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届中小学 NOC活动 
物流机器人赛项全国决赛获奖结果 

竞赛编号 组委会 市 参赛组别 选手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奖项 

16WLRX00112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缪至谦 王天浩 
常州市博爱龙锦小学 常州市新北区泰 

山小学 
刘云俊 一等奖 

16WLRX00121 湖南省 衡阳市 小学组 阳申羿 陈皓轩 
衡阳市人民路小学 衡阳市环城南路小 

学 
谢强学 一等奖 

16WLRX00109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朱珍莹 吴晗天 
常州市新北区飞龙实验小学 常州市新 

北区奔牛实验小学 
李红静 一等奖 

16WLRX0015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王远博 王彭燊 重庆两江新区人和小学校 刘孝强 一等奖 

16WLRX00080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史亚楠 王明弘 大连市甘井子区华西小学 杨静 一等奖 

16WLRX00155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蒋涛旭 秦瑞言 重庆市巴南区南华小学校 杨鑫 一等奖 

16WLRX0047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陈家佑 樊嘉乐 包头一机五小 李卓琳 一等奖 

16WLRX00083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潘虹旭 张宸瑞 大连市甘井子区华西小学 王利军 一等奖 

16WLRX00152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薛权安 陈恩帝 重庆两江新区人和小学校 刘东 一等奖 

16WLRX00224 陕西省 咸阳市 小学组 刘梵辰 黄鹏程 咸阳市渭城区道北小学 姚永刚 一等奖 

16WLRX00226 陕西省 安康市 小学组 喻邻溥 王涵葆 安康市第一小学 李小林 一等奖 

16WLRX00720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王天硕 曲梁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实验 

学校 
刘亚飞 一等奖 

16WLRX00081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孙慧桐 侯及锋 大连市甘井子区华西小学 孙野 一等奖 

16WLRX00304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赵英圻 周子涵 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周潞 一等奖 



16WLRX00055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柴源泽 罗嘉旭 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朱红赤 一等奖 

16WLRX00111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蒋臻 卢涵 
常州市新北区泰山小学 常州市新北区 

新桥实验小学 
张玮 一等奖 

16WLRX00147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周锐 邹智豪 重庆市璧山区七塘小学校 谭俊刚 一等奖 

16WLRX00327 广西 柳州市 小学组 黄义朗 戴思嘉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广西柳州
市雀儿山路第二小学 

卢靖 一等奖 

16WLRX00302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赵亮程 王奕晨 大连市甘井子区蓝城小学 英大鹏 一等奖 

16WLRX00038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范亚轩 董子轩 鸡泽县第二实验小学 宋献州 一等奖 

16WLRX0031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法承玺 韩翊桐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太公小学 李晓晨 二等奖 

16WLRX00120 湖南省 衡阳市 小学组 李修睿 许家铭 
衡阳市环城南路小学 衡阳市船山实验 

小学 
龙彩霞 二等奖 

16WLRX00130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王晨阳 柴盛堃 
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 北京市清 

华附小清河分校 
朱庆煊 二等奖 

16WLRX00325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扈博珩 何浩田 史家胡同小学 花家地实验小学 许可 二等奖 

16WLRX00057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邹恒宇 宋禹志 汉阳区弘桥小学 韩肖璇 二等奖 

16WLRX00015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才文韬 陈星源 公主岭市实验小学校 于志洁 二等奖 

16WLRX00223 陕西省 咸阳市 小学组 李星谕 聂于博 咸阳市渭城区道北小学 贺沪秦 二等奖 

16WLRX00001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向泓羽 张耘豪 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向远超 二等奖 

16WLRX00003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唐方政 冯怡鸣 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马婷 二等奖 

16WLRX00036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田瀚鹏 窦子光 邯山区渚河路小学 李永光 二等奖 

16WLRX00114 河南省 新乡市 小学组 李城贤 杨紫铭 育才小学 胡新民 二等奖 

16WLRX00002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叶哲睿 李青泽 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马婷 二等奖 



