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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180049 杭州市 蚂蚁天气预测仪 刘叶涵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第一小学 龚  媛 一等奖

2 OT180032 杭州市 智能餐厅 沙琰焯
杭州市西湖小学教育集团西湖
（府苑）小学

吴培佩 一等奖

3 OT180033 杭州市 健康节能公园 潘佳怡 桐庐县方埠中心学校 高杰飞 一等奖

4 OT180055 杭州市 太空驿站2066 潘怡君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舒  恬 一等奖

5 SF180021 杭州市 超能高铁 许楼钧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许丽芳 一等奖

6 AL180055 宁波市 果园A梦 陈泳希 象山石浦镇延昌小学 梁颖颖 一等奖

7 AL180090 宁波市 生命之树 单博弈 慈溪市贤江小学 苗迪君 一等奖

8 SF180022 宁波市 未来的农家小院 杜梦雪 宁波镇海区澥浦中心学校 陈丽丽 一等奖

9 AL180028 温州市 空中磁悬浮停车场 诸葛雅琦 温州市建设小学瓯江校区 胡慧倩 一等奖

10 AL180062 温州市
高楼火宅逃生救援智能无人
机

岑伊婷 瑞安市隆山实验小学 厉纪成 一等奖

11 AL180065 温州市 日行千里 郑垚瑶 温州市瓯海区梧田第一中学 陈茜茜 一等奖

12 AL180081 温州市 动物语言交流机 陶欣瑜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范亨特 一等奖

13 OT180046 温州市 大脑知识芯片植入机器 叶泠萱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吴海清 一等奖

14 BH180020 温州市 地震救援机 潘亚琪 温州市永嘉县上塘峙口小学 谢雪敏 一等奖

15 OT180026 嘉兴市 方便修路机 王熠佳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设中心
小学

陆炳莲 一等奖

16 SF180007 嘉兴市 森林氧吧 吴思瑾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中心小
学

钱娟萍 一等奖

17 AL180071 湖州市 新型公交车 张广妍 湖州市仁皇山小学 叶米娅 一等奖

18 AL180027 绍兴市 高压电收集机 张凯迪 绍兴市新昌县实验小学 章旭超 一等奖

19 AL180067 绍兴市 堵车处理神器 詹郁青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小学 凌晓杰 一等奖

20 BH180005 绍兴市 田间智能稻草人 章钰棋 新昌县青年路小学 梁福英 一等奖

21 LB180019 绍兴市 绿色康复中心 石昕烨 绍兴市柯桥区柯岩中学 王小正 一等奖

22 SC180013 绍兴市 超声波灭虫机器人 姚子艺 嵊州市城北小学 姚卫星 一等奖

23 AL180006 金华市 古瓷记忆修复机 潘一帆 金华厚仁中心小学 黄佳妮 一等奖

24 OT180006 金华市 战狼号——救援与营救方舟 杨冰怡 东阳市白云银田小学 宋世富 一等奖

25 SF180016 衢州市 虫洞时空折叠穿梭器 吴丽雯 衢州市实验学校新湖校区 王卡加 一等奖

26 BH180004 舟山市 踩着四轴飞行器去上学 冯  冯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 刘军川 一等奖

27 AL180035 台州市 灾难应急逃生球 杨云燕 台州市三门县实验小学 邵雪彬 一等奖

28 AL180038 台州市 文物修复机器人 蒋  奥 台州市三门县实验小学 梅方胜 一等奖

29 AL180105 丽水市 种空气 周  钰 龙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王小菲 一等奖

附件2

第32届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少儿科幻画获奖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地市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奖级

