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届四川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普及组)宜宾分赛场获奖名单
学校 队伍名称 组别 参赛项目 学生 教练 等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1队 小学 极速抗疫 梁灯极  谢楠欣  刘园军 向  华  谭礼俊 一等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4队 小学 极速抗疫 方宇箫  张犇旗  杨宇昂 谭礼俊  向华 一等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5队 小学 极速抗疫 卢家豪  张正豪  郑梓洋 向  华  张泰安 一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中心小学校 越众队 小学 极速抗疫 顾思语  姜添皓  胡崇莹 黄思宇  杨志杰 二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中心小学校 神锋队 小学 极速抗疫 陈梓豪  罗学元  王柄锟 李  琴  杨朋艳 二等奖
兴文县莲花镇莲花小学校 莲之梦 小学 极速抗疫 刘凯锐  丁思诚  罗月静 赵  莉  谢琴 二等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3队 小学 极速抗疫 苏俊可  蒋青峰  居俊龙 向  华  谭礼俊 三等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2队 小学 极速抗疫 吴贤烨  王梓睿  王浩州 向  华  谭礼俊 三等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6队 小学 极速抗疫 雷  宇  罗智衡  严晨轩 向  华  张敏佳 三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3队 初中 极速抗疫 马凌傲  付天龙  余天强 罗文芳  母建强 一等奖
长宁县长宁镇安宁初级中学校 安宁一队 初中 极速抗疫 杨  军  杨征函  黄正义 杨  凡  刘新平 一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1队 初中 极速抗疫 张浩然  何小超  任家鑫 张均强  王泽凤 二等奖
长宁县长宁镇安宁初级中学校 安宁二队 初中 极速抗疫 罗朝阳  罗杰  詹晓鹏 黄大兵  李静 二等奖
兴文县思源实验学校 兴文县思源实验学校 初中 极速抗疫 张豪杰  郑为方  刘思铖 马永波  白光成 三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2队 初中 极速抗疫 梁焰兵  罗杨  吴天睿 李  江  颜敏 三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4队 初中 极速抗疫 李思娴  艾可凡  李欣妍 唐娅玲  雷明刚 三等奖
兴文县古宋镇第二小学校 古宋二校 小学 能源分类 邓煦霖 罗  巧 一等奖
宜宾市第七初级中学校 宜七中 小学 能源分类 王梓乐  李佳凌 肖洪源  丁宁 二等奖
兴文县城西学校 宇航队 小学 能源分类 张宇航 孟光鑫 三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初级中学校 沙坪中学能源分类战队 初中 能源分类 陈润森  曾蠡 赵富强  甘小波 一等奖
屏山县金江初级中学校 TS樱花落 初中 能源分类 谭  政  宋梦林 刘学权  安静 二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久庆三队 高中 能源分类 刘金兰  罗馨楠 刘  浩  董志忠 一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香山二队 高中 能源分类 罗润豪  邹启然 陈  燕  邓健 二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和山一队 高中 能源分类 刘  亮  李沛亨 何川云  徐桃 三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中心小学校 超越队 小学 亲子搭建 汪楠岚 黄思宇  汪勇 最佳创意奖
宜宾市第七初级中学校 宜七中 小学 亲子搭建 钱正宜 王学梅  肖洪源 最佳思考奖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初中组初中 人机大战 付子博  孟翕然  欧阳亿洲闵  巧 一等奖
兴文县香山民族初级中学校 LD香山队 初中 人机大战 丁业伟  罗宏宇  黄彦铭 何  健  陈艳琼 二等奖
屏山县金江初级中学校 大鱼（鹏鲲） 初中 人机大战 吴天昊  邹碧 田  飞 三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久庆三队 高中 人机大战 叶维维  蒋治林  王水鑫 黄小丹  赵学函 一等奖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逐梦青年 高中 人机大战 骆彦均  张思铖 王启红 一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香山二队 高中 人机大战 张  钰  徐亮  申云浩 吴  觅  黄小丹 二等奖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高中组高中 人机大战 胡  乐  李俊熠  詹贵淋 李  柯 二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和山一队 高中 人机大战 许恒源  张昕炜  邹斯嘉 钟智奇  吴觅 三等奖
四川省兴文中学校 四川省兴文中学校 高中 人机大战 叶鹏钢  吴瑜 曹大刚  周小松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