16WLRX00308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陈康 杨思彤 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向远超 二等奖 

16WLRX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赵启融 王润良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二等奖 

16WLRX00132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黄荻 道亦宸 
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小学 北京市九一小 

学 
武利 二等奖 

16WLRX00054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朱亦璋 王逸涵 经济开发区神龙小学 王艳 二等奖 

16WLRX00122 湖南省 衡阳市 小学组 杨诚亮 王梓羽 
衡阳市蒸湘区实验小学 衡阳市蒸湘北 

路小学 
赵娓娓 二等奖 

16WLRX00102 云南省 昆明市 小学组 闫玥辰 吴益润 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孙志平 二等奖 

16WLR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王轶玄 曹佳斌 包头市青山区幸福南路小学 王利明 二等奖 

16WLR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奥 侯贾淳博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二等奖 

16WLRX00129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吴奕凡 吕冠辰 北京市北京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李棒 二等奖 

16WLRX00131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赵一润 赵何聪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小学 北京市顺义区 

杨镇中心小学 
温黎钊 二等奖 

16WLRX00141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李文乐 黄帅杰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中心小学 贺小平 二等奖 

16WLRX00107 广西 北海市 小学组 谢彦宇 黎天原 北海市海城区第二小学 梁莹 二等奖 

16WLRX00037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任毅佟 杨佳玉 邯郸市邯山区育德路小学 王  晶 二等奖 

16WLRX00075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赵谦傲 张宸宇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光华小学 戈景 二等奖 

16WLRX00013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卢柏霖 徐子杰 公主岭市实验小学校 于志洁 二等奖 

16WLRX00303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刘一辰 崔迪 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周潞 二等奖 



16WLRX00101 云南省 昆明市 小学组 何正阳 栗刘芮琪 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唐威 二等奖 

16WLRX0031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姜尚沅 毕家宁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马嫦娥 二等奖 

16WLR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崔德蘅 王崎杰 包头市青山区幸福南路小学 王利明 二等奖 

16WLRX00082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卢宏睿 范作彬 大连市甘井子区蓝城小学  夏肇春 二等奖 

16WLRX00142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陈智成 李新泳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第二小学 洪榕漫 二等奖 

16WLRX00144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金天宇 余佳铭 深圳市龙岗区木棉湾小学 刘冰敏 二等奖 

16WLRX00108 广西 北海市 小学组 伍业昇 梁耀天 北海市第二实验学校 王家丽 二等奖 

16WLRX00116 河南省 新乡市 小学组 吕天豪 马卜天 获嘉凯旋大道小学 陵园小学 韩春苗 二等奖 

16WLRX00076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杨亦玄 杜宗阳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关帝庙街小学 贺志标 二等奖 

16WLRX00056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雷镇宇 黎子欣 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杨超 二等奖 

16WLRX00012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郭泽良 王琪涵 九台区工农小学 郭伟东 二等奖 

16WLRX00014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张竞丹 才宝 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周潞 二等奖 

16WLRX00039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张嘉豪 陈奥桐 邯山区阳光实验小学 高薇 二等奖 

16WLRX00318 山东省 德州市 小学组 李广宁 王宸锐 
德州市石家园小学 德州市第二实验小 

学 
董丽菊 二等奖 

16WLRX00322 山西省 长治市 小学组 张闰宸 贾千帆 长治市长治县韩店小学 杨泽林 二等奖 

16WLRX00094 山西省 长治市 小学组 赵寻儒 申镜开 长治市城区建设东路小学校 王振祥 二等奖 

16WLRX00096 山西省 长治市 小学组 张宏翼 邢益鸣 长治市第十二中学校 李超 二等奖 



16WLRX00050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周子蘅 王铁辛 杨村第八小学 黄文保 二等奖 

16WLRX00006 延安市 延安市 小学组 王浩宇 常石 志丹县城关小学 杨素蓉 二等奖 

16WLRX00154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邹可馨 王佑铭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王毅 二等奖 

16WLRX0031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邵国煜 陈楚欣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中心小学 孙新辉 二等奖 

