器人 林嘉悦;张燕; 孔向杰;徐豫锋; 三等奖

BJO193305 高中组 北京 全地形自适应机器人 王延朋; 高凯;高山; 一等奖

ETO193216 高中组 儿童中心 智能社区巡检两轮自平衡机器人 尹伯翔; 谢鹏; 一等奖

HNO193579 高中组 湖南 可移动的消防安全管家机器人 罗厚博; 谌跃飞; 一等奖

LNO193467 高中组 辽宁 智能气动中医按摩手爪 张瀚中; 鲁彬; 一等奖

MOO193361 高中组 澳门 聖心人工智能機械人 黃敏華;羅樂琳;冼潔盈; 戴景欽; 一等奖

NXO193179 高中组 宁夏 舞林智者机器人 焦瑞环;张仕聪;贺永贤; 闻立鹏; 一等奖

ZJO193455 高中组 浙江 WAYNE寻物机器人 方宇阳;陈星雨; 沈晓恬;吴瀚; 一等奖

BTO193276 高中组 兵团 九宫格智能拼图助手 华丙昌;冯凯歌; 赵鸿飞;陈孝先;洪英; 二等奖

COO193350 高中组 重庆 智慧之家控制系统 费镜毅;姜浩; 罗统碧;陈应纯;李小琼; 二等奖

GDO193243 高中组 广东 识、认、吟、写、画的AI机器人——才子 黎一鸣;欧阳嘉豪;邹德磊; 徐成刚;周丹丹;潘贤俊; 二等奖

GSO193071 高中组 甘肃 智能悬索驱动皮影机器人 张恩睿;申凯元;马瑞阳; 杨天龙;许燕春;刘俊德; 二等奖

HEO193054 高中组 河北 硬币分拣器 霍开元;张铮;刘珂言; 刘勇智;李敬超;杨延峰; 二等奖

JSO193512 高中组 江苏 基于视觉的下象棋机器人 章华瑾; 周明龙;徐宁;汪小庆; 二等奖

LNO193556 高中组 辽宁 基于ROS机器视觉的家庭助老服务机器人 赵中禹;赵中南;陈浩洋; 魏冰;唐彪; 二等奖

SDO193472 高中组 山东 智能分流厕所 许舒迪;王天一; 王克忠;邹杨; 二等奖

SNO193136 高中组 陕西 智能自行车 李家驹;邹鹏;赵宇凡; 晁沛; 二等奖

SXO193349 高中组 山西 盲文学习机 张子杰;王可仰; 孟志远;潘亮亮; 二等奖

XJO193152 高中组 新疆 校园巡逻预警机器人 赵俊杰;何旭; 孟宪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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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O193498 高中组 安徽 智慧婴儿车机器人 鲁彦鸣;高轩喆;杨淑淇; 汤磊;钱晨;鲁先法; 三等奖

COO193571 高中组 重庆 红外热成像搜救机器人 伍余林翰;刘潇风;付虹燚; 陈健;张元立;胡祖奎; 三等奖

FJO193461 高中组 福建 基于视觉和语音交互的学习型配餐机器人 张羽田; 陈思鑫;梁良飞;杨利; 三等奖

GXO193540 高中组 广西 智能垃圾桶 廖安杰;卢腾;陆明杰; 黄光金;尹凤媛; 三等奖

GZO193354 高中组 贵州 妈咪助手 胡鑫鸣;徐泽政;王洪; 欧阳林;刘亚青; 三等奖

HAO193227 高中组 河南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王腾坤;张婷舒;张倚铭; 王红奎;赵冰;张鑫; 三等奖

HBO193028 高中组 湖北 环境检测机器人 吴吕华;田亚璇;石佳仪; 黄燕平; 三等奖

HIO193538 高中组 海南 湿地卫士 ——智能湿地生态监测机器人 朱思奇;郭彦宏;刘佳琳; 林菁华;周珺;邱秋霞; 三等奖

HLO193178 高中组 黑龙江 护理婴儿床 陈薪羽;王靖元;丁昱含; 孙伟东;周英杰; 三等奖

HNO193510 高中组 湖南 直升机飞行姿态智能识别与控制实时仿真机器人 饶湘君; 柳细红; 三等奖

JLO193484 高中组 吉林 舞蹈机器人 张森溢;李欣航; 刘喜; 三等奖

JXO193546 高中组 江西 图书馆还书机器人 李熙晨;罗跃芝;王吉翔; 邓怡帆; 三等奖

NMO193400 高中组 内蒙古 基于Arduino 开源平台的智能植物生长分析仪 魏羽茜; 王志英;唐贵杰; 三等奖

QHO193193 高中组 青海 阿修罗机器人战队 赵文瑞;张雄;陈浩; 马成平; 三等奖

SCO193524 高中组 四川 智能单边通行交通控制机器人 罗俊棋;马啸宇;胡榆坤; 王长远;陈坤; 三等奖

SHO193102 高中组 上海 水陆空一体车模型的设计与制作 马梁昊; 沈燕; 三等奖

TJO193385 高中组 天津 智能红绿灯调节系统 李芊蔚;王歆仪; 史懿;魏伯阳;尹凤燕; 三等奖

YNO193316 高中组 云南 守护生命之源 李泓锦;王凯;杨松涛; 李祥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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