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选手 学校 教练 组别 拟获奖项

查叙含 刘禹成 马语晨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陆孝伟 小学 一等奖

陈昱丞 白子乐 宜兴市荆溪小学 董丽嘉 小学 一等奖

陆思成 张嘉毅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叶正清 小学 一等奖

俞景皓 王冠骁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叶正清 小学 二等奖

孙菲阳 陈知逸 宜兴市荆溪小学 董丽嘉 小学 二等奖

黄品衔 沈文泽 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 陈海兵 小学 二等奖

王梓轩 朱可齐 刘宁 陈柯铭 无锡市滨湖区少年宫 韦爽 小学 二等奖

彭朵 赵余挺 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 陈海兵 小学 二等奖

何金臻 封花天健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朱奎松 小学 三等奖

曹宸瑞 周隽孜 无锡市吴桥实验小学 薛东平 小学 三等奖

陈天翼 邹尚哲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高海峰 小学 三等奖

李宇航 邹汉宸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姚震宇 小学 三等奖

李承峻 俞天豪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高海峰 小学 三等奖

耿宇辰 赵晨棋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姚震宇 小学 三等奖

陈功 王禹熙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 黄献忠 小学 三等奖

黄海涛 李知霖 宜兴外国语学校 陆锦 初中 一等奖

闻梓成 史骐瑜 周瀚文 宜兴市实验中学 宗亚 初中 二等奖

张雨阳 鲍铭宇 宜兴外国语学校 陆锦 初中 二等奖

刘宇杰 纪皓文 曹乐陶 无锡市滨湖区少年宫 陆盛伟 初中 三等奖

王应泽 尹新航 郑梦琦 邵德祥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李强 初中 三等奖

沈桐 陈雨婷 周恒越 徐瑞 无锡市河埒中学 蔡桦 初中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学校 教练 组别 拟获奖项

王政皓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高海峰 小学 一等奖

孙东楷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姚震宇 小学 一等奖

胡晏榕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倪凌云 小学 一等奖

钱一杰 无锡华庄中心小学 钱冬杰 小学 一等奖

奚小将 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 杨亚 小学 一等奖

唐熙晨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高海峰 小学 一等奖

张孝滨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虞锡峰 小学 二等奖

平昊阳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虞锡峰 小学 二等奖

林健祎 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 陈海兵 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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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轨迹赛



宗钰杰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姚震宇 小学 二等奖

金泽栋 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 陈海兵 小学 二等奖

刘一杨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钱琳凌 小学 二等奖

张泽宇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一小
学

潘方烁 小学 二等奖

倪子潇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秦琦 小学 二等奖

石梓铭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虞锡峰 小学 二等奖

钱梦涵 无锡市新安实验小学 钱威 小学 二等奖

郁钧恺 梁溪区少年宫 时旭龙 小学 三等奖

朱棣炆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秦琦 小学 三等奖

徐子涵 宜兴市阳羡小学 戴雪峰 小学 三等奖

孔欣宇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王晓枫 小学 三等奖

章洪铭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俞丽薇 小学 三等奖

夏臻宇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虞锡峰 小学 三等奖

李紫涵 无锡市新安实验小学 钱威 小学 三等奖

秦志睿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周伟华 小学 三等奖

刘桂星语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王晓枫 小学 三等奖

吴越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周伟华 小学 三等奖

钱宇昊 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 杨亚 小学 三等奖

邵逸宸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陶家慧 小学 三等奖

何鑫洋 无锡市新吴区锡梅实验小学 李玉鹏 小学 三等奖

邱业昕 无锡市春城实验小学 赵元嘉 小学 三等奖

余天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陈铭鸿 小学 三等奖

张子晗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陈铭鸿 小学 三等奖

孙邦 无锡市新吴区锡梅实验小学 李玉鹏 小学 三等奖

朱子灿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王玲玲 小学 三等奖

王鑫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李强 初中 一等奖

王子龙 无锡市洛社初级中学 胡科芳 初中 一等奖

王薇薇 无锡市河埒中学 王瑶 初中 二等奖

王可依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李强 初中 二等奖

陆星宇 无锡市后宅中学 陈国清  周纳新 初中 三等奖

陈耕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李梁 初中 三等奖

左汶霖 无锡市后宅中学 陈国清  周纳新 初中 三等奖

朱灵路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李强 初中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学校 教练 组别 拟获奖项