16WLRX00119 福建省 福州市 小学组 彭宇丛 陈文榕 华南小学 金山小学 刘浩 三等奖 

16WLRX00077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张子含 莫硕果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山水小学 陈长春 三等奖 

16WLRX00125 上海市 上海市 小学组 张鲁嘉 王诚悦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小学 上海市民办桃 

李园实验学校 
杨东东 三等奖 

16WLRX00333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强泽华 张若宇 安西路小学 田婧 三等奖 

16WLR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李泽坤 丛天行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三等奖 

16WLRX0022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唐艺桐 李尚熠 阿城区胜利小学 刘伟 三等奖 

16WLRX00324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李号响 席浩森 中牟县城东路小学 胡志伟 三等奖 

16WLRX00026 山东省 潍坊市 小学组 孙其昕 魏子恒 青州云门书院双语学校 韩涛 三等奖 

16WLRX00128 上海市 上海市 小学组 刘明轩 潘伟玉 上海古猗小学 杨丹 三等奖 

16WLRX00008 延安市 延安市 小学组 杨明远 秦佳勰 宝塔区杜甫川小学 梁世军 三等奖 

16WLRX00004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马富鑫 贺新宇 重庆市江北区鸿恩实验学校 刘炳城 三等奖 

16WLRX0031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政毅 司双豪 淄博市淄川区实验小学 殷延隆 三等奖 

16WLRX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许怡然 王斌楷 一机七小 李素萍 三等奖 



16WLRX00115 河南省 新乡市 小学组 周昊 王浩恩 实验小学 育才小学 胡新民 三等奖 

16WLRX00117 河南省 新乡市 小学组 王煜褀 王天佑 育才小学 胡新民 三等奖 

16WLRX00113 内蒙古 赤峰市 小学组 侯景腾 李思宇 
赤峰市红山区第十一小学 赤峰市红山 

区第六小学 
徐敏达 三等奖 

16WLRX00027 山东省 潍坊市 小学组 李忻颖 李泽楷 青州云门书院双语学校 于清光 三等奖 

16WLRX00029 山东省 烟台市 小学组 刘轩屹 张文与 莱州市双语学校 李守博 三等奖 

16WLRX00225 陕西省 安康市 小学组 姜智娴 张玖壹 安康市第一小学 王飞 三等奖 

16WLRX00053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管郑阳 李铭宇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刘朝 三等奖 

16WLRX00007 延安市 延安市 小学组 白家盛 樊栩 延安枣园小学 田浩 三等奖 

16WLRX00009 延安市 延安市 小学组 李子介 张怡轩 延川县南关小学 冯强 三等奖 

16WLRX00103 云南省 昆明市 小学组 宋昕睿 王悠优 昆明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刘丽萍 三等奖 

16WLRX00334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张涵柏 孙丰浩 安西路小学 田婧 三等奖 

16WLRX00335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张磐增 薛智云 安西路小学 田婧 三等奖 

16WLRX00337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郭甲 苏瑾瑜 安西路小学 田婧 三等奖 

16WLRX00500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杨劭文 时先沅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 南京市夫子庙 

小学 
邹航 三等奖 

16WLRX00024 辽宁省 锦州市 小学组 王艺铮 杨浩铭 凌河区重庆路小学 王莹 三等奖 

16WLRX00028 山东省 聊城市 小学组 史之睿 王建硕 阳谷县李台镇明德小学 刘晓英 三等奖 

16WLRX00326 陕西省 安康市 小学组 陈瑞轩 周澍言 安康市第一小学 杨 宝 三等奖 



16WLRX00126 上海市 上海市 小学组 林淇君 姜凯睿 上海南翔小学 赵轩轩 三等奖 

16WLRX00052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高弘洋 肖琬搿 天津市东丽区刘辛庄回族小学 张人山 三等奖 

16WLRX00148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郑思睿 熊宇航 重庆市璧山区御湖小学校 杨雪 三等奖 

