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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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 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自强之星三队 刘峻羽 王泽祎 赵瑞岭

2 一等奖 保定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大伊万队 胡竣博 耿悦翔 朱泊睿 孙波

3 一等奖 保定 保定市第十三中学 大威天龙战队 薛浩轩 林俊哲 马赫楠 孙波

4 一等奖 邢台 邢台市第十九中学 邢台市第十九中学金华龙1队 杨一诺 冯国钊 董傲轩 宋向东

5 一等奖 邢台 邢台市第十九中学 邢台市第十九中学金华龙4队 王梓博 梁宸宇 张宇鹏 宋向东

6 一等奖 邢台 邢台市第十九中学 邢台市第十九中学金华龙3队 沈圣轩 崔泽华 成奕泽 宋向东

7 一等奖 廊坊 廊坊市第十三中学 廊坊十三中10队 王佳伟 赵佳颖 李胤儒 王跃宗

8 二等奖 邢台 邢台市第十九中学 邢台市第十九中学金华龙2队 王子硕 王若溪 李昕蕾 宋向东

9 二等奖 石家庄 石家庄市第二十三中学 黑羽五队 郭哲源 张陌尘 康潇匀

10 二等奖 廊坊 廊坊市第十三中学 廊坊十三中8队 邓莉姿 孟秋言 吴蔼灵 王跃宗

11 二等奖 保定 保定市第十七中学 博乐二队 郭丰群 臧浩鑫 强东梅

12 二等奖 石家庄 石家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王杨队 王朗诺 杨骏赫 李永军

13 二等奖 邯郸 邯郸市弘文中学 睿智2队 刘羽辰 石仕凯 苗一栋 宋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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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二等奖 保定 保定市第二中学分校 博乐一队 郭航宇 蔡庚皓 强东梅

15 二等奖 衡水 衡水桃城中学初中部 智高点超人队 王墨钧 张铭轩 刘一

16 二等奖 石家庄 石家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董蔡队 董禹含 蔡柯羽 付宇航

17 二等奖 张家口 张家口市第五中学 亮剑 王峪霖 李琪 李浩然 尹顺姬

18 二等奖 张家口 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七中学 雄鹰战队 邓佳乐 刘宝奇 李子潇 刘孟宇

19 二等奖 张家口 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七中学 柒柒伍战队 丁思宇 郭洺雨 温爽 刘孟宇

20 二等奖 张家口 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七中学 可乐 李庚朔 郝欣羽 楚天宇 马文龙

21 三等奖 张家口 张家口市科技馆 秘密警察 戴意诚 李天象 周昊 马文龙

22 三等奖 邢台 内丘县第二中学 雄鹰1队 和朋宽 薛雨涛 贾文通 林玉卓

23 三等奖 唐山 唐山市第十二中学 凌云战队 刘函瑜 高宏亮

24 三等奖 唐山 唐山市友谊中学 唐山市友谊中学梦想队 徐晨鸣 王山石玉 翟强

25 三等奖 保定 保定市第十七中学 保定市第十七中学战队 徐嘉涂 韩卓航 徐坦 刘倩

31 三等奖 衡水 衡水中学实验学校 衡实二队 张梓宸 刘展赫 李泽皓 白梦影

32 三等奖 衡水 衡水中学实验学校 衡实一队 封力玮 朱栩乐 贾方博 白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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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等奖 唐山 唐山市友谊中学 雨林队 石雨林 高宏亮

34 三等奖 邢台 内丘县第二中学 雄鹰2队 范佳硕 范佳语 李铭川 林玉卓

35 三等奖 唐山 唐山市第五十四中学 星耀队 夏诚骏 高博纯 高宏亮

36 三等奖 廊坊 廊坊市第十三中学 廊坊十三中9队 王旭东 纪凯琳 田欣宇 王跃宗

26 三等奖 石家庄 石家庄市裕华区求实中学 黑羽六队 秦轶辰 冯宇宸 刘奕辰 康潇匀

27 三等奖 邯郸
北京师范大学邯郸附属学
校

睿智1队 路子贤 康钰哲 谢佳辰 耿志军

28 三等奖 石家庄 石家庄市第八十一中学 黑羽三队 蔡宜萱 张嘉恒 何思源 康潇匀

29 三等奖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十八
中学

黑羽四队 梁博文 董子扬 贺伟轩 康潇匀

30 三等奖 沧州 沧州市青少年宫 文宫一队 祁浩天 董家赫 杨家喆 曹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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