桑婧雯 蔡乐昕 姚佳璐 戴雨悦 锡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张林却 小学 一等奖

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



陈子浩 陆尧 苏意涵 唐锡嘉 锡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许哲 小学 二等奖

马昊川 钱乐涵 蒋祎宸 许峻豪 锡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马骋 小学 二等奖

谢明远  周杨  邵心艺 朱春盛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 杨伟光 小学 三等奖

华俊辰   鲍贞凝   蒋昊辰 无锡市广益中心小学 华钟 小学 三等奖

刘雅文 卢嘉琪 门佳锐 叶子和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胡晓军 高中 一等奖

万晓杰 王海乐  张平 顾申龙 锡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俞琪 高中 二等奖

董杰  汤洲权  李卓浩 李林夕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三等奖

赵子可 邹宇 徐成位 王臧墚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三等奖

俞格非 张雅杰 柯熹祥 徐浩洋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胡晓军 高中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学校 教练 组别 拟获奖项

陈禹琪、陈禹涵、李子艺 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 陈海兵 小学 一等奖

杜友轩、卢勇韬、张硕 宜兴市川埠小学 潘勇 小学 一等奖

刘敬昊、曹訫然、周陶然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张听森 小学 二等奖

侯烨宸、裔淋棋、史迪文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张听森 小学 二等奖

吴桁逸、金可鑫、钟善泽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张听森 小学 二等奖

参赛选手 学校 教练 组别 拟获奖项

蒋翰毅 谢卓辰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蓝玲 小学 一等奖

谢铭心 吴佳亿 江阴市澄江中心小学 范华杰 小学 一等奖

周何龙炎 陈信宏 江阴市澄江中心小学 范华杰 小学 二等奖

金浩明 杨子航 锡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周展 小学 二等奖

温敏博 张力方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潘向梅 小学 二等奖

葛佳鑫 葛程予 宜兴市实验小学 郑明 小学 三等奖

曹睿阳 邵旭晨 宜兴市实验小学 郑明 小学 三等奖

胡歆然  张嘉驿 锡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周展 小学 三等奖

尤晨屹 翁天骐 锡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周展 小学 三等奖

李文博 杨皓博 宜兴市阳羡小学 戴雪峰 小学 三等奖

郑圭伯 刘书宇 锡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马骋 初中 一等奖

潘曦 唐一帆 宜兴外国语学校 陆锦 初中 二等奖

高新博 赵旭洋 无锡市前洲中学 高敏强 初中 三等奖

尚佳楠 孙睿 无锡市前洲中学 丁宏伟 初中 三等奖

张敬垚 王煜奇 江阴市云亭中学 奚向红  王榴燕 初中 三等奖

张梓杨 金皓驰 江阴市第一中学 陈钢 高中 一等奖

沈奕翔 顾珂宁 南菁高级中学 高文蓓 高中 一等奖

机器人创意比赛

WER能力挑战赛



吴佳桦 王艺霖 江阴市第一中学 陈林洪 高中 一等奖

闵彭骏 戴均怡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一等奖

周钦宇 秦栗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二等奖

陆珀宁 秦睿源 江苏省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许剑 高中 二等奖

张晨茜 王浩文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二等奖

张嘉弘 章奕斌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二等奖

徐子杰 唐昀斐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二等奖

陈佳乐 惠文焘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二等奖

王致远 卓雅欣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二等奖

田元 韩天镒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石晓燕 高中 三等奖

施健凯 谢兰坤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三等奖

刘一鸣 陆柯羲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三等奖

杨琦琳 张仔铖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石晓燕 高中 三等奖

刘虹煊 王路文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三等奖

唐怡文 胡若冰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石晓燕 高中 三等奖

孟菁 江倩雯 江阴市青阳中学 方海飞 高中 三等奖

黄怡晨 李彬 江阴市青阳中学 方海飞 高中 三等奖

张才元 王希元 江阴市青阳中学 方海飞 高中 三等奖

官苏扬 查星焱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三等奖

陈冠华 蒋佳俊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俞琪 高中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学校 教练 组别 拟获奖项

