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队伍名称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七小3队 林宏泽 李月茹 邓景升 陈晓瑞杨波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七小5队 覃涵熙 罗仕文 陈柏宇 杨波李理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七小2队 肖金成 符鑫焱 牟思逸 陈晓瑞杨波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七小1队 郑舒原 蒋欣洪 吴奕菲 陈晓瑞杨波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十三小学校 十三小1队 杨博雄 冯之俊 郭彦宏 江长安、代会杰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通川区一小2队 陈似琪 艾佳馨 吴金鸿 张素兰，魏芽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七小6队 李虹郴 王子涵 袁钏文 陈晓瑞李理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七小4队 周博 杨堘渊 高涵 陈晓瑞李理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十三小学校 十三小3队 蒋艾伦 赵卓蔚 何俊男 李伟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SKT 唐健煜 何尉玮 陈相君 刘前前，何勇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七小7队 王一力 户琨博 李睿哲 杨波李理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通川区一小1队 李铭博 严祥芮 包婉真 张素兰，魏芽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金兰太空探索A组 张铭 刘相涛 李汶昊 董光成，张元文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EDG 赵雨宸 梁锦祥 谯晨 何勇，刘前前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OMG 张海城 肖翔 刘才瑞 何勇，王琴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金兰太空探索B组 李瑾懿 任浩宇 何诗阳 幸元惠，张小菊 一等奖

宣汉县红专路小学 红专鹰 马宇函 罗子翔 顾永淅 孙培军，马茂树 一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十三小学校 十三小2队 潘伟博 徐明聪 罗文亮 唐育松、黎秋梅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通川区一小3队 高玮轩 李承轩 钱俊宏 张素兰，曹磊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通川区一小4队 牟家乐 徐博涵 王淇睿 魏芽，曹磊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复兴镇中心小学校 复兴四队 邱云浩 殷博俊 何宇琛 陈先帝，廖惠文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复兴镇中心小学校 复兴三队 韩思亮 梁本文 何治国 陈旭，杨红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太空探索二组 陈俊成 贾雯月 董洛凡 何强，杜加强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小学校 文华精英队 廖显文 覃泽博 牟玲辉 侯学勤，王代会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行知太空探索3 杜博雯 陈洋 兰海彬 田清华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一小莲湖学校 雄鹰队 熊孝嘉 张晨曦 李宇轩 唐燕，张伟 二等奖

宣汉县新华镇河坝中心校 河坝中心校 何旭 庞金蒗 张澄 夏蕾蕾，吴鸿娜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小学校 文华超越队 谢卓宸 高梓淇 张智翔 潘传艳，郑啸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小学校 文华胜羽队 刘俊杰 白林洲 张梓垚 曾桂英，唐辉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IG 张洪钟 李沁航 窦国铭 何勇，王琴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太空探索三组 高扬 蒋卓言 杜汶喆 杨祚强，毛远政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太空探索五组 陈王云川 陈鹤轩 石宏涛 王本波，赵波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行知太空探索2 肖雯严 卢睿熙 张格菱 谭力支，姜苏桃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金兰太空探索E组 郭孟松 王照宇 谭力文 何明娟，徐永梅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FPX 李佳洲 周怡萱 张瑞峰 刘前前，何勇 二等奖

宣汉县厂溪镇中心校 逐风 张卓为 蔡浩天 庞玉臣 高强、陈高超 二等奖

达川区三里小学 集结号1 闫辰灝 肖森一 刘尊 丁莉，易高兵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太空探索一组 李潇宇 冉孟昊 郝明星 张玉华，杨丁 二等奖

万源市第二小学 万二小一队 张涵峰 符海峰 曾熙茁 肖文峰，林红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新锦1队 邓策 胡誉扬 袁靖 何军，吴伟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新锦4队 陈籽廷 何泓儒 张力文 何军，刘伦文 二等奖

宣汉县南坝镇第二中心小学 疾风队 李科衡 马云智 张艺瀚 李霞，罗仕福 二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西罡学校 飞龙队 蒋小霖 胡宸睿 陈城 胡晓力，张盼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行知太空探索4 李俊儒 庞磊 李浩辰 王芳，罗亚林 三等奖