附件2

第32届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少儿科幻画获奖名单

30 QB180005 丽水市 漂流瓶中的未来城市 陈语桐 丽水莲都外国语学校 饶  敏 一等奖

31 AL180097 杭州市 智能机器蚊克 谢  天 杭州行知小学 高  嵩 二等奖

32 AL180116 杭州市 现代养老院 魏鹂阳 杭州市富阳区东洲中心小学 徐佳美 二等奖

33 OT180014 杭州市 动物治疗器 李汪婕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小学 余  娇 二等奖

34 OT180051 杭州市 地下机械体验 虞  晴 杭州市西溪中学 来  兰 二等奖

35 SF180009 杭州市 沙漠之洲 ．水源转换车 姜子夷 杭州长河中学 金苏娜 二等奖

36 AL180056 宁波市 海底种植园 孙子萱 宁波镇海区中心学校 周依娜 二等奖

37 GH180004 宁波市 真正减负的智能教室 胡馨元 宁波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邬冬波 二等奖

38 OT180013 宁波市 旧衣处理机 蔡莉巧 象山县西周小学 史淑意 二等奖

39 OT180023 宁波市 超能分类垃圾能量桶 陈煜懿 宁波小港中心学校 胡欣娜 二等奖

40 OT180043 宁波市 雷电发电器 聂佳雨 象山县爵溪学校 张  远 二等奖

41 OT180029 温州市 地震救援机 霍奕汝 乐清市实验小学 陈响乐 二等奖

42 AL180046 温州市 空中消防车 金昱汐 平阳县实验中学 钟丽丽 二等奖

43 AL180052 温州市 星际家园 曾婧盈 温州苍南矾山镇第一小学 郑小杭 二等奖

44 AL180089 温州市 未来的新型单车设备 许馨尹 温州市建设小学 陈  瑶 二等奖

45 BH180023 温州市 二胎时代 戴源然 温州市龙湾区实验小学 黄明影 二等奖

46 LB180002 温州市 自动搬家机 王泓璇 温州龙湾区永昌第一小学 陈迎春 二等奖

47 LB180004 温州市 油漆工的福音——除臭大侠 孙语涓 温州市龙湾区沙城镇第一小学 叶  凡 二等奖

48 OT180009 温州市 多功能植物转化机 金依诺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黄小添 二等奖

49 SC180009 温州市 空中消防器 林  航 温州市瓯海区瞿溪第二幼儿园 胡和平 二等奖

50 AL180007 嘉兴市 电能吸音播放器 王思语 海盐通元中心小学 陆亭婷 二等奖

51 AL180015 嘉兴市 智能造纸机 陈司瀚 海宁市长安镇盐仓学校 赵丰丽 二等奖

52 AL180032 嘉兴市 噪音转换器 潘  沁 桐乡市龙翔小学 夏云杰 二等奖

53 AL180037 嘉兴市 未来可升降公交车 顾嘉恬 海盐县向阳小学 尹  伊 二等奖

54 AL180048 嘉兴市 火海救援 纪哲宇 平湖市东湖小学 何聪聪 二等奖

55 AL180063 嘉兴市 人工智能时代 李皓辰 嘉兴市辅成小学 姚宁燕 二等奖

56 OT180025 嘉兴市 家校接送站 李祺欣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设中心
小学

顾  悦 二等奖

57 SF180015 嘉兴市 社区医生 无“微”不至 王听雪 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小学 沈晓飞 二等奖

58 AL180019 湖州市 地下空间 唐梦好 湖州市月河小学教育集团 陆怡娈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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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AL180073 湖州市 蔬菜保卫战 陈昊泽 长兴县煤山镇中心幼儿园 李双双 二等奖