万礼恺 尹一涵 周恩杰 无锡市滨湖区少年宫 韦爽 小学低年级 一等奖

常靖凯 谭博文 严翊洋 江阴市实验小学 陈萍芳 小学低年级 一等奖

岳钦泓 蒋程易 谈奕承 无锡市滨湖区少年宫 陆盛伟 小学低年级 一等奖

朱轩毅 张思卿 杨海明 无锡市少年宫 陆多林 小学低年级 一等奖

罗辰睿 吴子熠 秦子峰 无锡市惠山区长安南胡巷小学 刘委 小学低年级 一等奖

张祺轩 唐意博 伍彦姝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姚震宇 小学低年级 一等奖

曹添政 江思佑 许恩齐 滨湖区少年宫 缪吟岚 小学低年级 二等奖

吴玉杰 施涵景 孙婧瑜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高海峰 小学低年级 二等奖

赵睿哲 吴梓瑜 汪科羽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朱奎松 小学低年级 二等奖

管宇航 蒋承宗 黄城铂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高海峰 小学低年级 二等奖

李文轩 黄锦添 陈正轩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 杨佳文 小学低年级 二等奖

丁一杨 柯铮 丁文宇 滨湖区少年宫 高海峰 小学低年级 二等奖

赵秋实 贺晗昱 徐翌恺 无锡市惠山区长安南胡巷小学 徐丹 小学低年级 二等奖

王铂洋 胡烨坤 颜世源 滨湖区少年宫 高海峰 小学低年级 二等奖

机器人铁人三项赛



孔钦量 蒋宜成 汤翊淼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姚震宇 小学低年级 二等奖

吴奕帆 陈昱孜 雷爱惟 宜兴市荆溪小学 董丽嘉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张佳柱 冯圣凯 孙一清 华庄中心小学 钱冬杰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蔡宇飞 管虞 张裕鸿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闫峻闻 徐嘉瑞 林立栋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李洁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庄钧皓 周思钰 王致渊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陆孝伟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段懿航 金相宇 金博瀚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吴桑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戴以萱 陈叶航 葛伟宸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朱瑾一 王子乐 郭羿宏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李洁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冯毅栋 沈思辰 许恩钒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陆孝伟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王一丞 罗正阳 韩昕宸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吴桑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俞明希 李昊阳 蒋钦尧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陆孝伟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夏浩然 王逸轩 方舟 无锡市惠山区长安南胡巷小学 文高泽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邹亦凡 许睿轩 张轩喆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陈祥 侯路诚 周韦安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边文斌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陆宜 黄锦添 陈正轩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 杨佳文 小学低年级 三等奖

