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届四川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普及组)泸州分赛场获奖名单
学校 队伍名称 组别 参赛项目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等奖
合江县先市镇中心小学校 合江县先市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冯月笙  何鑫奕  胡嘉俊 陈玉伟  唐  敏 一等奖
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周  磊  黄耀阳  左浩威 胡  健 一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丁煜泓  赵进民  武楷涵 艾文锋  杜文彩 一等奖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何奕佳  陈玉姗  张可欣 王芳叶  冷和平 一等奖
泸县实验学校 泸县实验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杨翔云  聂士宸  曾浩轩 岳远鸿  刘杨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罗贝尔  张  烨  张芸豪 蒋坤苹  高琴 一等奖
河东小学 河东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叶贝林  刘梓杰  彭薪睿 张小容  何朝琼 一等奖
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唐运钊  李晟睿  王鹏程 李光玉 一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赵禹琪  王宇豪  王明权 颜  红  王玉贵 一等奖
泸天化小学 泸天化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陈梦航  莫朝凯  顾政宇 钟星丽  黄小玲 一等奖
泸县城北小学校 泸县城北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龙  骁  吕志奥  孙思逸 万明树  张小焱 二等奖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安  松  唐  池  魏皓棋 张  莉  刘建 二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陈星羽  刘羽轩  徐李亦 黄  丹  张利 二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孙雅晗  税江意  文德淋 陈  莉  邓坤伦 二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朱俊熹  唐  义  石毅萱 罗  毅  周建春 二等奖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斯时焰  胡浩然  黄明涛 胡运金  邹志高 二等奖
泸天化小学 泸天化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阳云薪  王励民  曹浩然 罗少平 二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中心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中心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钟  燕  牟思衡  袁清泉 黄德忠  李沁 二等奖
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曹梦杰  李易航  胡洪 刘良才  陈绍碧 二等奖
泸县城东小学校 泸县城东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何  升  程子涵  邓德瑞 张  伟  张玉霞 二等奖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税英杰  刘宇航  孔梦玥 官剑锋  罗勤 二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小学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黄俊儒  黄  曦  赖依奇 黄  林  唐秀丽 二等奖
河东小学 河东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董浩林  刘君茂  钟如意 贺  雷  黄方清 二等奖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陈  帅  冷茂林  吴俊威 杨怀学  徐焱清 二等奖
古蔺县双沙小学校 古蔺县双沙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彭玉林  王晨熙  洪诚 杨  帆  高艳凡 二等奖
叙永镇银顶小学 叙永镇银顶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黄金涛  祁德煊  黄亮 董佩军 二等奖
叙永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明  松  刘炫利  喻海龙 李  雄  刘波 二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江北学校（淡思校
区）

泸州市龙马潭区江北学校（淡思校
区）

小学 极速抗疫 胡君昊  周宇航  王铭鸿 任志强  刘丽 二等奖

泸州市江阳西路学校 泸州市江阳西路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刘荣扬  余重阳  潘乐菘 曾  嵘  周景兰 二等奖
叙永镇西外街小学校 叙永镇西外街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马俊杰  亢铉宇  徐靖为 吴  鹏 二等奖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陈  帅  肖紫源  雷嘉霖 张  艳  姚敏 二等奖
古蔺县第二小学校 古蔺县第二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熊宇浩  史宇晨  冷熙 丁名铭  罗应红 二等奖
合江县红卫小学校 合江县红卫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曾  晨  张志枭  刘天夏 王  霞  赵廷婷 二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小学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曾洪州  王浩宇  罗锦茂 黄  林  唐秀丽 二等奖
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任  一  段杨洋  韦欣怡 李刚惠 二等奖
叙永县实验小学 叙永县实验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陈良杰  黄俊杰  余佳峻 亢林江  王其 二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卢子阅  罗南峰  胡耀 胡治强  蒋坤苹 二等奖
合江县白鹿镇水竹小学校 合江县白鹿镇水竹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陈美阳  曾  鹏  周恩正 张  杨 二等奖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薛俊杰  杨宇菡  佘梓洋 罗圆秋  曾维江 二等奖
叙永县师范附属小学校 叙永县师范附属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黄奥翔  胥奕乐  温梓琨 王  稀  黄海 三等奖
泸县福集镇龙脑桥中心小学 泸县福集镇龙脑桥中心小学 小学 极速抗疫 李庆锋  刘锐涵  曾健焓 李良英  何星谚 三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泸师附小习之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泸师附小习之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方浚懿  黄  洲  赵冠智 朱光强  李涛 三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新民小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新民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吴沁泽  张懿轩  文子轩 冯光彬 三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安  煜  赖俊松  唐越杭 付凤林  张洪彪 三等奖
泸县玄滩镇玄滩中心小学校 泸县玄滩镇玄滩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胡天宇  刘原铭  李驭虎 蒋维江  薛奇 三等奖
福宝镇中心小学校 福宝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王相全  秦绪强  李焱 王世德  张波 三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江北学校（淡思校
区）

