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青岛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普及赛成绩公示 
爱乐猫四驱车竞速赛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立新小学 

第二名 青岛德县路小学 

第三名 青岛大学路小学 

第四名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第五名 青岛市实验小学 

第六名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第七名 青岛沧海路小学 

第八名 青岛基隆路小学 

 

开拓者 X 太阳能动力赛车直线竞速赛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海信学校 

第二名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第三名 青岛大学路小学 

第四名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第五名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第六名 青岛寿光路小学 

第七名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第八名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幻影 F1 电动赛车直线竞速赛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大学路小学 

第二名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第三名 青岛海信学校 

第四名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第五名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第六名 青岛寿光路小学 

第七名 青岛市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第八名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安全行车积分赛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德县路小学 

第二名 青岛八大峡小学 

第三名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第四名 青岛嘉定路小学 

第五名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第六名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安全行车积分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第二名 青岛海信学校 

第三名 青岛大学市北附属中学 

 

1/24 烈风遥控车竞速赛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寿光路小学 

第二名 胶州市李哥庄镇李哥庄小学 

第三名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第四名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1/24 烈风遥控车竞速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海信学校 

第二名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第三名 青岛第四十七中学 

 

1/22 猎豹遥控车竞速赛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寿光路小学 

第二名 青岛海信学校 

第三名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1/22 猎豹遥控车竞速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海信学校 

 

1/18 领克遥控车竞速赛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第二名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第三名 青岛嘉峪关学校 

 

1/18 领克遥控车竞速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海信学校 

 

1/27 速客遥控车竞速赛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德县路小学 

第二名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第三名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1/27 速客遥控车竞速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海信学校 

 

二对二遥控车台球赛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1队 

第二名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2队 

第三名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2队 

第四名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1队 

第五名 青岛德县路小学 1队 

第六名 青岛海信学校 1队 

第七名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 1队 

第八名 青岛德县路小学 2队 

 

二对二遥控车台球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海信学校 1队 

第二名 青岛海信学校 2队 

第三名 青岛第四十七中学 

第四名 青岛第五十中学 2队 

第五名 青岛第五十中学 1队 

 

1/16 大脚车三对三足球赛小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第二名 青岛嘉峪关学校 

第三名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第四名 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云头崮小学 

 

1/16 大脚车三对三足球赛中学组团体成绩 

第一名 青岛海信学校 

第二名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爱乐猫四驱车竞速赛小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孙艺展 青岛立新小学 一等奖 赵 越 

卢劭瑜 青岛海逸学校 一等奖 马俊以 

王鸿睿 青岛立新小学 一等奖 赵 越 

焦圣杰 青岛立新小学 一等奖 赵 越 

何立康 青岛海逸学校 一等奖 马俊以 

刘常安 青岛海逸学校 一等奖 马俊以 



钱城堉 青岛海逸学校 一等奖 马俊以 

丁钜宸 青岛立新小学 一等奖 赵 越 

吴沛忆 青岛海逸学校 一等奖 马俊以 

吕博一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一等奖 李 健 

满奕硕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全 军 

马 原 青岛立新小学 一等奖 赵 越 

潘奕煊 青岛海逸学校 二等奖 马俊以 

薛浩瑜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刘晨熙 青岛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崔 沫 

禹子豪 青岛沧海路小学 二等奖 韩嘉明 

杨智博 青岛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崔 沫 

孙睿辰 青岛永和路小学 二等奖 徐 凤 

孙文博 青岛海逸学校 二等奖 马俊以 

郝心钰 青岛金水路小学 二等奖 秦和良 

谷嘉瑞 青岛海逸学校 二等奖 马俊以 

李禹锋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陈宝亿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李金圣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任 振 

牛子豪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畅颢翔 青岛立新小学 二等奖 赵 越 

鲍奕州 青岛永和路小学 二等奖 徐 凤 

吴 铮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孙圣洋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任 振 

陈镜宇 青岛普集路小学 二等奖 黄君玮 

王奕沣 青岛普集路小学 三等奖 黄君玮 

于翔麟 青岛金水路小学 三等奖 秦和良 

陈宥诚 青岛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崔 沫 

隋法得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三等奖 李 健 

李昊龙 青岛普集路小学 三等奖 黄君玮 

孙平展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 军 

王炯琪 青岛金水路小学 三等奖 秦和良 

查泰宇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 军 

柳浩然 青岛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崔 沫 

盖锦程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空港小学 三等奖 张会利 

李尚恒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王钦垚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三等奖 李 健 

