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收割机1小队 小学 太空探索 王泓锐,谢韵霏,向语瑄 刘亚,陆志恒 一等奖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收割机2小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容华容,吴宇,陈攀雨 刘亚,陆志恒 一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裕丰街小学校 裕小3 小学 太空探索 蒋宇涵,乔捷,邓居毅 罗毅,杨华 一等奖
大英县蓬莱小学 蓬莱小学3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彭宇洋,谢浩博,代铭汐 段治国,漆智 一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鹭栖湖学校 鹭栖湖学校太空探索1队 小学 太空探索 李君浩,陶翰霖,刘鑫 梁静,代玉婷 一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鲲鹏6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周启明,杨雯俊,高庆 张莉,刘晓棠 一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鲲鹏1队 小学 太空探索 汪小俊,伍杰,崔渝轩 汪俊,张莉 一等奖
遂宁市洋渡实验学校 浩洋2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冯书涵,刘栎兴,陶俊溪 张悦,杨利 一等奖
遂宁市洋渡实验学校 浩洋1队 小学 太空探索 甘婧雯,赵瑜浩,衡俊熙 龚芯巧,黄佩 二等奖
蓬溪县下河小学校 下河2队 小学 太空探索 蒋明扬,陈俊杰,张宇航 罗杰,邓超英 二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鲲鹏2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张晨阳,黄煜阳,韩鸿宇 漆洵 二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裕丰街小学校 裕小2 小学 太空探索 刘好,赖圣元,彭雨哲 罗毅,陈旭刚 二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鹭栖湖学校 鹭栖湖学校太空探索2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刘宇恒,廖康鸿,高源 梁静,代玉婷 二等奖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遂州实验学校 杏叶儿5 小学 太空探索 唐梓恒,周子涵,刘浩然 廖福超,梁雯 二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鲲鹏4队 小学 太空探索 曾杨骄豪,王芷馨,蒋欣怡陈丽娜,汪俊 二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大南街小学校 大南科创队1 小学 太空探索 梁学辉,柏毓生,林泽瑞 王宇,唐冬梅 二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鲲鹏3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徐旭乐乐,陈铭宇,聂久均汪俊,罗艳军 三等奖
蓬溪县下河小学校 下河3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岳李明辉,陈皓轩,黄祺喧刘玲,马燕 三等奖
蓬溪县下河小学校 下河1队 小学 太空探索 陈林海,薛焰晨,田跃 罗杰,何丽平 三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天宫庙小学校 天宫庙小学1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宋吉祥,汪毅祥,李正洋 李崇波 三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裕丰街小学校 裕小1 小学 太空探索 罗家睿,何美轮,邹彧杨 唐茵茵,罗毅 三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鲲鹏5队 小学 太空探索 贺治銘,陶宇铭,胡懿轩 汪俊,吕清平 三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大南街小学校 大南科创队3 小学 太空探索 赵宇轩,张峻华,李茁毅 唐洪,唐冬梅 三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物流港实验小学校 港小 小学 太空探索 王诗悦,廖云海,黄桥棵 王韵,黄琴 三等奖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收割机1中队 初中 太空探索 刘子谦,夏祉旖,杨彦伟 孙建,邓洋 一等奖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收割机2中队 初中 太空探索 陈浩,邓毅,罗鑫浩 刘亚,孙建 一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绿然二队 初中 太空探索 廖圣,许宏,伍睿 罗小明 二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绿然一队 初中 太空探索 梁哲宇,邓宇昊,严诚俊 罗小明 二等奖
四川省遂宁市第六中学 六中5队 初中 太空探索 席煜琦,徐嘉俊,曾瀚锋 席侃,徐镭蜻 三等奖
四川省遂宁市第六中学 六中4队 初中 太空探索 彭泓泉,郑思綺,林宇凡 何朝龙,郑金贵 三等奖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遂州实验学校 杏叶儿3 小学 人机对战 唐东汉,刘姝含 廖福超,贺华军 一等奖
大英县蓬莱小学 蓬莱小学2队 小学 人机对战 朱勃瑞,余宇宸 刘庆,黄维英 一等奖
遂宁市洋渡实验学校 洋渡之星 小学 人机对战 王炘睿,杨文涛,汤嘉辉 夏典举,易思媛 二等奖



大英县卓筒井镇小学校 卓筒井1队 小学 人机对战 余航,张袁浩 漆智,唐华 二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雄鹰二队 小学 人机对战 唐亿,王子墨 罗小明 三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人机对战鲲鹏队 小学 人机对战 周彦钦,张静源 汪俊 三等奖