泸州市龙马潭区江北学校（淡思校
区）

小学 极速抗疫 任文逸  蔡翼航  林奕帆 任志强  刘丽 三等奖

合江县神臂城镇中心小学校 合江县神臂城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王  金  任建松  董睿 李  智  张琳 三等奖
合江县先市镇中心小学校 合江县先市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鄢予笙  何  涛  彭建涵 李  烨  周玲玲 三等奖
古蔺县双沙小学校 古蔺县双沙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何俊林  陶文健  李廉洁 高艳凡  姜晓韵 三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泸师附小习之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泸师附小习之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宋沅航  聂培鸿  徐丞文 朱光强  李涛 三等奖
叙永镇东大街小学校 叙永镇东大街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刘恒麟  曾渝航  毕豪晖 刘东梅  李波 三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文  轩  史怡萱  徐榕蔚 陈  莉  邓坤伦 三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极速抗疫 张炜杰  郑力洋  袁乾辉 安  钦  刘颖 三等奖
四川省泸州市第十五中学校 四川省泸州市第十五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苟廷鑫  杨玥瑶  邓森元 周燕 梁成勇 一等奖
泸县第四中学 泸县第四中学 初中 极速抗疫 王家富  张道强  冯柏翔 陈玉兰  王洪梅 一等奖
泸县梁才学校 泸县梁才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廖珈勒  田浩廷  张浩 谢锦欣  周志华 一等奖
合江县九支初级中学校 合江县九支初级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舒韵超  张  群  李林 赵茂脂  叶黔兰 二等奖
四川省泸州市第一中学校 四川省泸州市第一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张  锐  张  舟  黄运河 唐元治  胡平 二等奖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罗孝轩  宋欣泽  张举煜 何文江 韩楹 二等奖
合江县九支初级中学校 合江县九支初级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雍自豪  黄  建  张丹丹 杨  勇 二等奖
四川省纳溪中学校 四川省纳溪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何源洲  邬昊辰  李子豪 庞宇坤  林峰 二等奖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罗  懿  张慧雅  朱家林 先友杰  王安华 二等奖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邱有棚  杨浩然  刘佳豪 何文江 韩楹 二等奖
合江县石龙镇石龙初级中学校 合江县石龙镇石龙初级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董金波  王桐兵  徐博涵 刘旭辉 三等奖
叙永县两河镇初级中学校 叙永县两河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简启峰  赵  根  李帮响 李一平  罗慧 三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东升学校 泸州市纳溪区东升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王师梦  李思瑶  吴家志 赖  珊 邓心连 三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周榆皓  胡家耀  周博文 唐  霞  郑平 三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健康成长队 小学 能源分类 唐俊涵  余  杰 王  林  张洪彪 一等奖
泸县梁才学校 梁才能源1队 小学 能源分类 赵柄诚  诸思彤 周志华  代利 一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小学队 小学 能源分类 陈  靖  王虓宇 邱  华  张仲实 二等奖
泸县城北小学校 城北一队 小学 能源分类 潘毅城  牟茂源 万明树 二等奖
泸县二中城西学校 能源1队 小学 能源分类 代光杰  王元亨 黄  萍  周志华 三等奖
泸县实验学校 实小一队 小学 能源分类 卢冰杭  张  毅 刘  杨 三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初中队 初中 能源分类 梁  旭 邱  华  张仲实 二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王煜航  罗誉函 李德平  陈富 一等奖
纳溪区河东小学 纳溪区河东小学 小学 人机大战 喻泓钦  卓正越  叶俊 叶彬  王秀川 一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兰明路  蔡靖祥 李德平  陈富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小街子小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小街子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赵绍植  胡佳汝 先玲莉 郑平 一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王文博  唐盛鑫 付凤林 王 林 一等奖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丁竞杰  苟煜先  杨翼豪 杨怀学  张宗勤 一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唐东林  喻昊玥  毛俊麟 毛安银  罗毅 一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夏淳钢  胡远超 李惠芳  胡春秀 一等奖