达川区南坝小学 3 胡瑜涵 王皓 王怀锐 黎定国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西罡学校 西罡猛虎队 周彦如 徐海航 粟柯南 张鹤，杨谨宇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金兰太空探索D组 王朵 张峻晗 陈国瑜 吕梅，高宓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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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金兰太空探索C组 刘峻峰 潘光泊 谭兆瑞 李洪玲，刘正敏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一小莲湖学校 猛虎队 张宇彤 袁志飞 邓弘毅 廖丽娟，李晓燕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西罡学校 王者队 曾祺瑞 蒲一言 胡志钟 胡晓力，宋美林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一小莲湖学校 朝阳队 兰海星 陈玉蓉 刘嘉诗涵 陈继芳，程莎莎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复兴镇中心小学校 复兴一队 陈飞宇 李云翔 傅朝宇 陈劲松，罗兵 三等奖

达川区三里小学 集结号2 韩林涛 庞兴达 冷雨恒 柏顺发，宋霓妮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小学校 文华快乐队 黄华泓 耿卿维 刘家郡 曾桂英，王代会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一小江湾城学校 太空战神队 李俊熙 范琪琛 庞锦州 朱淑先，刘小菱 三等奖

宣汉县胡家镇第二中心小学 胡家镇二小 冯宇新 谢致轩 庹俊杰 袁勇，侯涛涛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通川区一小5队 苗景彦 靳文瑫 唐健 张素兰，魏芽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小学校 文华和谐队 陈俊吉 何雨沛 朱洪松 王代会，唐辉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小学校 文华梦想队 王珺极 符宇豪 姚家豪 潘传艳，郑啸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一小莲湖学校 超能队 王巍谚 陈剑桥 蒲荣鑫 胡苏芳，沈娜娜 三等奖

达川区实验小学 实验天宫队 严子桐 刘一燃 陈帝州 罗云高，杨松 三等奖

达川区逸夫小学 逸夫A队 邓浩天 蔡子谦 袁子辰 陈平，黎印 三等奖

达川区三里小学 集结号3 张哲翰 李文峰 冯浩森 易高兵，丁莉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小学校 文华神风队 李芃邑 杨昍潼 潘洪苇 侯学勤，赵渠汇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太空探索四组 谭力荧 曾思为 谭麒文 李盛，任华平 三等奖

达川区金华学校 金华2 黄海洋 何思宇 郭庆宇 黄瑨，杜春梅 三等奖

万源市第二小学 万二小二队 陈卓壮 孙浩宇 王辰铭 肖文峰，王修荣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行知太空探索1 刘芸希 毛浩宇 段辰逸 李大江，邱明红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复兴镇中心小学校 复兴二队 庞欣怡 赵煜城 杨文浩 王小西，徐满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一小江湾城学校 太空超人队 刘奇锐 唐晨涵 叶昊然 冉东，李春霞 三等奖

达川区金华学校 金华1 郑诗怀 郑海洋 甘哲语 黄瑨，张竟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新锦5队 王思哲 贾朝媛 邵治鋡 何军，向海燕 三等奖

达川区实验小学 实验天狼队 邹莽 吴鸿锡 陈磊 何宇见，罗云高 三等奖

达川区实验小学花溪学校 极速4组 阳明志 王子兮 谭程 曾建明，杜泽文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西罡学校 冰鳞蝎队 张匡胤 罗书川 杜峻锡 胡晓力，张盼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新锦2队 万宸希 严浩珑 邓钲川 何军，李根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新锦3队 黎弘毅 黄靖媛 王旎萌 何军，李晓霞 三等奖

万源市白沙镇小学 白沙镇小队 周建兵 潘凤醇 王君令 杨伟，白毅 三等奖

达川区实验小学 实验天际队 廖崇宇 陈泱霖 秦雨辰 罗云高，杨松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RNG 卢煜郴 张淼琪 甘乐熙 刘前前，王琴 三等奖

达州市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金兰太空探索F组 文峻熙 胡皓杰 唐成城 何玲，杨双 三等奖

大竹县第一小学 不败神龙队 叶恒滔 张景翔 莫名扬 冯裕帅，张月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