糜雨燕 张心诚 黄枫铭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王光武 小学高年级 一等奖

郑宏奕 荣书正 刘舒延 滨湖区少年宫 高海峰 小学高年级 一等奖

顾烨铖 王振杰 王鑫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朱奎松 小学高年级 一等奖

颜铭怡 许钿茞 陈啸宇 无锡市羊尖实验小学 许亮 小学高年级 一等奖

顾潇洋 邱子麟 管文灏 宜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张旻斐 小学高年级 一等奖

王伟权 欧源 徐梓澄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俞丽薇 小学高年级 一等奖

陆梓涵 马萱逸 杨宇雯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高海峰 小学高年级 二等奖

邱煜皓 王兮 王炫典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秦琦 小学高年级 二等奖

张可欣 王浩然 武逸帆 无锡市梁溪区少年宫民丰校区 奚晓枫 小学高年级 二等奖

杨奕城 邹林耘 韩恩希 无锡市梁溪区少年宫 罗帅 小学高年级 二等奖

陈子弈 杨子怡 刘若涵 无锡市山北中心小学 周永益 小学高年级 二等奖

张书宁 俞文博 姚远 宜兴市荆溪小学 董丽嘉 小学高年级 二等奖

崔栖婕 朱子行 钟舒瀚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陆孝伟 小学高年级 二等奖

王瑞 蒋子亢 荣书弘 滨湖区少年宫 高海峰 小学高年级 二等奖

柯皓晟 眭子健 安子川 滨湖区少年宫 高海峰 小学高年级 二等奖

沈照轩 宋熙晨 郑宇恒 宜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顾文博 俞海谦 孙楠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王光武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方晨宇 王瑞 彭子恒 宜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陆涛涛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王昊泽 马煜茜 张洵 无锡市吴桥实验小学 薛东平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姜轶轩 刘栩辰 范昊元 滨湖区少年宫 高海峰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张嘉禾 张子墨 张涵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曹宇扬 邹浩峰 王寒懿 无锡市梁溪区少年宫 罗帅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席铭浩 袁睿 黄皓轩 无锡市梁溪区少年宫民丰校区 奚晓枫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钱矣宁 张瑞霖 田佳鑫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张益佳 薛怡燃 薛飞 宜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费振佳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卢妍旭 唐梓航 徐梓轩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周一航 穆宏鑫 顾彧之 宜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吴海燕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施戈 李罗灿 邱柏然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王子瑞 许吴昊 王圣杰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于龙一 刘皓霖 顾富博 宜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鲍泽义 孙一宸 曹泰格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朱家乐 陆语橦 钱梓昊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曹哲铖 华炎冉 陈子凡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周伟华 小学高年级 三等奖

王一洲 徐嘉铖 严逍宇 无锡市河埒中学 蔡桦 初中 一等奖

朱均业 张喻皓 郑杰文 滨湖区少年宫 高海峰 初中 一等奖

陆雨婷 蒋丹灵 鲁航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李强 初中 二等奖

浦易扬 朱霁恒 胡天骥 宜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徐大良 初中 二等奖

王宇城 蔡晓明 吴熹尧 江阴市暨阳中学 贡学青 初中 三等奖

周炳呈 喻康成 陈朝阳 宜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徐大良 陈淼 初中 三等奖

许锐杰 颜开 李宇杰 江阴市暨阳中学 贡学青 初中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学校 教练 组别 拟获奖项