古蔺县观文小学校 古蔺县观文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张奥名  刘沿宏  梅贵 李  凌  王春 一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周子婷  叶子轩  姚杰天 刘  阳 艾文锋 一等奖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李雨泽  宋雨辰  上官骏毅 徐焱清  郑莉 一等奖
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杨双潞  张轩瑞 李刚惠 一等奖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唐斌斌  张艺怀 曾维江  张林霜 一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陈  威  陈念念  王研博 张洪彪 王玉贵 二等奖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城西学校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卢映臣  陈梁川歌 尹清惠  张仁宗 二等奖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付弋芹  谷学进 曾维江  张林霜 二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李俞锋  杨浩宇 张洪彪 宗臻燕 二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李昊洋  钟尚奇 李惠芳  胡春秀 二等奖
纳溪区河东小学 纳溪区河东小学 小学 人机大战 汪子博  刘忆桦 叶  彬  王秀川 二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陈  琢  徐嘉祺 李德平  陈富 二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刘  鑫  王昭权 张洪彪 付凤林 二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涂梦佳  罗睿谦  罗贝尔 蒋坤苹 胡治强 二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谌安锜  郭谨源 李惠芳  胡春秀 二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徐梓恒  刘周楊  崔文越 韩秀兰  向娟 二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李洪振  肖  杨 张洪彪 颜  红 二等奖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城西学校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陈星宇  王辰烨 姚  远  尹清惠 二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新民小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新民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劳懿葳  唐永祺 陈俊尧 三等奖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徐晨峻  徐源伶  伍隽可 罗  勤  赖利波 三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杨捷寒  罗南峰  梁炜韬 蒋坤苹 胡治强 三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王俊权  杨锐哲 李惠芳  胡春秀 三等奖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肖哲宇  刘子铭 张  鸿  赵艳 三等奖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朱俊宇  邓樱羽  梁家瑞 钟  宇 三等奖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城西学校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雷明谦  陈奕锦 尹清惠  张仁宗 三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余博毅  白竞骁 韩秀兰  向娟 三等奖
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 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熊子墨  汪静曦 伍春梅  徐利 三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大战 肖豫扬  杨靖航  张嘉棋 毛安银  罗毅 三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刘凌飞  黄乙桓  周榆杰 唐  霞  郑平 一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刘春江  龙思洁  杨建均 唐  霞  郑平 一等奖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王大彬  李重横  周御翔 何文江  陈溶 一等奖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吴雨森  吕露露  尹彤 何文江  倪敏 一等奖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泸县城北初级中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吕  厚  何虹静 先友杰  王安华 二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陈  煊  秦源佳  甘宇杰 唐  霞  郑平 二等奖
叙永县两河镇初级中学校 叙永县两河镇初级中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唐  毅 李一平 罗慧 二等奖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曾安强  魏  震  李志豪 何文江  李萱梅 二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刘致远  雷声宏 邱华 张仲实 三等奖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罗  钰  向  俊 徐云川  张宏伟 三等奖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初中 人机大战 朱奕骋  张钧浩 徐云川  张宏伟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