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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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 唐山市路北区唐城壹零壹实验小学 WP-007 裴奕陈 王凯泽 李志国

2 一等奖 衡水 衡水市永兴路小学 衡水智高点3队 姜秉泽 贺泽辰 刘天源 刘一

3 一等奖 衡水 衡水市新苑小学 衡水市新苑小学 刘昊霖 王奕淏 张华英

4 一等奖 沧州 沧州市运河区实验小学 沧州市运河区实验小学飞跃队 李卓析 颛嘉麟 宋双优 远鹏

5 一等奖 唐山 路北区博杰小学 SH-001 胡畔畔 唐佳旭 程培伦 李伟杰

6 一等奖 沧州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小学 沧州市新华小学儒雅队 田博元 刘腾岳 葛运弘 王冬

7 一等奖 石家庄 石家庄乐模教育器材科技有限公司 乐模超越队 李赢儒 张栩语 商艺凡 韩伟

8 一等奖 唐山 唐山市路北区西山路小学 西山路小学一队 卢陈俊昊 李昊阳 刘守莲

9 一等奖 邯郸 邯郸市实验小学 积智堂 沉思者队 马天予 武文欣 王鲲

10 一等奖 邯郸 丛台小学 积智堂 开拓者队 纵昊恩 王子乾 王晨泽 王鲲

11 一等奖 唐山 唐山市路北区西山路小学 西山路小学二队 刘光正 王子睿 刘守莲

12 一等奖 邯郸 邯郸市丛台区曙光小学 积智堂 百胜队 宋辰予 黄梓浩 王鲲

13 一等奖 邯郸 邯郸市新曙光小学 积智堂 无限队 张景豪 王翌帆 申易辰 王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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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二等奖 保定 保定市厚福盈小学 保定市厚福盈小学麒麟一队 王奕璇 杨祖赫 安烁霖 吴君梅

15 二等奖 邯郸 邯郸市丛台区连城小学 邯郸乐知小镇火炎山队 王梓西 高一方 郗博炎 张起龙

16 二等奖 衡水 衡水市实验小学 智高点1队 周君泽 贾昊润 苏御涵 刘一

17 二等奖 石家庄 辛集市乐模儿童娱乐服务中心 凌云队 王一阔 赵泽瑜 曹程瑞 姜舒婕

18 二等奖 邯郸 邯郸市丛台区展览路小学 邯郸展览路小学战队 靳壹涵 陈麒宇 封建涛

19 二等奖 张家口 张家口市桥东区东风小学 麻省理工张家口战队 蒲炯溪 李笑澈 熊凌岳 李少杰

20 二等奖 石家庄 辛集市乐模儿童娱乐服务中心 壮志队 李昊雨 刘芮熙 尚宇昂 孙璐璐

21 二等奖 廊坊 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祁各庄中心学校 大厂县祁各庄中心学校乐智2队 刘仕豪 何心怡 曹凤奥 张文喜

22 二等奖 秦皇岛 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路小学
秦皇岛市海港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WRO一队

杨一惟 信贺宸 樊振琳 囤丰

23 二等奖 廊坊 廊坊市第十七小学 廊坊十七小7队 丁一 李卓航 陈桓绪 刘秀清

24 二等奖 邢台 邢台市郭守敬小学 无敌队 李正源 张权赫 王亦可 张鸿志

25 二等奖 保定 保定市厚福盈小学 厚福盈小学麒麟三队 程纪源 马宇轩 侯泽宇 崔孟娜

26 二等奖 石家庄 石家庄乐模教育器材科技有限公司 乐模探索队 周千寻 闫茗琅 刘彻 韩伟

27 二等奖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前卫路小学 少年智机器人中心1队 徐晨智 顾铭渊 白启玄 刘国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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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二等奖 承德 承德市南营子小学 悦程1队 郝铭赫 闫中钰 刘承秀

29 二等奖 邢台 邢台市育红小学 邢台市育红小学红精灵1队 张宸溪 王筱涵 段俊戎 宋向东

30 二等奖 秦皇岛 秦皇岛市海港区交建里小学
秦皇岛市海港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WRO二队

甘雨泽 申康奕 囤丰

31 二等奖 沧州 沧州市新华区小赵庄乡建华小学 建华小学1队 杨铁军 吕昌源 程仲福

32 二等奖 衡水 枣强玛酷机器人服务中心 枣强玛酷机器人2战队 马明烨 张天翼 魏焕彩

33 二等奖
华北油
田

华北油田采一小学 华北油田采一小学油娃4队 吕宸锋 刘泓伯 黄洛轩 刘彦英

34 二等奖 邢台 邢台市第二十三中学 邢台市育红小学红精灵3队 薛钧瀚 孙浩桐 宋向东

35 二等奖 衡水 深州市深州镇新兴路完全小学 深州码高战队 郭泽栋 赵雨辰 乔博彦 高恒路

36 二等奖
华北油
田

华北油田采一小学 华北油田采一小学油娃1队 邢柏羽 李炎夏 冯晓欢

37 二等奖 邯郸 邯郸市邯山区滏河小学 邯郸乐知小镇石洞战队 孔垂泽 杨朔 张起龙

38 二等奖 邢台 邢台市郭守敬小学 团结队 陈安锐 李子旗 高启瀚 张虹

39 二等奖 沧州 沧州市新华区小赵庄乡建华小学 建华小学2队 杨元畅 程宇轩 闫秀利

40 二等奖 廊坊 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祁各庄中心学校 大厂县祁各庄中心学校乐智1队 黄俊涵 陈兆瑜 陈俊彬 李新颖