张秋昊 青岛永和路小学 三等奖 徐 凤 

宋昊辰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三等奖 李 健 

杜俞霖 青岛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崔 沫 



孙金瑞 青岛沧海路小学 三等奖 韩嘉明 

袁晟睿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单浩轩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王俊逸 青岛永和路小学 三等奖 徐 凤 

夏家豪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李林旭 

褚佳瑞 青岛沧海路小学 三等奖 韩嘉明 

王玉舟 青岛李沧路小学 三等奖 魏子凯 

顾鑫硕 青岛普集路小学 三等奖 黄君玮 

李佳一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石子垚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任 振 

杨奥煊 青岛洮南路小学 三等奖 王 磊 

王鹏翔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黄伟晨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李林旭 

马子涵 青岛海逸学校 三等奖 马俊以 

陈胤恺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爱乐猫四驱车竞速赛小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倪子涵 青岛立新小学 一等奖 赵 越 

邢舒雅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张莫晗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一等奖 管仪明 

魏 苗 青岛立新小学 一等奖 赵 越 

王昱婷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任 振 

唐思远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任 振 

杨玺霖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王韶蕾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任 振 

张潆兮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张湉润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宫 赫 青岛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崔 沫 

李芸凤 青岛普集路小学 二等奖 黄君玮 

刘美彤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 军 

张梓惠 青岛沧海路小学 三等奖 韩嘉明 

段欢容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 军 

刘沫含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孙懿萱 青岛永和路小学 三等奖 徐 凤 

李若玮 青岛基隆路小学 三等奖 李 健 

邢珂嘉 青岛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崔 沫 

高静雯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李林旭 

房双辉 青岛永和路小学 三等奖 徐 凤 



刘奕瞳 青岛永和路小学 三等奖 徐 凤 

潘姿彤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李林旭 

侯璎珊 青岛永和路小学 三等奖 徐 凤 

 

开拓者 X 太阳能动力赛车直线竞速赛小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侯力文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孙嵩逸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李俊伟 

咸子傲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宫 芳 

宫铭泽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孙嘉鑫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夏志刚 

张清麒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一等奖 宋德平 

董旭峰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范锡润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刘文杰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宫 芳 

游皓涵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宫 芳 

程 阳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宫 芳 

方正炎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夏志刚 

周恩豪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一等奖 宋德平 

田 野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一等奖 宋德平 

康陌杨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滕思越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夏志刚 

丁浩洋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一等奖 闫照亮 

马光鑫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一等奖 吴红云 

尹航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一等奖 闫照亮 

刘沛阳 青岛台东六路小学 一等奖 江守宏 

傅林晨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夏志刚 

亢宇灏 青岛台东六路小学 一等奖 江守宏 

秦钶尧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耿希源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于敦友 

陈文涛 青岛台东六路小学 二等奖 江守宏 

宋志轩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周小熙 青岛市崂山区晓望小学 二等奖 苏兆强 

万骏锋 青岛人民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戚威光 

刘子义 青岛市崂山区晓望小学 二等奖 苏兆强 

徐赫逸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夏志刚 

周鑫浩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刘曜恺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韩承昱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刘津承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李彦质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张世喆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王璟润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于敦友 

谭 瑞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吴红云 

王俊博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王晓丽 

万兆一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冯奕涵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 二等奖 王  敏 

王恺颉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刘芊祎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二等奖 闫照亮 

李墨函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于敦友 

赫国强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 二等奖 王 敏 

于行健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吴红云 

田雨宸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冯科皓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谭东岳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蔡言泽 青岛太平路小学 二等奖 杨海波 

刘浩翔 青岛市崂山区晓望小学 二等奖 苏兆强 

郭克伟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二等奖 闫照亮 

肖钦禹 青岛南京路小学 二等奖 张宏丽 

张修萌 青岛太平路小学 二等奖 杨海波 

段宇昊 青岛南京路小学 二等奖 张宏丽 

姜子辰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张博然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夏志刚 