16WLRX0031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戚玉林 王玙璠 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中心小学 孙新辉 三等奖 

16WLRC00300 山东省 德州市 初中组 苗润源 于肖淼 德州市第七中学 李媛媛 一等奖 

16WLRC00098 山西省 长治市 初中组 李静远 申琳萌 长治市第十二中学校 李超 一等奖 

16WLRC00018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赵健博 吴仕林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实验 

学校 
刘亚飞 一等奖 

16WLRC00100 山西省 长治市 初中组 贾翱玮 于哲阳 长治市第十二中学校 秦俊宁 一等奖 

16WLRC0031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巩泽瑞 魏义润 桓台县实验中学 田常琳 一等奖 

16WLRC00078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初中组 铁木 那沁 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 赛汗 一等奖 

16WLRC00124 上海市 上海市 初中组 金梓诺 高嘉晟 上海市嘉一联合中学 上海市南苑小学 杨东东 二等奖 

16WLRC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任柯安 邵子豪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范静 二等奖 

16WLRC00133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李坤融 郭子尧 北科大附中 李广民 二等奖 

16WLRC00329 甘肃省 兰州市 初中组 甘得成 罗浩玲 兰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张登越 二等奖 

16WLRC00135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李钟右 王子兮 北科大附中 白景虎 二等奖 

16WLRC00330 甘肃省 兰州市 初中组 陈琛 武红艳 兰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巴蓉 二等奖 

16WLRC00099 山西省 长治市 初中组 郤治平 王艺睿 长治市第十二中学校 温圆圆 二等奖 



16WLRC00406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王子豪 王韵硕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范静 二等奖 

16WLRC00134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雷明宇 李坤燊 北科大附中 宋方 二等奖 

16WLRC00042 河北省 廊坊市 初中组 张云泊 杜航 三河市第七中学 三河市第一实验中学 王耀辉 二等奖 

16WLRC00306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郭柏伊 张吉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实验 

学校 
张明月 二等奖 

16WLRC00156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李俊呈 赵俊铠 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 蒋缙松 二等奖 

16WLRC0031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海睿 梁凯宇 淄博市周村区第一中学 毕玉春 二等奖 

16WLRC00409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尚麒宇 孙志远 土右旗民族第一中学 杨  军 二等奖 

16WLRC00040 河北省 廊坊市 初中组 田子煊 姚金宇 三河市第九中学 三河市第四中学 王耀辉 二等奖 

16WLRC00118 河南省 新乡市 初中组 陈炳儒 张明杨 22中学 师大附中 朱广萍 二等奖 

16WLRC00016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刘宸邑 赵溏 长春外国语学校 邱文政 二等奖 

16WLRC00105 云南省 昆明市 初中组 张梓清 蔡子涵 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齐洪 二等奖 

16WLRC00041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初中组 马万达 石翔宇 石家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付宇航 三等奖 

16WLRC00019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陈子乙 崔耕豪 长春外国语学校 石磊 三等奖 

16WLRC00323 山西省 长治市 初中组 李泽煜 王仪凡 长治市长治县第五中学校 刘晓冬 三等奖 

16WLRC00045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张哲涵 杜鹏祥 杨村第五中学 杨村第九中学 孟波 三等奖 

16WLRC0031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胡少帆 胡翰林 淄博柳泉中学 韩磊 三等奖 

16WLRC0031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炳栋 穆郭振铎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孙淑玲 三等奖 



16WLRC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秦嘉志 陈凯源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范静 三等奖 

16WLRC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许超 杨景超 土右旗民族第一中学 武冬梅 三等奖 

16WLRC00084 大连市 大连市 初中组 孙忠恒 连乂 大连南金实验学校 姜琳琳 三等奖 

16WLRC00046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刘宇豪 刘锐 天津市东丽区民族中学 韩学庆 三等奖 

16WLRC00010 延安市 延安市 初中组 张凯 陈凯 宜川县初级中学 张锋 三等奖 

16WLRC00331 甘肃省 兰州市 初中组 陈欣蕊 柳俊君 兰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刘芳 三等奖 