李锡强 谈一鸣 无锡市广丰中学 仇月新 初中 一等奖

瞿宇鹏 梁嘉新 无锡市广丰中学 仇月新 初中 一等奖

王楠迪 陈韬 无锡市梁溪区少年宫民丰校区 奚晓枫 初中 一等奖

李佳喆 吕俊洋 无锡市滨湖区少年宫 汪毅 初中 二等奖

蒋佳芸 耿奕辰 无锡市凤翔实验学校 蒋继征 初中 二等奖

单栋渊 滕星皓 无锡市山北中学 周明柯 初中 二等奖

王晨 王嘉乐 无锡市塘南中学 金钰 初中 二等奖

孙晗亮 陈肯 无锡市广勤中学 朱颖 初中 三等奖

邓天翔 赵梓航 无锡市广丰中学 沈雷 初中 三等奖

耿林 无锡市塘南中学 金钰 初中 三等奖

韩昕炜 黄秋寒 无锡市淸名桥中学 袁瑜 初中 三等奖

张苏诚 谢宜成 无锡市广勤中学 朱颖 初中 三等奖

徐子劼  俞子昂 宜兴市实验中学 宗亚 初中 三等奖

张奕辰 无锡市山北中学 程晨 初中 三等奖

MakeX机器人个人竞技赛



葛天乐 张恒 宜兴市官林实验小学 许征东 小学 一等奖

李铭皓 魏虎山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潘向梅 小学 一等奖

万星宇 郭名赫 无锡市滨湖区少年宫 汪毅 小学 一等奖

王炫灵 冯是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边文斌 小学 一等奖

裔士恒 丁哲柠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许佳洁 小学 一等奖

钱星汉 汪晏如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邓浩洋 小学 一等奖

任钰浩 郑子玺 无锡五爱小学 陈欢 小学 一等奖

张逸暄 陈一苇 无锡市东林小学 胡佳 小学 一等奖

袁野 刘一依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张胜红 小学 一等奖

徐智轩 钱景怡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张胜红 小学 一等奖

王冠祺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丁萍 小学 一等奖

李旻轩 邱虹宇 无锡五爱小学 陈欢 小学 一等奖

颜秉凌 邹承羲 江苏省无锡兰亭小学 周李昌 小学 一等奖

王许一  刘奕豪 崇宁路小学 陆智弘 小学 一等奖

吴柯霆  韩曜丞 崇宁路小学 韩凯 小学 一等奖

葛笑 孙霖 江阴市城南小学 曹凤娟 小学 一等奖

左彦翔 李天瑜 无锡市滨湖区少年宫 韦爽 小学 一等奖

左紫阳 王梓辰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江洋 小学 一等奖

蒋贤涛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许佳洁 小学 一等奖

丁冬  杨雨坪 崇宁路小学 韩凯 小学 一等奖

李宜达 吴霖松 无锡市东林小学 胡佳 小学 二等奖

倪巫垚 王安迪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邓浩洋 小学 二等奖

项伟峰 汪赟 无锡市塔影中心小学 张男 小学 二等奖

于滢莹 徐子涵 无锡五爱小学 陈欢 小学 二等奖

唐晨昊 吕览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张胜红 小学 二等奖

裴栋梁 喻婧 无锡市芦庄实验小学 徐震 小学 二等奖

王语晨 袁周 无锡五爱小学 陈欢 小学 二等奖

陆毓恒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许佳洁 小学 二等奖

陈梓睿 胡嘉宇 无锡市东林小学 胡佳 小学 二等奖

郭槟源 姜皓仁 无锡市花园实验小学 童燕 小学 二等奖

袁永鑫 金龙健 无锡市花园实验小学 方解惠 小学 二等奖

储琪霖 韦丁尔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戴嘉玮 小学 二等奖

任川 吴诗嘉 宜兴市湖滨实验学校 张胜红 小学 二等奖

周弘毅 高楚渊 无锡市梁溪区少年宫民丰校区 奚晓枫 小学 二等奖

徐靖泽 蒋旻辰 无锡五爱小学 陈欢 小学 二等奖

汪志玮 谢铖浚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江洋 小学 二等奖



张焱杰 沈顾宏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江洋 小学 二等奖

周煜 陈逸凡 江阴市城南小学 曹凤娟 小学 二等奖

唐昊 陈锦辉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王锦锦 小学 二等奖

叶天赐 吕雨霏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江洋 小学 二等奖

孙睿琦 无锡五爱小学 陈欢 小学 二等奖

支筑恒 李中泽 无锡五爱小学 陈欢 小学 二等奖

周怡成 李霄汉 江苏省无锡沁园实验小学 邹元红 小学 二等奖

郭怀鸿 赖海彬 无锡市花园实验小学 方解惠 小学 二等奖

卫东亮 吕佳奕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丁萍 小学 二等奖

吴恺 王子翔 江苏省无锡通江实验小学 华如意 小学 二等奖

章胜彬 顾宸一 无锡市东林小学 胡佳 小学 二等奖

吴泺钇 陈思瑞 无锡市凤翔实验学校 杨思捷 小学 二等奖

吴依唅 殷子涵 江苏省无锡兰亭小学 章达 小学 二等奖

杨钧涵 翁子轩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边文斌 小学 二等奖

宋铠辰 徐枫杰 无锡市东林小学 胡佳 小学 三等奖