陈俊宇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王屹然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顾 轩 青岛市崂山区晓望小学 三等奖 苏兆强 

王昱樾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许 喆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王晓丽 

赵泽睿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田 硕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空港小学 三等奖 华泽成 

刘俊熙 青岛市崂山区晓望小学 三等奖 苏兆强 

王子霖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李健冬 青岛永和路小学 三等奖 王晓晨 

赵新烨 青岛人民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戚威光 

李梓岩 青岛南京路小学 三等奖 张宏丽 

张玉杰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王晓丽 

刘一霖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朱禹冰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葛赟赟 



解升扬 青岛郑州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于晓萱 

刘思翰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青草河小学 三等奖 赵守顺 

卢墨宣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杜泽铭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齐鲁第一实验小学 三等奖 张欢欢 

刘峻宇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三等奖 辛有生 

张嘉瑞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于子洋 青岛格兰德小学 三等奖 张静茹 

李琪恒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赵子程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超银学校 三等奖 尚琪琦 

刘子寓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 三等奖 王 敏 

宋宇哲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初昊远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葛赟赟 

申传玉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韩尚峻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孙敬昊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超银学校 三等奖 尚琪琦 

刘子勋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兰亭教育集团翰文小学 三等奖 李文家 

毛博轩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三等奖 辛有生 

王泓铭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孙千程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三等奖 辛有生 

乔子恩 青岛朝城路小学 三等奖 高嘉麟 

任泽轩 青岛格兰德小学 三等奖 张静茹 

郭一航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赵友山 

吕炳垚 青岛南京路小学 三等奖 张宏丽 

杨宇晨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葛赟赟 

李俊毅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邢建鹏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空港小学 三等奖 华泽成 

慕献晖 青岛郑州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于晓萱 

于士博 青岛南京路小学 三等奖 张宏丽 

刘子铭 青岛人民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戚威光 

刘厚含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宋光鑫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空港小学 三等奖 华泽成 

尚晖恩 青岛人民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戚威光 

于晟灏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超银学校 三等奖 尚琪琦 

吕俊熙 青岛人民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戚威光 

任铭轩 青岛人民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戚威光 

吕培宁 青岛朝城路小学 三等奖 高嘉麟 

韩子昊 青岛朝城路小学 三等奖 高嘉麟 

邵 宁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赵友山 

邵明朗 青岛嘉峪关学校 三等奖 辛有生 



王泓然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葛赟赟 

 

开拓者 X 太阳能动力赛车直线竞速赛小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康浥尘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刘叙婵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张 帆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宫 芳 

袁娇敏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宫 芳 

洪秀彬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宫 芳 

张茹涵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赵梓璇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夏志刚 

吉恩妍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宋子慧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一等奖 徐振安 

鞠宗玥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杨璐绮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王晓丽 

刘 展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二等奖 王 超 

秦紫嘉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沙 莎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宫 芳 

倪懿姿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宫 芳 

张公睿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二等奖 王 超 

闫佳怡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孟凡乔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王润琪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夏志刚 

卢婧淇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夏志刚 

王梦婕 青岛太平路小学 二等奖 杨海波 

周思睿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王晓丽 

阴昱希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薛铭璐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王晓丽 

李 响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闫松涵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梁诗鱼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夏志刚 

赵怡菲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夏志刚 

姚彦冰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高嘉忆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吴红云 

汪 萍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三等奖 徐振安 

程 冉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三等奖 王 超 

王绮萱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王亭雁 青岛市崂山区晓望小学 三等奖 苏兆强 

潘保江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葛赟赟 



王悠然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夏志刚 

庞乐萱 青岛台东六路小学 三等奖 江守宏 

熊采薇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鞠绎衡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周梓萌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魏珂儿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葛赟赟 

袁小斐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刘胜一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杨思睿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三等奖 王宝秋 

李昌燕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吴红云 

孔依霖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李姊娴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杨紫涵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董泽茹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丁歆芮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三等奖 王 超 

刘婉琳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周诗画 青岛同安路小学 三等奖 赵雅楠 

 

幻影 F1 电动赛车直线竞速赛小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衣泓旭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一等奖 吴红云 

王子梵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韩尚卿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王麒恺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陈彦旭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王恺彧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吕弘珊 