蓬溪县下河小学校 下河5队 小学 人机对战 杨来,胡驺尹 罗杰,谢玉梅 三等奖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遂州实验学校 杏叶儿4 初中 人机对战 范杨森,罗俊杰 廖福超,贺华军 一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雄鹰四队 初中 人机对战 刘羽轩,唐可欣 罗小明 二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雄鹰一队 初中 人机对战 杨林峰,徐文涛 杨蓉 三等奖
四川省遂宁市第六中学 六中1队 初中 人机对战 刘杰,黄小丰,严谨睿 席侃,钟伟 三等奖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旋风队 小学 能源分类 张艺潇 刘亚 一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鲲鹏能源分类队 小学 能源分类 汪小俊 汪俊,张莉 一等奖
大英县蓬莱中学 大英县蓬莱中学飞鹰战队 小学 能源分类 肖正丰,彭俊涵 杨华林,郭丽霞 一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战狼1队 小学 能源分类 杨钧,刘锐锋 罗小明 一等奖
蓬溪县下河小学校 下河4队 小学 能源分类 唐煜祺,霍臻 刘玲,邓波 一等奖
遂宁安居育才卓同国际学校 ZTEG-卓越 小学 能源分类 吴明骏 张旭 二等奖
遂宁市洋渡实验学校 洋渡少年 小学 能源分类 彭博智,夏祝诺言 熊畅,谯远波 二等奖
射洪绿然国际学校 射洪绿然国际学校小学队 小学 能源分类 林泽奎,杨俊宇 李建勋,邓雪芹 二等奖
大英县蓬莱小学 蓬莱小学1队 小学 能源分类 何天宇 刘庆,袁杰 二等奖
遂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扬帆起航 小学 能源分类 胡荣萍,王鸿彬 李林俊,梁银海 二等奖
遂宁市河东实验小学校 河东实小 小学 能源分类 高锦程 况丽 三等奖
大英县卓筒井镇小学校 卓筒井2队 小学 能源分类 吴枝洪,邓睿智 漆智,唐华 三等奖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遂州实验学校 杏叶儿1 小学 能源分类 梅海芫,吉喆鑫 廖福超,贺华军 三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裕丰街小学校 裕小4 小学 能源分类 周洲,程登嵛 罗毅 三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大南街小学校 大南科创队2 小学 能源分类 李浩,席宥豪 王宇,朱冬梅 三等奖
大英县蓬莱中学 大英县蓬莱中学战狼战队 初中 能源分类 胡睿峥,钱晋轩 杨华林 一等奖
四川省遂宁中学校 对不队 初中 能源分类 黎沛杉 冉茂香 一等奖
四川省遂宁市第六中学 六中2队 初中 能源分类 夏钦忆,魏大斌 席侃,唐俊 一等奖
四川省遂宁市第一中学校 遂宁一中初中队 初中 能源分类 吴霖,周博文 林建华,胡锐 一等奖
遂宁安居育才卓同国际学校 ZTEG-卓识 初中 能源分类 胡维高,李昊奕 张旭 一等奖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炫光队 初中 能源分类 张文韬,廖俊熙 刘亚 二等奖
遂宁市第四中学校 遂宁四中初中队 初中 能源分类 陈龙庆,全文俊 林熙越,曾磊 二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战狼2队 初中 能源分类 曾鑫林,李雨乐 罗小明 二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战狼4队 初中 能源分类 刘家辉,丁宇翔 罗小明 二等奖
蓬溪绿然学校 蓬绿1队 初中 能源分类 邓竣仁,唐宇煊 孟海林 二等奖
遂宁市青少年宫 少年宫 初中 能源分类 舒杨茗,杨润鑫 罗小明 三等奖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遂州实验学校 杏叶儿2 初中 能源分类 申家正,付治伦 廖福超,贺华军 三等奖
遂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超越梦想 初中 能源分类 唐栩涵,陈俊豪 梁银海,李林俊 三等奖



射洪绿然国际学校 射洪绿然国际学校初中队 初中 能源分类 文炫午,杨帆 李建勋,赵琴 三等奖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飓风队 高中 能源分类 马坤鹏 刘亚 一等奖
四川省遂宁市第六中学 六中3队 高中 能源分类 李锐,林仕豪 谭春兵,罗铭 一等奖
四川省遂宁市第一中学校 遂宁一中高中队 高中 能源分类 陈子翔 林建华,王奕梅 二等奖
遂宁安居育才卓同国际学校 ZTEG-卓远 高中 能源分类 刘泓霖,安镇全 张旭 二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战狼3队 高中 能源分类 余锦航,李可 罗小明 三等奖
蓬溪绿然学校 蓬绿2队 高中 能源分类 王冰森,刘鑫 孟海林 三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顺城街幼儿园 梦想队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康书睿 黄玲玲 一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西山路爱儿篮幼儿园蜜蜜队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杨凯茗 杨云 一等奖
遂宁市船山区顺城街幼儿园 未来队 幼儿园 亲子搭建 肖韩明志 韩清礼 二等奖
遂宁市河东新区紫竹路幼儿园 遂宁市河东新区紫竹路幼儿园幼儿园 亲子搭建 熊怡然 饶良婷 二等奖
遂宁市河东新区紫竹路幼儿园 遂宁市河东新区紫竹路幼儿园幼儿园 亲子搭建 魏棶 陈静 三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绿然二队 小学 亲子搭建 夏睿豪 杨蓉 一等奖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绿然一队 小学 亲子搭建 敬遨宇 杨蓉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