浦子勋 陶锦鑫 无锡市双河小学 夏东 小学 三等奖

周鑫淼 丁奕铭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蓝玲 小学 三等奖

许烨 卜限 无锡市广益中心小学 华钟 小学 三等奖

笪逸帆 徐博文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邓浩洋 小学 三等奖

徐睿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丁萍 小学 三等奖

陈思廷 王雨枫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江洋 小学 三等奖

李佑生 许竣然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戴嘉玮 小学 三等奖

张峻铭 宜兴市实验小学 郑明 小学 三等奖

朱俊宇 王定安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陈铭鸿 小学 三等奖

张宸若 蔡轩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戴嘉玮 小学 三等奖

陆绘宇 吴政轩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陆仲云 小学 三等奖

舒理 万吉 无锡市吴桥实验小学 薛东平 小学 三等奖

鱼浪涛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陆仲云 小学 三等奖

祁鑫 尤梓涵 无锡市梨庄实验小学 陈红文 小学 三等奖

李冯禹 尹一钢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陶家慧 小学 三等奖

刘启辰 狄凡淇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戴嘉玮 小学 三等奖

梅智铧 朱铄程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芮振宇 小学 三等奖

俞金柯 马康轩 崇宁路小学 陆智弘 小学 三等奖

孙乾一 华奕卿 无锡五爱小学 陈欢 小学 三等奖

李昱霖 李炫樟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戴嘉玮 小学 三等奖

周洁 宜兴市阳羡小学 戴雪峰 小学 三等奖



陆柯伽 王晟宇 无锡市广益中心小学 华钟 小学 三等奖

许政宣 李哲君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芮振宇 小学 三等奖

卓雅姿 刘扬和 无锡市东林小学 胡佳 小学 三等奖

陈冰鑫 周悦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蓝玲 小学 三等奖

李浩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 潘晓宾 小学 三等奖

 苏天佑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芮振宇 小学 三等奖

胡金轩 尤景辉 无锡市梁溪区少年宫民丰校区 奚晓枫 小学 三等奖

王子嘉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蓝玲 小学 三等奖

孙加旺 张宸宇 无锡市梨庄实验小学 陈红文 小学 三等奖

周景皓 马雨鑫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俞丽薇 小学 三等奖

王子健 施承佑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王锦锦 小学 三等奖

冯林皓 徐梓铖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俞丽薇 小学 三等奖

王丁乐 谢逸斐 无锡市南长街小学 江洋 小学 三等奖

左钧恺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俞丽薇 小学 三等奖

秦俊峰 唐银松 无锡市吴桥实验小学 薛东平 小学 三等奖

李清阳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陆孝伟 小学 三等奖

万子煊 邵佳禾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蓝玲 小学 三等奖

梅冰 梅露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蓝玲 小学 三等奖

王欣悦 沈亦辰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陶家慧 小学 三等奖

马璟豪 周玥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戴嘉玮 小学 三等奖

梅储鑫 沈怡帆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芮振宇 小学 三等奖

章臻峻  蒋归成 崇宁路小学 陆智弘 小学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学校 教练 组别 拟获奖项

史嘉成 李强 庄俊皓 闵豪 宜兴市杨巷小学 孙琦 小学 一等奖

戴鑫喆 颜苏怀 张政轩 谢寒信 宜兴市南漕小学 秦琳 小学 一等奖

冉宇赫 程旭泉 张洪 钱盛钧 宜兴市培源实验小学 钱慧强 小学 一等奖

李沈源 吴泽宇 张星航 林天佑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薛洁、许星瑜 小学 二等奖