薛栋升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宋家睿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吕弘珊 

孙宇轩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吕弘珊 

王昶语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王晓丽 

徐文全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一等奖 逄焕香 

张鑫煜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徐正龙 

丁忠轩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一等奖 逄焕香 

郭瑞彬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周胜杰 

林修远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一等奖 王宝秋 

孙逸苒 青岛同安路小学 一等奖 赵雅楠 

沈嘉梁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邢 远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一等奖 王宝秋 

郭佰坤 青岛同安路小学 一等奖 赵雅楠 



宁宇凡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一等奖 杨海波 

王祖耀 青岛同安路小学 一等奖 赵雅楠 

陈泓旭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一等奖 徐振安 

李俊浩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一等奖 王亚奇 

法金昊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青草河小学 一等奖 赵守顺 

张瀚友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一等奖 王桂玉 

黄秉泽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一等奖 吴红云 

王浩川 青岛市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一等奖 王宜成 

李硕洋 青岛同安路小学 一等奖 赵雅楠 

陈奕豪 青岛同安路小学 一等奖 赵雅楠 

宋振煊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肖永磊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韩家溜小学 二等奖 薛芃昱 

刘泽祺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戴睿翰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于敦友 

王钰博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张铭洋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秦 领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孙清然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朱文翔 青岛北京路小学 二等奖 刘广青 

李子聿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秦恺崎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贾祺正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王晓丽 

袁钰聪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徐正龙 

丁 安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韩家溜小学 二等奖 薛芃昱 

徐文浩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王俊赫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徐华清 

类文星 青岛市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二等奖 王宜成 

王子豪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于敦友 

韩承昱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徐华清 

殷祥博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二等奖 王桂玉 

孙忠熠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吴红云 

曹晟恺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吴红云 

殷浩淞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潘昱合 青岛嘉定路小学 二等奖 邵文沛 

文皓宇 青岛金门路小学 二等奖 吕小龙 

孙熙哲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孙浩然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二等奖 王亚奇 

王泓坤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二等奖 宋德平 

孙卓群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邢珉硕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王晓丽 

吕子豪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 二等奖 陈志刚 

窦悦宁 青岛同安路小学 二等奖 赵雅楠 

高梓睿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姬浩然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徐正龙 

逄海川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青草河小学 二等奖 赵守顺 

孙茗皓 青岛太平路小学 二等奖 杨海波 

奉锦俊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徐正龙 

张昊安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王邓宇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二等奖 逄焕香 

韩文泽 青岛市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二等奖 王宜成 

刘子珩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二等奖 王亚奇 

徐绍瀚 青岛香港路小学 二等奖 许爱然 

李兆轩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二等奖 封长顺 

杨玉睿 青岛市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二等奖 王宜成 

刘林鑫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徐华清 

王请皓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徐华清 

薛昌浩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空港小学 二等奖 纪新勇 

张皓轩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小学部 三等奖 郭亚楠 

韩兴洋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三等奖 徐振安 

丁靳哲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封长顺 

王钶智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小学部 三等奖 郭亚楠 

王耀伟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王桂玉 

许 航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王桂玉 

赵新烨 青岛人民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戚威光 

代浚琪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吴红云 

吴东润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兰恭辰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刘铠源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朱典恩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张恩硕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徐正龙 

王子朔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封长顺 

崔增好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封长顺 

杨宇皓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张家燊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徐 耀 

安丰强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韩家溜小学 三等奖 薛芃昱 

徐鹏辉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青草河小学 三等奖 赵守顺 

孙浩哲 青岛台东六路小学 三等奖 江守宏 

郑国煜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小学部 三等奖 郭亚楠 



李浩庭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小学部 三等奖 郭亚楠 

赵浩然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徐华清 

赵 然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三等奖 王宝秋 

赵沭翰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王亚奇 

王科霖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三等奖 刘璐妤 

冯盈恺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王亚奇 

张岂颢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三等奖 王宝秋 

徐汉润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三等奖 逄焕香 

宋升和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薛修远 青岛同安路小学 三等奖 赵雅楠 

孟庆宸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王亚奇 

管瑜亮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王梓同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夏硕承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王嘉泽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于敦友 

