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 学校 项目 名字 奖项
诸暨市好小子机器人竞赛俱乐部 RIC 宣佳呈
诸暨市好小子机器人竞赛俱乐部 RIC 朱弈澄
诸暨市好小子机器人竞赛俱乐部 RIC 徐加
诸暨市好小子机器人竞赛俱乐部 RIC 冯振洲
杭州市翠苑一小（文华校区） RIC 武化喆

杭州市胜蓝实验小学 RIC 袁子裕
杭州市胜蓝实验小学 RIC 黄逸铭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文一校区） RIC 冯谦
沈阳市科学宫 RIC 徐霁萌
沈阳市科学宫 RIC 滕宇麟
沈阳市科学宫 RIC 吴安迪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附属中学 RIC 周圣君
兰州市第十六中学 RIC 高宇宁
兰州市第十一中学 RIC 马健哲

江西 瑞昌市实验小学 超级轨迹赛 柯雨含 一等奖
湖口县第一小学 超级轨迹赛 张子炫
湖口县第一小学 超级轨迹赛 曹选

广东 汕头奇意果机器人工作室 超级轨迹赛 李杭之 一等奖
安徽 合肥市螺岗小学 超级轨迹赛 王健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学 超级轨迹赛 杨占山 一等奖
江西 瑞昌市实验小学 超级轨迹赛 朱辰雨 一等奖
安徽 合肥市螺岗小学 超级轨迹赛 沈博文 一等奖

甘肃 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路第一小学 超级轨迹赛 郑淞文 一等奖

辽宁 鞍山市铁东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超级轨迹赛 吴思翰 一等奖
山西 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 超级轨迹赛 赵奕凯 一等奖

甘肃 兰州市城关区雁宁路小学 超级轨迹赛 宋金皓 一等奖

河南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二里岗小学 超级轨迹赛 杨子航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铁路五校 超级轨迹赛 夏乾晰 一等奖
浙江 诸暨市好小子机器人竞赛俱乐部 超级轨迹赛 丁际澄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超级轨迹赛 高广辰 一等奖
江苏 1024 Robot  club 超级轨迹赛 刘絮菲 一等奖
辽宁 鞍山市铁东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超级轨迹赛 张学子 一等奖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罗南中心校 超级轨迹赛 朱明磊 一等奖
山西 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 超级轨迹赛 樊晋轩 一等奖
安徽 合肥市螺岗小学 超级轨迹赛 张璟瑞 一等奖
山西 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 超级轨迹赛 韩政伦 一等奖
山西 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 超级轨迹赛 靳凯云 一等奖
河南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二里岗小学 超级轨迹赛 周子豪 一等奖
河南 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小学 超级轨迹赛 陈建龙 一等奖
辽宁 辽阳市白塔区白塔小学 超级轨迹赛 庞赵梓艺 一等奖

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街小学校 超级轨迹赛 李锦泰
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街小学校 超级轨迹赛 李铭泰

山西 晋中市榆次经纬小学 超级轨迹赛 高兴屿 一等奖

甘肃 一等奖

江西 一等奖

山西 一等奖

“中鸣杯”一等奖名单

浙江 一等奖

浙江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超级轨迹赛 陈可越 一等奖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行知小学 超级轨迹赛 陈子卿 一等奖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行知小学 超级轨迹赛 沈冠宏 一等奖
天津 天津市华夏未来少儿艺术中心 超级轨迹赛 李想 一等奖
江苏 1024 Robot  club 超级轨迹赛 余澜艺 一等奖
江西 瑞昌市四中 超级轨迹赛 何钦 一等奖

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中心学校 超级轨迹赛 陈佳焕
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中心学校 超级轨迹赛 岳林娜

黑龙江 大庆市第二中学 超级轨迹赛 庞嘉琦 一等奖
广东 汕头奇意果机器人工作室 超级轨迹赛 林煜 一等奖

宁波市海曙区雅戈尔中学 超级轨迹赛 沈伟伦
宁波市海曙区雅戈尔中学 超级轨迹赛 吴彦淑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超级轨迹赛 赵启多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超级轨迹赛 鲍奕旸 一等奖
江西 瑞昌市四中 超级轨迹赛 刘楠楠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超级轨迹赛 李敬淇 一等奖

