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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银川市第十七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获奖名单 
 

Make-x starter 小学组 

单场 

组别 队员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最高分 

联盟任务 

得分 
排名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2 李佳一 银川市永泰小学 
浦  燕   

张秀秀 
520 420 1 2020-MAKE-001-XX 

14 
邢浩杰    

程宇飞 
贺兰县第三小学 韩玉龙 500 420 2 

一等奖 

2020-MAKE-002-XX 

8 杨  博 银川阅海小学 赵莹莹 480 400 3 2020-MAKE-003-XX 

6 
杨葉涵    

石宇轩 
银川市金凤区第九小学 刘瑞娜 480 400 3 2020-MAKE-004-XX 

7 高梓航 银川阅海小学 胡晋国 480 400 4 2020-MAKE-005-XX 

5 徐子玉 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 陆彦芳 480 400 4 

二等奖 

2020-MAKE-006-XX 

3 
段凯文    

王子赫 

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 

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小学 

孙  琪 

丁彩虹 
480 400 5 

 

 
2020-MAKE-007-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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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X  Challenge 初中组 
 

序号 队伍编号 队员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排名 证书编号 

1 A8 杨家粟  马里奥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杨万福  闪光耀 一等奖 2020-MAKE-001-CZ 

2 A7 刘佳煜  冯俊博  郑博文 银川北塔中学 汪智明  海  军 二等奖 2020-MAKE-002-CZ 

3 A3 王晨宽  吴明喆 银川市第十中学 石梦晓  汤艳华 三等奖 2020-MAKE-003-CZ 

11 孙隽翔 银川景博小学 黄  庆 480 400 5 2020-MAKE-008-XX 

4 杨铠鸣 银川阅海小学 李晶晶 450 350 6 2020-MAKE-009-XX 

12 
叶晋平    

杨宇鑫 
贺兰县第三小学 贾永祥 430 350 7 2020-MAKE-010-XX 

1 张  涵 银川阅海小学 韩瑞娜 420 340 8 2020-MAKE-011-XX 

13 
乔  智    

龚子豪 
贺兰县第三小学 田敏娜 420 340 8 2020-MAKE-012-XX 

9 
吴坤阳    

赵文博 

银川市金凤区第九小学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一小学 

刘瑞娜 

白洁 
410 330 9 2020-MAKE-013-XX 

10 
何  阳    

刘国伟 
贺兰县第三小学 韩玉龙 390 300 10 

 

 

 

 

 

三等奖 

2020-MAKE-014-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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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 IQ 小学组 
 

组别 编码 队员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总分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2 周禹丞 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 陆彦芳  孙  琪 202 一等奖 2020-VEXQ-001-XX 

A1 刘镕诚 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 陆彦芳  李  凡 183 2020-VEXQ-001-XX A组 

A3 马泽坤 银川阅海小学 赵莹莹  胡晋国 183 

并列 

二等奖 
2020-VEXQ-001-XX 

 
VEX IQ 初中组 

 

组别 编码 队员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总分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3 方浩宇 银川北塔中学 牛  蕾  黑晶晶 203 一等奖 2020-VEXQ-001-CZ 
A组 

A5 何子昊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杨万福  王  茜 200 二等奖 2020-VEXQ-002-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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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  初中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四轮总得分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1 王凯乐 邵泽剀 刘大禾 银川景博学校 张明星 90 一等奖 2020-VREC-001-CZ 

 
VEX  高中组 

 

机器人创意比赛  小学组 
 

组别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排名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10 金琪顺     张辰佐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小学 芦月萍 1 一等奖 2020-RCYS-001-XX 

B10 赵梓毓   赵宏宇   王辰洋 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学 李  凡 2 二等奖 2020-RCYS-002-XX 

B7 苗艺腾     杨丁瑜 银川市金凤区第十二小学 任姿伊 3 2020-RCYS-003-XX 

B8 曹泽旭     李奇东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九小学 王文婷 4 

三等奖 

2020-RCYS-004-XX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2 张凌宇    庞皓文 银川市第二中学 孔  春 一等奖 2020-VREC-001-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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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创意比赛  初中组 

 

组别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得分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2 高瑞杰    耿博弈 灵武市第二中学 刘  戟 187 一等奖 2020-RCYS-001-CZ 