陶路阳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陈圣轩 青岛香港路小学 三等奖 许爱然 

闫小禾 青岛北京路小学 三等奖 刘广青 

周睿航 青岛格兰德小学 三等奖 张 硕 

杨一航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 军 

张浩嘉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 军 

王赵祎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封长顺 

李克樽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田成旭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三等奖 王宝秋 

杨 博 青岛沧海路小学 三等奖 韩嘉明 

王俊皓 青岛新昌路小学 三等奖 李 敏 

杜昊宇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封长顺 

孙艺茗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青草河小学 三等奖 赵守顺 

马坤泽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青草河小学 三等奖 赵守顺 

刘家铖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 军 

徐东泽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陈浩文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徐正龙 

刘子尧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徐 耀 

杜易轩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王晓丽 

谢语臻 青岛格兰德小学 三等奖 张 硕 

张宇轩 青岛超银小学（金沙路校区） 三等奖 张姿璇 

赵翰哲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三等奖 王亚奇 

张洪杰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封长顺 

支景灏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杨嘉昊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三等奖 徐振安 

申传玉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徐华清 

丁宇翔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王桂玉 

邵智阳 青岛超银小学（金沙路校区） 三等奖 张姿璇 

唐荣昊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封长顺 

杨紫皓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王桂玉 

董珈宁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王桂玉 

于 涵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青草河小学 三等奖 赵守顺 

耿 昊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 三等奖 封长顺 

王雨泽 青岛南京路小学 三等奖 魏 玲 

辛宣含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徐华清 

潘贺祺 青岛新昌路小学 三等奖 李 敏 

刘子铭 青岛人民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戚威光 

叶子堂 青岛新昌路小学 三等奖 李 敏 

郭岳鸣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三等奖 王宝秋 

陶致远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三等奖 徐振安 

 

幻影 F1 电动赛车直线竞速赛小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邹佳璇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吕弘珊 

肖雅心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唐思涵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吕弘珊 

李欣阳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杨靖淇 青岛大学路小学 一等奖 刘璐妤 

钱妍汐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吕弘珊 

刘妍茜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吕弘珊 

丁柏一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一等奖 徐振安 

万称欣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孙翊然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方柯人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徐正龙 

何怡萱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刘一诺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徐正龙 

马韵然 青岛市城阳区国城小学 一等奖 王 慧 

侯 晓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二等奖 逄焕香 

阎阳雨然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二等奖 徐 耀 

蒋睿婷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阴梓欣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李雅萌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徐华清 

苏欣雪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彭勇奇 



邢津铭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二等奖 刘璐妤 

孙紫涵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仝 铃 青岛市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二等奖 王宜成 

徐敏婕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徐正龙 

陈雨馨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全 军 

程伊诺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葛 凡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二等奖 徐 耀 

王语诺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风河小学 二等奖 王大伟 

李 珂 青岛市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二等奖 王宜成 

李易轩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杨蕙瑄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于敦友 

高 兴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彭小嫚 青岛台东六路小学 三等奖 江守宏 

张紫萱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徐华清 

张恩子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 三等奖 陈志刚 

丁梦琦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三等奖 逄焕香 

梁艺萱 青岛太平路小学 三等奖 杨海波 

许悦粤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吴红云 

郝苏文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三等奖 徐振安 

陈一凡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宋德平 

丁 宇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韩家溜小学 三等奖 张宝栋 

李柔熙 青岛台东六路小学 三等奖 江守宏 

王薛涵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连瑜颉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韩家溜小学 三等奖 张宝栋 

李欣洁 青岛北京路小学 三等奖 刘广青 

王笑婉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刘丛铱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王晓丽 

贺子懿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徐华清 

刘高睿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王晓丽 

王镱乔 青岛重庆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吴红云 

刘雨嘉 青岛金门路小学 三等奖 吕小龙 

张舒涵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徐 耀 

丁 涵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韩家溜小学 三等奖 张宝栋 

林美成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徐正龙 

丁嘉诺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小学 三等奖 逄焕香 

徐金源 青岛新昌路小学 三等奖 李 敏 

何俐诺 青岛南京路小学 三等奖 魏 玲 

刘雨涵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三等奖 徐 耀 

崔琳萱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王晓丽 



陈欣怡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安全行车积分赛小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袁奕萱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史忠新 

