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3队 小学 太空探索 顾振宇,居俊龙,樊雨桐 谭礼俊,向华 一等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2队 小学 太空探索 苏俊可,方宇箫,罗宇恒 向华,谭礼俊 一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中心小学校 虎鲨队 小学 太空探索 龙俊佑,邹翔宇,苏宇晨 李琴,黄思宇 二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中心小学校 蛟鳄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孙颜锦,曹仁亿,曹诗轲 黄思宇,李琴 二等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5队 小学 太空探索 梁司亮,杨铭禹,杨语婷 谭礼俊,向华 三等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4队 小学 太空探索 张诗沿,饶致远,任泓锦 毕海燕,向华 三等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创盟1队 小学 太空探索 谢楠欣,席诗言,赵晨旭 向华,谭礼俊 三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1队 初中 太空探索 唐梓爱,何涛,杨晨 胡琴,张世明 一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4队 初中 太空探索 侯旭枫,罗煜轲,黄砚茨 邓学先,李家强 一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6队 初中 太空探索 罗侨,罗远慧,苏研珑 廖群,王婷 二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3队 初中 太空探索 侯永涛,陈玖宏,余灵犀 蒲运刚,潘涛 二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2队 初中 太空探索 周金磊,曾焕然,杨逸 何姣,张罗荣 三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5队 初中 太空探索 李名洋,谭毅,潘馨仪 许波,杨廷江 三等奖
宜宾市洪谟小学校 洪谟1队 小学 人机对战 王梓乐,李思玎 肖洪源 一等奖
宜宾市洪谟小学校 洪谟2队 小学 人机对战 钱正宜,杨麒瑞 肖洪源 二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初级中学校 菜鸟1队 初中 人机对战 杨晨杰,钟昊宇 顾大正 一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初级中学校 菜鸟2队 初中 人机对战 曾与,罗太明 赵富强 二等奖
屏山县金江初级中学校 起源星队 初中 人机对战 贾涛瑞,胡熙权 谌光明 三等奖
屏山县金江初级中学校 新起点队 初中 人机对战 吴天昊,邹碧 田飞 三等奖
宜宾市一曼中学校 一曼中学2队 高中 人机对战 彭望彩,赵忻,李泽川 邓名辉 一等奖
四川省宜宾市第四中学校 L&L战队 高中 人机对战 卢蕊雪,林红莉,黄泳豪 曾辉 一等奖
四川省宜宾市第四中学校 9110战队 高中 人机对战 肖顺文,尹茂阳,钟子超 李会连 一等奖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人机对战三队 高中 人机对战 邓学奇,刘正权 李柯 一等奖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宜宾市工职校 高中 人机对战 邓欣禹,邹天祎,李凤权 王建,张芸 一等奖
四川省宜宾市第四中学校 TOS战队 高中 人机对战 黄铃,彭长银,李景宏 蒋玲 一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兴文二中1队 高中 人机对战 黄豪杰,魏钧,罗梦梅 罗光芬,赵学函 二等奖
筠连县第二中学校 天韵队 高中 人机对战 李南,王子恒 黄天翔,平江 二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兴文二中3队 高中 人机对战 何润源,袁普新,王城俊 黄小丹,吴觅 二等奖
四川省宜宾市第四中学校 XZO战队 高中 人机对战 欧乙君,朱皓宇,肖可知 宁海燕 二等奖
四川省兴文中学校 四川省兴文中学 高中 人机对战 刘煜坤,叶鹏钢 曹大刚,周小松 二等奖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人机对战一队 高中 人机对战 何宁,刘远洪 王义娟 二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兴文二中2队 高中 人机对战 罗宏宇,丁业伟,刘雅丽 钟智奇,陈燕 三等奖
宜宾市一曼中学校 一曼中学1队 高中 人机对战 宋海清,左彭,肖宇琴 吴林青 三等奖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人机对战二队 高中 人机对战 余啸天,周炙阳 李温琼 三等奖
筠连县第二中学校 梦之队 高中 人机对战 熊彬宇,罗茂钦 李杏,平江 三等奖
宜宾市洪谟小学校 洪谟3队 小学 能源分类 邓铭杨,冷秋慧 肖洪源,丁宁 一等奖
兴文县古宋镇第二小学校 奇迹 小学 能源分类 邓煦霖 罗巧 一等奖
长宁县竹海镇中心小学校 竹小 小学 能源分类 方应文,郑力源 赵洪,张经 二等奖
高县落润镇中心小学校 高县落润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能源分类 王一,许浩阳 袁华弟,李建华 二等奖
宜宾市叙州区建国实验小学 红韵1队 小学 能源分类 杨子渝,孙浩博 殷喜,杨春 三等奖
兴文县城西学校 博宇 小学 能源分类 崔博闻,彭昊宇 孟光鑫,杨桂莹 三等奖
兴文县城西学校 鑫洋 小学 能源分类 文嘉鑫,夏梓洋 孟光鑫,曾洪平 三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初级中学校 沙中1队 初中 能源分类 马境生,刘松林 赵富强,甘小波 一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初级中学校 沙中3队 初中 能源分类 曾蠡,齐震华 顾大正,幸林 一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初级中学校 沙中4队 初中 能源分类 曾铭慧,刁义财 顾大正,幸林 一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初级中学校 沙中2队 初中 能源分类 潘学强,罗陈杨 赵富强,甘小波 二等奖
屏山县金江初级中学校 战鹰队 初中 能源分类 陈帅,李孟秋 姚丕华,何应霞 二等奖
兴文县共乐初级中学校 共初战队 初中 能源分类 任鑫宇,李奥文 牟小兵,邓克忠 二等奖
屏山县金江初级中学校 沉梦志昂队 初中 能源分类 李雨欣,邬健宇 朱铭,周虹志 三等奖
四川省长宁县培风中学 培风1队 初中 能源分类 苏欣宇,李铭 胡丹,何耿 三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兴文二中3队 高中 能源分类 赵秋毅,李嘉宇 徐桃,陈林 一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兴文二中1队 高中 能源分类 邓宇浩,姚星林 徐桃,何川云 二等奖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兴文二中2队 高中 能源分类 李桔庆,丁顺锋 陈燕,邓健 三等奖
珙县米市街小学校 乐动小队 幼儿园 亲子搭建 万皓宇 彭琳杰 二等奖
宜宾市洪谟小学校 洪谟7队 小学 亲子搭建 李禹辰 肖洪源,王学梅 一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中心小学校 一起向未来 小学 亲子搭建 孙爱琳 孙旺,单丽 一等奖
珙县米市街小学校 冬奥梦想 小学 亲子搭建 王梓帆 肖仲祥 一等奖
宜宾市翠屏区沙坪中心小学校 僰如意境 小学 亲子搭建 李松恒 杨朋艳,龙丹 二等奖
宜宾市洪谟小学校 洪谟4队 小学 亲子搭建 刘耀 肖洪源,王学梅 二等奖
珙县米市街小学校 米小2队 小学 亲子搭建 肖京扬 程伟 二等奖
珙县米市街小学校 米小1队 小学 亲子搭建 萧杰夫 邵芳 三等奖
宜宾市洪谟小学校 洪谟5队 小学 亲子搭建 黄梓睿 肖洪源,王学梅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