宁波市海曙区雅戈尔中学 超级轨迹赛 郑天乐
宁波市海曙区雅戈尔中学 超级轨迹赛 栾逸晨

江西 瑞昌市四中 超级轨迹赛 蔡明辰 一等奖
广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惠阳学校 超级轨迹赛 魏煜 一等奖
辽宁 鞍山市铁东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超级轨迹赛 郑宇辰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辽中区第二高级中学 超级轨迹赛 苏禹竹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超级轨迹赛 朱致慧 一等奖
辽宁 大连市101中学 超级轨迹赛 崔芳铭 一等奖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擂台赛 于轶峤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擂台赛 李子淳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擂台赛 崔峻珲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擂台赛 徐绍宸

上海 上海市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机器人擂台赛 王天擎 一等奖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擂台赛 石恩华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擂台赛 石恩嘉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机器人擂台赛 丁天乐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机器人擂台赛 陈晟乂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擂台赛 李泰然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擂台赛 刘曦城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能源收集 王官睿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能源收集 关宇涵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能源收集 张天戈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能源收集 刘翔 一等奖

调兵山市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机器人能源收集 范栋天
调兵山市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机器人能源收集 陈冠羽

辽宁 抚顺市青少年宫 机器人能源收集 佟嘉禾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能源收集 李依麟 一等奖

铁岭市科学技术馆 机器人能源收集 曲冠儒
铁岭市科学技术馆 机器人能源收集 熊翊丞

福建 厦门市演武第一小学 机器人能源收集 张志铭 一等奖
辽宁 调兵山市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机器人能源收集 马鸣东 一等奖
广东 汕头奇意果机器人工作室 机器人能源收集 姚勋超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上海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浙江 一等奖

浙江 一等奖

浙江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能源收集 耿三和 一等奖
广东 汕头奇意果机器人工作室 机器人能源收集 许锐瀚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能源收集 孙博轩 一等奖
福建 厦门外国语学校 机器人能源收集 毛一飞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能源收集 张名扬 一等奖
广东 汕头奇意果机器人工作室 机器人能源收集 唐若尧 一等奖
辽宁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能源收集 王启宸 一等奖
辽宁 调兵山市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机器人能源收集 刘峰序 一等奖
广东 汕头奇意果机器人工作室 机器人能源收集 王子胤 一等奖

兰州市城关区宁卧庄小学 机器人球王争霸赛 冯雅慧
兰州市城关区宁卧庄小学 机器人球王争霸赛 翟若希
惠州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 机器人球王争霸赛 陈泽涛
惠州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 机器人球王争霸赛 朱纪涛

玉林市第十一中学 机器人球王争霸赛 谢国宇
玉林市第五初级中学 机器人球王争霸赛 覃冠钧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球王争霸赛 鲁容伯
沈阳市科学宫 机器人球王争霸赛 陈承志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第三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赵子豪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第三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陈胄

合肥市海棠花园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刘冠冰
合肥市淮河路第三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赵乐乐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牛志民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钱锐航

调兵山市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周泰缶
调兵山市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杜光檀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王岩
合肥市淮河路第三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朱应鸿

厦门市火炬学校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陈祥溢
厦门市火炬学校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赖胤汐
沈阳珠江五校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赵晓雨
沈阳珠江五校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冯奕赫

沈阳岐山路第二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潘博涵
 沈阳珠江五校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刘立杨
杭州市文新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杨宗明
杭州市文新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叶忻芃

调兵山市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丁冠翔
调兵山市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杨宸溪

昆明创慧机器人俱乐部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陈思睿
昆明创慧机器人俱乐部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居恩泽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孙翁昊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邹语川
广西玉林技师学院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黄俊辉
玉林市实验中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陈铭威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初星沅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崔世宇
昆明创慧机器人俱乐部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张瀚宇
昆明创慧机器人俱乐部 遥控机器人足球赛 陈泰莱

辽宁 一等奖

云南 一等奖

云南 一等奖

安徽 一等奖

广西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浙江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安徽 一等奖

福建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安徽 一等奖

安徽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广西 一等奖

辽宁 一等奖

贵州 一等奖

甘肃 一等奖

广东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