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烟台市青少年科技节机器人大赛（第二期）线下赛队伍名单
编号 区市 组别 参赛项目及主题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学籍所在学校 年级 指导教师

TA-1-001 福山区 小学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初建均 胡梓琛 莽春海
福山区东华小学                      
福山区河滨路小学

五年级、四年
级、五年级

吕晓杰

TA-1-002 福山区 小学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王麟超 祁铄宸 郑宇桥 福山区东华小学                      
四年级、四年
级、五年级

赵兴芸

TA-1-003 福山区 小学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李俊楷 福山区实验小学 二年级 薛世杰

TA-1-004 黄渤海新区 小学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王腾 周峰臣 孙一轩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小学 四年级 崔丹丹

TA-1-005 莱山区 小学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马启盛 胡岩琦 贾宇轩
莱山区实验小学                

莱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五 张双

TA-1-006 莱州市 小学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王晨峰 于镕锋 战稼霖 沙河小学 五年级 曲洪强

TA-1-007 莱州市 小学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赵浩然 曲桐辉 侯辰昊 沙河小学 五年级 曲洪强

TA-1-008 蓬莱区 小学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张印峰 孙梓涵
蓬莱海市实验小学 
蓬莱第二实验小学

四年级 聂巧艳

TA-1-009 蓬莱区 小学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宁炎晞 葛凯宇
蓬莱海市实验小学              
蓬莱第二实验小学 四年级 聂巧艳

TA-1-010 招远市 小学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尹铭轩 杨依辰 招远市实验小学 五年级 韩  凤

TA-2-001 福山区 初中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褚梓浩 高吉轩 郑昊喆 崇文中学
初四、初二、

初三
刘华章

TA-2-002 福山区 初中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石韩文 许清荃 冯梅桠 崇文中学
初四、初二、

初三
刘华章

TA-2-003 莱山区 初中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赵梓童 孙翔宇 李岳朋 烟台永铭中学 初一 杨林

TA-2-004 招远市 初中组 TAI智能车实践赛 王钏屹 石佳宇 张家恺 招远市丽湖学校 6年级  张秀玲



编号 区市 组别 参赛项目及主题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学籍所在学校 年级 指导教师

AI-1-001 芝罘区 小学组 AI Robo普及赛 王梓逸 烟台市芝罘区国翠小学 三年级 姜越娟

AI-1-002 牟平区 小学组 AI Robo普及赛 王泉皓 战飞宇 丛啸霖 烟台市牟平区文昌小学 四 唐慧䶮

AI-1-003 牟平区 小学组 AI Robo 普及赛 孙启博 于欣仪 姜凯译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中心小学 五 陈宏伟

AI-1-004 招远市 小学组 AI Robo 普及赛 韩忠祥 张雅惠 张  涛 招远市玲珑镇沟上完全小学 4年级 宋仁玲

AI-1-005 招远市 小学组 AI Robo 普及赛 宋佳航 王梓睿 王亦凡 招远市蚕庄镇完全小学 4年级 刘  斌

AI-1-006 招远市 小学组 AI Robo 普及赛 徐佳宁 张宇涵 招远市金晖学校 5年级 唐建生

AI-2-001 龙口市 初中组 AI Robo 普及赛 王泽霖 孙韵泉 龙口市新民学校
六年级九

年级
赵雪

AI-2-002 牟平区 初中组 AI Robo 普及赛 刘冠群 孔祥齐 张桐振 烟台市牟平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四 朱贤政

AI-2-003 牟平区 初中组 AI Robo 普及赛 黄晟原 王琛 王传翔 烟台市牟平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三 李宇

AI-2-004 牟平区 初中组 AI Robo 普及赛 唐钰宸 王子源 刘隋珍 烟台市牟平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三 曲晓芳

AI-2-005 牟平区 初中组 AI Robo 普及赛 曲俊宇 孙康 隋盛霖 烟台市牟平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四 朱贤政

AI-2-006 牟平区 初中组 AI Robo 普及赛 孙梓栋 于乐平 于腾杰 武宁中学 初二 何炎伟

AI-2-007 牟平区 初中组 AI Robo 普及赛 由奥林 孙笑语 孙瑜 宁海中学 初三 孙林

AI-2-008 招远市 初中组 AI Robo普及赛 冯佳铭 杨舜凯 刘睿阳 招远市蚕庄镇蚕庄初级中学 6、7年级 侯晓彤

AI-2-009 招远市 初中组 AI Robo 普及赛 尹子铭 吴欣哲 招远市金晖学校 7年级 张  英



编号 区市 组别 参赛项目及主题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学籍所在学校 年级 指导教师

RC-1-001 蓬莱区 小学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赵雨梓钦 杨东霖
蓬莱海市实验小学               
蓬莱第三实验小学

四年级 聂巧艳

RC-1-002 黄渤海新区 小学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王玉朔 姜威辰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中心小学  

烟台外国语实验学校
五年级 周长家

RC-1-003 莱州市 小学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曹豪成 范凯淇 刘晓彬 莱州市郭家店镇中心小学 四年级 唐嘉宏

RC-1-004 莱州市 小学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钟思泽 葛子怡 宁冠凯 虎头崖小学 姜玉波

RC-1-005 莱州市 小学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徐硕瞳 林沐晗 任笑啸 平里店小学 李贵兴

RC-1-006 莱州市 小学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杨景超 曲峻霆 刘梦泽 仲院小学 池晓鲁

RC-1-007 莱州市 小学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杜搏研 张策棋 李冬冉 金城小学 五年级 刘玉光

RC-2-001 莱州市 初中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叶水坤 王利炜 宋金洪 莱州市柞村中学 初二 温新礼

RC-2-002 莱州市 初中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赵锐杰 姜汶奇 赵瀚 莱州市南十里中学 初二 程凤艳

RC-2-003 莱州市 初中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谢天敏 韩明峻 于惠茗 沙河中学
初四、初

二
徐萍

RC-2-004 莱州市 初中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曲泽全 方梓涵 土山中学
初二、初

三
韩香玲

RC-2-005 莱州市 初中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杨致诚 潘怡吾 土山中学 初二 韩香玲

RC-2-006 莱州市 初中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刘皓文 王彩儿 土山中学 初二 韩香玲



RC-2-007 蓬莱区 初中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徐益凡 蓬莱姚琪学校 初二 袁青秀

RC-2-008 芝罘区 初中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杜易航 唐汉 山东省烟台第五中学 初一 刁巧革

RC-2-009 黄渤海新区 初中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刘士博 陈子轩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初级中学 七年级 曲永伟

RC-2-010 黄渤海新区 初中组 RIC机器人创新挑战赛 刘泓堃 马原峰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初级中学 七年级 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