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 奖项名称 代表队 学校名称 赛队名称 成员 辅导老师

1 一等奖 沧州 沧州市迎宾路小学 迎宾路小学代表队 肖鹏 田桐恺 吕兴龙

2 一等奖 秦皇岛 山海关区渝东街小学 渝东街小学战队
马偌菡 夏晨马
赫

王炜达

3 一等奖 唐山 乐亭县第三实验小学
乐亭三小机器人雏鹰1
队

杨佳铄 齐明熙 康蕊

4 一等奖 唐山 唐山市康各庄小学
唐山市康各庄小学轩辕
队

潘奕呈 李泊言 李仕辉 季春梅 关维

5 一等奖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税钢小学 税钢小学尚美1队 刘子睿 李君琳 莫克 柴行楠 刘巍

6 一等奖 唐山 丰润区迎宾路小学 迎宾二战队 王浩鑫 刘姿慧 何小岩 王铁军

7 二等奖 唐山 乐亭县第三实验小学
乐亭三小机器人雏鹰2
队

张嘉丞 苑景羽 康蕊

8 二等奖 唐山 唐山市丰润区迎宾路小学 迎宾三战队 陈鹏铮 张一凡 何小岩

9 二等奖 沧州 沧州市黄河路小学 小机灵队 贾力鑫 王雨泽 张胜男

10 二等奖 衡水 衡水市人民路小学
衡水市人民路小学润轩
战队

孔腾润 贡玺轩 鲍淑珍 苏健

11 二等奖 衡水 武强县府兴小学 武强县府兴小学战队 张瀚琳 张毅 蒋喜庆 李晶 贾娜

12 二等奖 邯郸 肥乡区实验小学
邯郸市肥乡区实验小学
大梦想队

王世泽 毕钊源 李斗印 李改革

13 二等奖 衡水 阜城县科学技术馆
衡水市阜城县能力风暴
战队

高胜轩 杨旭尧 马学磊 肖玉成 王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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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二等奖 廊坊 廊坊市第十七小学 廊坊十七小3队 唐饶 纪云植 刘秀清

15 二等奖 邢台 邢台市第三中学 三中4队 侯林冲 郭怡佳 刘芳芳

16 二等奖 唐山 路北区世嘉实验小学 世嘉实小“创想一队” 蒋子安 郭子皓 安艳 田小青 张志红

17 二等奖 衡水 衡水市人民路小学
衡水市人民路小学悦翔
战队

宋宇翔 徐家悦 鲍淑珍 苏健

18 二等奖 廊坊
廊坊市安次区东沽港镇东沽港小
学

东沽港小学战队 徐晟睿 武增硕 莫雅楠 张海英 沈哲荣

19 三等奖 邯郸 肥乡区实验小学
邯郸市肥乡区实验小学
金种子队

颜昊 韩正阳 李斗印 李改革

20 三等奖 邢台 邢台市第三中学 三中2队 杜佳霖 刘一择 赵晓帆

21 三等奖 秦皇岛 秦皇岛市海港区新一路小学 风暴战队 赵一赫 高景行 刘晓烨

22 三等奖 秦皇岛 秦皇岛市海港区新一路小学 风云战队 王可凡 王冠壹 刘晓烨

23 三等奖 秦皇岛 秦皇岛市海港区新一路小学 曹潘战队 曹博宇 潘亿轩 刘晓烨 杨帆

24 三等奖 唐山 唐山市路北区幸福小学 SH-106 张皓天 李鼎诺 杨海宁

25 三等奖 承德 承德市双滦区第一小学 双滦区第一小学风帆队 黄圣杰 荆熙辰 荆玉伟

26 三等奖 邢台 邢台市第三中学 三中3队 庄锦泽 李明泽 张运岭

27 三等奖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第一实验小
学

飞翔战队 武钰航 杨寒柏 马文培 贺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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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三等奖 廊坊 河北省廊坊市第五小学 廊坊市第五小学队 郭修齐 肖雨凡 李晓静 庞连春 刘红梅

29 三等奖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第一实验小
学

必胜战队 孙竟展 郝润泽 胡亚春 贺馨莹

30 三等奖 保定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北） 冲锋战队 庄哲翰 李俊泽 李涛

31 三等奖 邯郸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路小学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世
纪路小学世纪战队

马子谦 李尉嘉 石巍

32 三等奖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第一实验小
学

阳光战队 孙启畅 陈元彬 马文培 甄漫

33 三等奖 保定 保定市竞秀区剑桥学校 鲲鹏战队 邸子誉 苏家淳 叶国文

34 三等奖 保定 高阳县晋庄镇南尖小学 勇往直前队 翟允扬 王熠恒 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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