A组 

A1 李  磊   张仁智  王柯恬 银川市第十三中学 孙华蕾 129 二等奖 2020-RCYS-002-CZ 

 

机器人创意比赛  高中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得分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7 杨子尧    王贵荣    杨博文 银川市第二中学 孔  春 194 一等奖 2020-RCYB-001-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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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普及赛 小学组 

组别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排名 奖项 证书编号 

A1 张益闻 灵武市第一小学 王军文   1 2020-RPJS-001-XX  

A2 王振宇 灵武市第一小学 王军文   2 2020-RPJS-002-XX  

A5 马梦源  党佳源 灵武市第二小学 荣  根  马立新 3 2020-RPJS-003-XX  

D11 李沅奇 银川阅海小学 赵莹莹  马  荣 4 

一等奖 

2020-RPJS-004-XX  

C14 杨嘉豪  王春岩 灵武市第七小学 湛海虎  马建林 5 2020-RPJS-005-XX  

B8 耿嘉誉 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 孙  琪  马瑞丽 6 2020-RPJS-006-XX  

A3 马嘉睿 灵武市第一小学 王军文   7 2020-RPJS-007-XX  

D14 翟子诺 贺兰县回民小学 马艳芳  何步蓉 8 

二等奖 

2020-RPJS-008-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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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 邓嘉铭 银川市阅海第二小学 孙鹤滢  路  霞 9 2020-RPJS-009-XX  

C2 詹雅婷  唐凌波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三小学 勉  凯  张  辉 10 2020-RPJS-010-XX  

D13 曹俊阳  吕兆堃 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小学 马学宝 11 2020-RPJS-011-XX  

A4 包振钰   褚坤豫 灵武市第二小学 荣  根  褚万千       12 2020-RPJS-012-XX  

D5 董镇源  汝佳军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一小学 许建丽 13 2020-RPJS-013-XX  

C10 陈泽楷   许锦博 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学 盛巧霞  张增玉 14 2020-RPJS-014-XX  

C15 范恩雨   杨玉烨 灵武市第七小学 刘彦斌  张星元 15 2020-RPJS-015-XX  

D10 谢粮臣 银川西夏德胜小学 高  杨  甘思瑞 16 2020-RPJS-016-XX  

A14 李冠桦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段  帅  张玉霞 17 2020-RPJS-017-XX  

C3 雷佳怡   纳  羽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三小学 张  辉  勉  凯 18 

三等奖 

2020-RPJS-018-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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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普及赛 初中组 

 

组别 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获得奖项 证书编号 

A5 叶博宇 银川英才学校 张涵 一等奖 2020-RPJS-001-CZ 

A9 郑添愉      支浩宇 银川景博学校 张明星 蔡建树 2020-RPJS-002-CZ 

A13 陈嘉语      罗心悦 银川市回民中学 杨晓燕 罗威 2020-RPJS-003-CZ 

B6 马  锐      王  安 灵武市第二中学 陈艳  刘戟 

二等奖 

2020-RPJS-004-CZ 

B7 候尚明      崔正轩 灵武市第二中学 陈艳  刘戟 2020-RPJS-005-CZ 

B5 吴  楠      乔科翔 灵武市第二中学 刘戟 吴学林 2020-RPJS-006-CZ 

B2 宋俞洁      康  敏 银川市第四中学 白晓敏 王冰 2020-RPJS-007-CZ 

B15 金之茗      李康晨 永宁县永宁中学 马春晓 赵玫娟 

三等奖 

2020-RPJS-008-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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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普及赛 高中组 

 

机器人综合技能赛  

 

组别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总得分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组 A2 张凯瑞  时新博 银川市第三中学 苏  婷 308 一等奖 2020-ZHJN-001-CZ 

 

 

 

组别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得分 排名 获得奖项 证书编号 

A3 马家威   李佳鹏 灵武一中 马振涛 1000 1 一等奖 2020-RPJS-001-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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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器人 小学组 

 

组别 编号 学校 指导教师 姓名 四轮总得分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1 灵武市第一小学 王军文 杨浩文 马启睿 890 一等奖 2020-EREC-001-XX 