41 三等奖 石家庄 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 黑羽二队 王藤予 王一同 江天怿 康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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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三等奖 邢台 邢台市育红小学 邢台市育红小学红精灵2队 杜尚栩 韩乐妍 白家荣 宋向东

43 三等奖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金山小学 金山之子战队 苏晟轩 李昭延 李承泽 曹博

44 三等奖 承德 承德市竹林寺小学 悦程3队 刘钊 曹涵睿 张莹

45 三等奖 沧州 沧州市实验小学 腾飞队 张轩瑜 张凌云 孙一航 刘莹

46 三等奖 张家口 张家口市桥西区北新村小学 张家口ETHER战队 周悠然 韩琳泽 王凯 马志斌

47 三等奖
华北油
田

华北油田采一小学 华北油田采一小学油娃2队 曹乾宇 杨泽林 赵浩屹 尹兵

48 三等奖 张家口 张家口市桥东区五一路小学 3C 战队 陈子涵 张卓 陈家兴 李少杰

49 三等奖 衡水 枣强玛酷机器人服务中心 枣强玛酷机器人1战队 吴博文 李洪阔 王振泉

50 三等奖 衡水 衡水市康复街小学 衡水智高点2队 张天翼 肖韫蓬 白荏谦 刘一

51 三等奖 承德 承德市南营子小学 悦程2队 张皓喆 王梓儒 靳军

52 三等奖 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前卫路小学 少年智机器人中心2队 杨博浩 王资达 张铭轩 刘国鑫

53 三等奖 沧州 沧州市迎宾路小学 程序大王2队 杨长昊 高铭晨 曹明宇 王文体

54 三等奖 沧州 沧州市迎宾路小学 迎宾路小学2队 张九思 高宇衡 马梓博 王文体

55 三等奖 沧州 沧州市运河区运河小学 文宫三队 张明文 任众铭 郭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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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三等奖 邢台 邢台市郭守敬小学 王者队 毕兰轩 金浩文 陈佳禾 张鸿志

57 三等奖 保定 涿州市双语学校 河北省涿州市双语小学神风队 刘益铭 李函锐 刘冕峰 许建斌

58 三等奖 沧州 沧州市水月寺小学 沧州市水月寺小学星火队 刘家豪 张炳程 李智宸 徐淑静

59 三等奖 张家口 工人村小学 所向披靡队 刘彦瑞 孙钲昊 王晨睿 马文龙

60 三等奖 石家庄 石家庄市长征街小学 黑羽一队 甘景轩 孟庆锐 赵高宇 康潇匀

61 三等奖
华北油
田

华北油田采一小学 华北油田采一小学油娃3队 王禹番 胡桐瑞 刘彦英

62 三等奖 廊坊 固安县第五小学 五小机器人队 曹皓凯 丁晓月 陶泽川

63 三等奖 保定 涿州市双语学校 河北省涿州市双语小学 田泽雨 刘函坤 潘建睿 张鹏

64 三等奖 保定 定州市西关东街小学 定州润模战队 万益宁 刘梓瑞 于硕达 李磊

65 三等奖 廊坊 固安县第六小学 固安县第六小学战队 陈家旭 崔铭宇 隋昊泽 李爱林

66 三等奖 张家口 张家口市桥东区东风小学 贪吃蛇战队 王一帆 刘禹禾 刘佳珉 刘孟宇

67 三等奖 承德 承德市双桥区东园林小学 河北省承德市东园林小学战队 杨梓正 修嘉轩 刘谦一 高敏

68 三等奖 邯郸 邯郸市新曙光小学 积智堂 ROCKETS TEAM 王奕翔 张时纶 王翌帆 王鲲

69 三等奖 承德 承德市双桥区东园林小学 承德市东园林小学战队 王续森 张莫寒 范明泽 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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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三等奖 邢台 任县任城镇昌平路小学
任县高趣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快乐2队

林昊松 王茉涵 杜欣雨 孙瑞

71 三等奖 邢台 邢台市任泽区直属第一小学
任县高趣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快乐1队

王乙皓 董一泽 张浩芮 孙瑞

72 三等奖 邢台 河北省任县任城镇北街小学
任县高趣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快乐3队

李梓乐 陈泽希 谢依桐 孙瑞

73 三等奖 秦皇岛 海港区临河里小学 山海关脑力公社 王艺翔 曹雨阳 田嘉逸 王伟

74 三等奖 廊坊 廊坊市第十七中学 廊坊十七中WRO一队 傅程 宋昆泽 曹梓涵 王建国

75 三等奖 廊坊 廊坊市第十七中学 廊坊十七中WRO二队 王奥锋 顾博为 李尚彤 曹作卿

76 三等奖 承德 承德市双桥区东园林小学 承德市东园林小学战队 应佳霖 孙承博 暴涵予 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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