16WLRC00332 甘肃省 兰州市 初中组 郭小龙 陈龙 兰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王春亮 三等奖 

16WLRC00150 焦作市 焦作市 初中组 张紫程 郑继伟 焦作市光明中学 王天颖 三等奖 

16WLRC00151 焦作市 焦作市 初中组 王恒基 苏磊磊 焦作市光明中学 王天颖 三等奖 

16WLRC00106 云南省 昆明市 初中组 黄奕晨 李安 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于静铮 三等奖 

16WLRG00137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宓雨菲 甄闻夷 地大附中 张敏 一等奖 

16WLRG00138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王家康 刘世杰 地大附中 林宇 一等奖 

16WLRG00140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李威 李子豪 地大附中 张卓 一等奖 

16WLRG00033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张继轩 李坤骏 东营市第一中学 钱翠萍 一等奖 

16WLRG00034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盖景祺 张钟灵 东营市第一中学 钱翠萍 一等奖 

16WLRG00088 浙江省 宁波市 高中组 叶晨浩 黄玺羽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陈谢锴 一等奖 

16WLRG00163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周胤丞 张艺凡 杨家坪中学 罗尹 一等奖 



16WLRG00139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郭宇航 张志昭 地大附中  刘华峥 二等奖 

16WLRG00043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李泽川 王乙帆 邯郸市第三中学 古海斌 二等奖 

16WLRG00149 璧山区 璧山区 高中组 王家懿 郭鹄维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 刘琦 二等奖 

16WLRG00321 浙江省 宁波市 高中组 戴宁 李玟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陈谢锴 二等奖 

16WLRG00161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孟川洋 荆博闻 重庆市合川瑞山中学 郑启宏 二等奖 

16WLRG00160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黄梽 马成川 杨家坪中学 李太白 二等奖 

16WLRG00413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孙宇涛 郭少杰 包头市第四中学 刘慧 二等奖 

16WLRG00145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林焕 郑艺嘉 深圳市龙岗区平冈中学 萧思远 二等奖 

16WLRG00319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范成硕 唐晓鸣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闫秀梅 二等奖 

16WLRG00320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李子豪 孙宁涵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闫秀梅 二等奖 

16WLRG00417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白杰超 霍治国 固阳县第一中学 吕冬梅 二等奖 

16WLRG00317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冀禹彤 崔学晶 东营市第一中学 钱翠萍 二等奖 

16WLRG00087 浙江省 宁波市 高中组 徐科峰 江嘉雄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陈谢锴 二等奖 

16WLRG00415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李云龙 陈鸿帆 包头市蒙古族中学 张建国 三等奖 

16WLRG00079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高中组 张紫媛 贾鑫燕 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八中学 娟娟 三等奖 

16WLRG00049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王博涵 赵子剑 天津市四合庄中学 刘婷婷 三等奖 

16WLRG00086 浙江省 宁波市 高中组 张恒 尤欣雨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陈谢锴 三等奖 



16WLRG0041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冯佳乐 汪佳宁 包铁五中 刘现 三等奖 

16WLRG00414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白雪耀 张弛 包头市回民中学 金山 三等奖 

16WLRG00416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温家荣 任酉城 包头市回民中学 张苏月 三等奖 

16WLRG00032 山东省 济南市 高中组 马子腾 董道淳 山东省章丘第四中学 李静 三等奖 

16WLRG00022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张逸博 李婧菀 沈阳市第三十中学 于歌 三等奖 

16WLRG00023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李鉴林 梁滋翰 沈阳市共青团实验中学 王科 三等奖 

16WLRG00048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刘金泰 刘雯 张家窝中学 门建霞 三等奖 

16WLRG00085 浙江省 宁波市 高中组 袁栋杰 孙思宇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陈谢锴 三等奖 

16WLRX00315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李佳诚 弓一康 鸡泽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16WLRC00017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王建军 崔琪 九台市三十一中学  二等奖 

16WLRX00316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武沛劼 常泽为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