A9 
银川市兴庆区第

十八小学 
韩小平 刘语晨 于井铭 720 二等奖 2020-EREC-002-XX A 

A8 银川阅海小学 赵莹莹 崔少铭 刘谨赫 680 三等奖 2020-EREC-003-XX 

 

教育机器人 初中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总得分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5 刘秋赫 夏雨欣 银川阅海中学 祁  瑞 1340 一等奖 2020-EREC-001-CZ 

A7 王璟琦  何震晖 银川外国语实验学校 郭立志 1000 二等奖 2020-EREC-001-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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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器人 高中组 
 
 

 

 

 

虚拟机器人竞赛 小学组 
 

用户账号 真实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得分 获奖 证书编号 

yc20xx03 窦海瑞 灵武市第七小学 张星元 402.61 一等奖 2020-XNRC-001-XX 

yc20xx04 杨嘉豪 灵武市第七小学 刘彦斌 383.06 二等奖 2020-XNRC-001-XX 

yc20xx06 王绍辉 灵武市第七小学 湛海虎 377.71 三等奖 2020-XNRC-001-XX 

 

虚拟机器人竞赛 初中组 
 

用户账号 真实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得分 获奖 证书编号 

yc20cz08 张槟宇 银川市第六中学 丁兰花 501.55 一等奖 2020-XNRC-001-CZ 

编号 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总得分 获奖排名 证书编号 

A1 温嘉茂  李卓璞 灵武市第一中学 马振涛 220 一等奖 2020-EREC-001-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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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20cz07 白振东 银川市第六中学 丁兰花 494.32 二等奖 2020-XNRC-001-CZ 

yc20cz02 李知骥 银川市第三十一中学 左玉梅 410.96 三等奖 2020-XNRC-001-CZ 

yc20cz05 李博涛 银川市第六中学 高  慧 410.12 三等奖 2020-XNRC-001-CZ 
 

虚拟机器人竞赛 高中组 
 

用户账号 真实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得分 获奖 证书编号 

yc20cz12 王帆 银川市第六中学 丁兰花 501.13 一等奖 2020-XNRC-001-GZ 

WRO 常规赛 小学组 
 

组别 编码 学校 指导教师 队员姓名 
最终 

得分 

获奖 

排名 
证书编号 

A6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湖畔分校 强  琛 

苏俊瑶 

陈正浩 

李亦江 

154 一等奖 2020-WROC-001-XX 

A组 

A7 银川阅海小学 马  荣 

王临岳 

焦恒泰 

张源鑫 

145 二等奖 2020-WROC-001-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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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master 机甲大师 表演赛 

 

队伍编号 队员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排名 证书编号 

B 
安家宇  缑宇轩 

周敬凯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张  翔 一等奖 2020-JJDS-001-BY 

E 
齐泽荣  冯子杰 

谢思贤 
宁夏搭搭乐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张  翔 2020-JJDS-002-BY 

C 
刘志业  陈锐孙 

王浩宁 
银川市永泰小学 李荣界 

二等奖 

2020-JJDS-003-BY 

F 
王艺皓  杨奥远 

李佑熙 
银川市永泰小学 李荣界 2020-JJDS-004-BY 

D 
胡庭赫  张明宇 

刘思毅 
宁夏搭搭乐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马桃花  白艳晶 2020-JJDS-005-BY 

A 
黄  哲  郑峻瑜 

马正宇 
银川阅海小学 赵莹莹  高  扬 

三等奖 

2020-JJDS-006-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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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单位 
 

灵武市科协 银川市青辅协 

银川市第十八中学 银川景博中学 

银川阅海小学 银川市二十一小 

灵武市第七小学 贺兰县第三小学 

银川市第六中学 灵武市第二中学 
 

优秀教练员 
 

学校 姓名 证书编号 学校 姓名 证书编号 

灵武一小 王军文 2020-RCJS-001-JL 灵武二中 刘  戟 2020-RCJS-005-JL 

银川六中 丁兰花 2020-RCJS-002-JL 银川阅海小学 赵莹莹 2020-RCJS-006-JL 

银川二十一小 陆彦芳 2020-RCJS-003-JL 贺兰三小 韩玉龙 2020-RCJS-007-JL 

灵武一中 马振涛 2020-RCJS-004-JL 银川景博中学 张明星 2020-RCJS-008-J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