姜期缤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一等奖 管仪明 

柳东烨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史忠新 

王坤元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史忠新 

宋方扩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一等奖 管仪明 

付守宇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史忠新 

虞 乐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矫雨辰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史忠新 

刘汝一 青岛八大峡小学 二等奖 于 欣 

毕歆宜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史忠新 

严若谷 青岛八大峡小学 二等奖 于 欣 

赵君昊 青岛八大峡小学 二等奖 于 欣 

姜明涵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方小瑞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史忠新 

岳雨杉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张嘉晨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王 程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赵莘博 青岛八大峡小学 三等奖 于 欣 

周 游 青岛八大峡小学 三等奖 于 欣 

郭天瑞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胡 轶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常耀中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范乃轩 青岛八大峡小学 三等奖 于 欣 

黄渤轩 青岛八大峡小学 三等奖 于 欣 

 

安全行车积分赛小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刘小文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一等奖 管仪明 

刘婧瑶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一等奖 彭勇奇 

王玗希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夏志刚 

付依冉 青岛八大峡小学 二等奖 于 欣 

王玺菡 青岛八大峡小学 二等奖 于 欣 

姜鹤轩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二等奖 范锡密 

吴思慧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二等奖 范锡密 



隋雨禾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朱奕秋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彭勇奇 

孟庭羽 青岛嘉定路小学 三等奖 邵文沛 

冀杨琳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夏志刚 

穆美言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夏志刚 

 

安全行车积分赛中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袁泽林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吕弘珊 

王意然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孙铂堯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匡羿安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赵铎文 青岛大学市北附属中学 三等奖 刘正君 

李明皓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安全行车积分赛中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张雪怡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吕弘珊 

王昱鸥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唐一帆 青岛大学市北附属中学 二等奖 刘正君 

石海滕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郭晓茜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吕弘珊 

顾芳涵 青岛大学市北附属中学 三等奖 刘正君 

 

1/24 烈风遥控车竞速赛小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殷梓濠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一等奖 徐振安 

刘德林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一等奖 徐振安 

位嘉鑫 胶州市李哥庄镇李哥庄小学 二等奖 王春雷 

王宸逸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魏子淇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全 军 

韩成达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谷 丰 胶州市李哥庄镇李哥庄小学 三等奖 王春雷 

周君杰 胶州市李哥庄镇李哥庄小学 三等奖 王春雷 

张家豪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韩博涵 青岛八大峡小学 三等奖 于 欣 

马浩宸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全 军 

阎 熠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1/24 烈风遥控车竞速赛小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刘怡彤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一等奖 徐振安 

李钰琪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董安可 青岛市南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全 军 

黄艺睿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王 宸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杨子涵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1/24 烈风遥控车竞速赛中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匡羿安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袁泽林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一等奖 吕弘珊 

路博翔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一等奖 郁扬子 

李明皓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刘志育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 二等奖 徐燕成 

张兆宇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王 智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张镇舸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王馨瑜 青岛第五十中学 三等奖 华丽娟 

虢祥浩 青岛第五十中学 三等奖 华丽娟 

张佳钰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吕弘珊 

童锦瑞 青岛第四十七中学 三等奖 陈倩倩 

周达鹏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梁星晨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吕弘珊 

王其然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吕弘珊 

蕫恩伍 青岛第五十中学 三等奖 华丽娟 

 

1/24 烈风遥控车竞速赛中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王昱鸥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石海滕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连芳艺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张雪怡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张艺馨 青岛第四十七中学 二等奖 陈倩倩 

龚子墨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崔伊涵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吕弘珊 

李锦阳 青岛第四十七中学 三等奖 陈倩倩 



李欣怡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三等奖 吕弘珊 

 

1/22 猎豹遥控车竞速赛小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鲁恩玮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一等奖 徐振安 

姜海鑫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一等奖 徐振安 

邢相凯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徐一航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杨益彰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二等奖 陈立清 

王孜歌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阎玺元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徐梓恩 青岛嘉定路小学 三等奖 邵文沛 

 

1/22 猎豹遥控车竞速赛小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吴晨嫣 青岛寿光路小学 一等奖 徐振安 