张雅 张子豪 何昊 戴煜霖 宜兴市茗岭小学 丁依依 小学 二等奖

江建峰 刁子恒 宋金浩 付子轩 宜兴市城西小学 樊云璐 小学 二等奖

范芮晨语 吴浩杰 王麒康 李从
宵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范伟 小学 三等奖

刘煜 凤梓祥 许天 顾逸 江阴市西石桥中心小学 钟文星 小学 三等奖

王江奥 王玉珏 刘昊阳 柏钧健 宜兴市张渚小学 余婷 小学 三等奖

冷周一 张茜 刘梓涵 刘子恒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华凌云 小学 三等奖

机关王机器人整合赛

仿人机器人避障挑战赛



参赛选手 学校 拟获奖项

韦旭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一等奖

张煜城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一等奖

曹孔伟 无锡市河埒中学 二等奖

朱梓贤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二等奖

宗程程 无锡市立人小学 二等奖

马博彦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思琪 无锡市立人小学 三等奖

殷佩琪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三等奖

周杨哲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三等奖

胡振鑫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学校 拟获奖项

赵圣楠 无锡市育英融创小学 一等奖

左秉灿 无锡市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方诗涵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二等奖

管徐路 无锡市河埒中学 二等奖

黄海涛 无锡市立人小学 二等奖

周允弘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二等奖

张皓轩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三等奖

陈程 无锡市立人小学 三等奖

吕佳奕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三等奖

吴政轩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三等奖

刘诗怡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三等奖

刘海辰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三等奖

参赛选手 学校 拟获奖项

孙藜玮  孔子垚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一等奖

张耘绮  李思培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一等奖

毛一丁  周焱辉 无锡市后宅中学 二等奖

蔡禹阳  杜熠恒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二等奖

马家兴  吴昊晨 无锡市立人小学 三等奖

刘姚铭  石钦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三等奖

周悦  佘骏浩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三等奖

仿人机器人短跑挑战赛

教练

仿人机器人遥控型2V2足球挑战赛

仿人机器人单人舞挑战赛

钱冬杰

钱冬杰

王光武

朱仲平

季俊泉

王光武

蔡桦

季俊泉

秦暑庆

秦暑庆

顾晓晨

黄昌华

季俊泉

许佳洁

王靖 吴青

教练

许佳洁

王瑶 李强

陈国清  周纳新

王光武

教练

黄昌华

丁萍

蔡桦

王光武

王光武

季俊泉

丁萍

季俊泉

蔡桦

顾晓晨



参赛选手 学校 教练 组别 拟获奖项

李蕙汝 无锡市育英融创小学 吴亚丽 小学 一等奖

陈宇博 大桥小学 钱冬杰 小学 一等奖

林辰锐 江苏省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 高友权 小学 一等奖

华子翱 锡师附小阳光校园 钱冬杰 小学 二等奖

周子辰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钱冬杰 小学 二等奖

罗凯阳 无锡市育英融创小学 吴亚丽 小学 二等奖

沈钰涵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陆仲云 小学 二等奖

付耀 无锡市立人小学 季俊泉 小学 二等奖

姚皓语 大桥小学 钱冬杰 小学 三等奖

袁子超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王光武 小学 三等奖

陈禹轩 江苏省无锡通德桥实验小学 陆仲云 小学 三等奖

曹思佳 无锡市立人小学 季俊泉 小学 三等奖

郝雯心 无锡市育英融创小学 赵怡 小学 三等奖

杨延君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钱冬杰 小学 三等奖

顾杰 无锡市雪浪中心小学 王光武 小学 三等奖

田妍悦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李强 初中 一等奖

李美莹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李强 初中 一等奖

方婉婷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李强 初中 一等奖

徐浩棠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顾晓骅 初中 一等奖

丁子皓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李强 初中 二等奖

许亦杨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李强 初中 二等奖

许琼月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李强 初中 二等奖

沈啸天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丁洁 初中 二等奖

张傑 无锡市河埒中学 黄昌华 初中 二等奖

肖歆彤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李强 初中 二等奖

章天奕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顾晓骅 初中 三等奖

张昊炜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李强 初中 三等奖

张洝琪 无锡市河埒中学 李强 初中 三等奖

何羽菲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顾晓骅 初中 三等奖

唐昊宇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顾晓骅 初中 三等奖

何诗涵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卫莉莉 初中 三等奖

李琛禹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顾晓骅 初中 三等奖

唐玥 无锡市河埒中学 朱仲平 初中 三等奖

林鹏 无锡市河埒中学 丁洁 初中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