李 鑫 青岛寿光路小学 二等奖 徐振安 

赫 曦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二等奖 陈立清 

黄艺睿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周子曦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孙马一嘉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1/22 猎豹遥控车竞速赛中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徐 杨 青岛第五十中学 一等奖 华丽娟 

匡羿安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李明皓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张腾宇 青岛第五十中学 三等奖 华丽娟 

冯宸邦 青岛第四十七中学 三等奖 陈倩倩 

张镇舸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1/22 猎豹遥控车竞速赛中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连芳艺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李柯然 青岛第四十七中学 二等奖 陈倩倩 

王昱鸥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1/18 领克遥控车竞速赛小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王子轩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齐鲁第一实验小学 一等奖 张欢欢 

李明博 青岛市李沧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韩星涛 

张皓博 青岛嘉峪关学校 二等奖 辛有生 

杨益彰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马宗远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宗信成隆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于 涛 

 

1/18 领克遥控车竞速赛小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黄艺睿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一等奖 陈立清 

王晨哲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二等奖 于 涛 

张懿萱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1/18 领克遥控车竞速赛中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郑奕轩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何宇星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1/18 领克遥控车竞速赛中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何宇月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龚子墨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1/27 速客遥控车竞速赛小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陈胤豪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一等奖 管仪明 

李博岳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一等奖 傅 雪 

孟祥铭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一等奖 管仪明 

韩世淏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徐润翀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二等奖 傅 雪 

马宗远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二等奖 陈立清 

刘铭泰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田浚成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二等奖 傅 雪 

刘丰铭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况昊轩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李圣玺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三等奖 陈立清 

颜鸿凯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刘彦麟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丛赫炫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郭敖岩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高辰瑄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三等奖 管仪明 

 

1/27 速客遥控车竞速赛小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郑雅文 青岛德县路小学 一等奖 管仪明 

黄艺睿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二等奖 陈立清 

纪欣汝 青岛德县路小学 二等奖 管仪明 

韩嘉一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苑若曦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高 兴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徐靖瑄 青岛新世纪市北学校 三等奖 傅 雪 

 

1/27 速客遥控车竞速赛中学男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何宇星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李文硕 青岛第五十中学 二等奖 华丽娟 

李明皓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1/27 速客遥控车竞速赛中学女子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龚子墨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王昱鸥 青岛海信学校 二等奖 程 晓 

何宇月 青岛海信学校 三等奖 程 晓 

 

二对二遥控车台球赛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1 运动员 2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蔺军赫 杨悦润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1队 一等奖 袁宪田 

马宗远 张懿萱 青岛延安二路小学 1队 一等奖 陈立清 

王藤硕 王 睿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2队 二等奖 袁宪田 

张希文 赵 旭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1队 二等奖 李殿清 

袁晓勇 孔令锦 青岛德县路小学 1队 二等奖 管仪明 

阎玺元 周子曦 青岛海信学校 1队 三等奖 程 晓 



洪浩然 吕昌峻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1队 三等奖 王 斌 

鲁梓轩 管芮帆 青岛德县路小学 2队 三等奖 管仪明 

 

二对二遥控车台球赛中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 1 运动员 2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匡奕安 石海滕 青岛海信学校 1队 一等奖 程 晓 

李明皓 王昱鸥 青岛海信学校 2队 二等奖 程 晓 

王隽烨 梁祎粟 青岛第四十七中学 二等奖 陈倩倩 

何慧钢 宋雅桐 青岛第五十中学 2队 三等奖 华丽娟 

许一皓 陈馨怡 青岛第五十中学 1队 三等奖 华丽娟 

 

1/16 大脚车三对三足球赛小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1 运动员 2 运动员 3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姜智森 宋嘉和 肖宜婷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王 斌 

路轩铭 黄悦洋 郑涵予 青岛嘉峪关学校 二等奖 辛有生 

李炳霖 冯北溟 类燕然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三等奖 丁 强 

刘 浩 崔 晨 张森垚 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云头崮小学 三等奖 袁宪田 

 

1/16 大脚车三对三足球赛中学组个人成绩 

运动员1 运动员 2 运动员 3 单        位 等 次 辅导教师 

石海滕 匡羿安 李明皓 青岛海信学校 一等奖 程 晓 

尹昱瀚 姜栋皓 郑核琦 青岛市市南区琴岛学校 二等奖 吕弘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