60 AL180117 湖州市 污水转化处理器 陈佳瑶 长兴县画溪街道包桥中心小学 陈  慧 二等奖

61 AL180122 湖州市 空气净化观光舱 张可怡 湖州师范学院南浔附属小学 温新英 二等奖

62 BH180022 湖州市 多功能明眼仪 周俊彦 德清县实验学校 姚  姚 二等奖

63 GH180009 湖州市 未来食品安全监测机 张灵霄 德清县舞阳学校 王忠宇 二等奖

64 AL180093 绍兴市 未来电视机 陈锦霖 嵊州市三界镇蒋镇学校 叶嘉文 二等奖

65 AL180115 绍兴市 城市空间站 陈锦凯 绍兴市东浦镇后社完小 周建忠 二等奖

66 OT180024 绍兴市 智能城市新气象 朱胡茵 绍兴市少儿艺术学校 史  英 二等奖

67 OT180030 绍兴市 火星植树机 章婧翊 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镇中心小学 沈慧洁 二等奖

68 SC180005 绍兴市 小鹿的遐想 王语晗 绍兴市新昌县实验小学 章旭超 二等奖

69 SC180012 绍兴市 白蚁杀手 王若蓓 嵊州市城北小学 王学军 二等奖

70 AL180024 金华市 未来的家乡 刘晟杰 金华市金东区实验小学 余  琳 二等奖

71 AL180054 金华市 太空奥运场 庄蕙语 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卢丽丽 二等奖

72 LB180011 金华市 新农村闪电树和发光猫 黄蕾冰 金华市江滨小学 鲍俏红 二等奖

73 AL180004 舟山市 可移动的恐龙城堡 陆义仁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王维维 二等奖

74 AL180009 舟山市 FB----Z5000天空基地 高偲涵 舟山市定海小学 李  莉 二等奖

75 AL180020 舟山市 火山发电站 王锦琪 舟山南海实验学校 姜  虹 二等奖

76 BH180010 舟山市 灾难救助队 张安琪 舟山第七小学 严晓明 二等奖

77 GH180005 舟山市 未来舟山自由港 陈婧媛 舟山第七小学 严晓明 二等奖

78 LB180015 舟山市 空中高速交通系统	 孙炜航 舟山市定海区城西小学 王晨溯 二等奖

79 AL180036 台州市 太空垃圾回收机 吴抒阳 台州市椒江区实验小学 罗诚娴 二等奖

80 AL180042 台州市 安全蛋 徐瑜潞 温岭市大溪镇中心小学 赵丹君 二等奖

81 AL180045 台州市 恐龙复活机 苏惠珍 温岭市温峤镇第二小学 叶金婷 二等奖

82 AL180050 台州市 枯树快速生长机 张紫桐 台州市椒江区实验小学 卢伟芬 二等奖

83 AL180085 台州市 119空中救援队 陈怡如 温岭市锦园小学 黄  佳 二等奖

84 BH180007 台州市 车库消防卫士 杨雨晴 天台县实验小学 张权威 二等奖

85 GH180003 台州市 庭院绿宝 吴律霆 三门县心湖小学 杨紫祥 二等奖

86 AL180123 丽水市 盲人的福星 艾俊 丽水莲都外国语学校 杨佳佳 二等奖

87 BH180024 丽水市 绿色能源树 李雨樵 龙泉市绿谷教育集团水南校区 石李苹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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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OT180041 丽水市 海洋奇幻探测仪 刘姜亚 龙泉安仁中学 陈  敏 二等奖

89 OT180008 义乌市 云巅之上 蒋淘淘 义乌市廿三里第一小学 朱艳艳 二等奖

90 OT180022 义乌市 共享，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何  威 义乌市宾王中学 韦雪华 二等奖

91 AL180094 杭州市 温度调节包 徐昊杨 富阳市富春第三小学 练倩宇 三等奖

92 AL180096 杭州市 城市雾霾吸收器 沈美妗 富阳市富春第三小学 羊梦亚 三等奖

93 AL180099 杭州市 梦幻枕头 李雨轩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 孙元元 三等奖

94 OT180018 杭州市 海底的能量屋 孟  诺 杭州千岛湖建兰中学 王成鑫 三等奖

95 OT180038 杭州市 废气净化器 许可悦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正小学 马心涵 三等奖

96 SF180014 杭州市 潜能测试仪 李瑞琦 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李珍珍 三等奖

97 SF180024 杭州市 绿色环保公园 雷宇欣 桐庐县圆通小学 姚绪娉 三等奖

98 AL180113 宁波市 智能导盲车 沈子健 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外国语小学 陈伟波 三等奖

99 BH180016 宁波市 毒品扫描仪 郝  琴 宁波镇海区乔梓学校 史盈丽 三等奖

100 OT180044 宁波市 “DNA”移植 傅诗雅
宁波市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世
纪苑校区

侯晓月 三等奖

101 OT180045 宁波市 盲人专用智能套装 杨乐瑜
宁波市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世
纪苑校区

侯晓月 三等奖

102 OT180054 宁波市 海洋卫士——海龟仿生机器 夏敬坤 宁波艺术实验学校 罗  丽 三等奖

103 QB180004 宁波市 未来多能果园 周闪闪 宁波北仑区岷山学校 张佳薇 三等奖

104 SC180015 宁波市 高楼消防灭火机 陈星竹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吴旭聪 三等奖

105 SC180019 宁波市 灾难救生衣 陈  宸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 谢  静 三等奖

106 SC180021 宁波市 消防豆茎 叶天缘 宁波小港中心学校 王燕莲 三等奖

107 AL180026 温州市 智能除霾A计划 邱怡辰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蒙蒙 三等奖

108 AL180029 温州市 未来的高科技海底农场 卢玫杉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附属学校 钱成美 三等奖

109 AL180078 温州市 海底未来城 洪子乐 温州市黄龙第一小学 郑品聪 三等奖

110 AL180080 温州市 智能科学百宝仪 孙艺恬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陈  捷 三等奖

111 AL180086 温州市 移动多功能“庄园” 何继涵 瑞安市新纪元小学 黄西西 三等奖

112 OT180010 温州市 美食宝 王琪然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杨安娜 三等奖

113 OT180028 温州市 罪犯追踪仪 周赵宁 温州市龙湾区第一小学 邵晓红 三等奖

114 OT180034 温州市
变废为宝材料建造的伸缩移
动建筑

管东亮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前汇校区

陈施施 三等奖

115 AL180053 嘉兴市 全自动新房验收机 干佳希 平湖师范附属小学 马国强 三等奖

116 BH180006 嘉兴市 智能多功能水母机器人 冯一凡 海盐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冯冰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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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BH180009 嘉兴市 智能出行椅 崔子贤 海宁市文苑小学 姚晓飞 三等奖

118 GH180002 嘉兴市 脱水旅行 谢奕李 嘉兴市南湖区东栅中心小学 戚元明 三等奖

119 LB180003 嘉兴市 人造太阳 陈宣超
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吉水
小学

曹锦萍 三等奖

120 OT180003 嘉兴市 智能泊车系统 陈  诺 海盐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郭凌晨 三等奖

121 OT180021 嘉兴市 自动研究室 顾笑语 桐乡市屠甸镇完全小学 王晓平 三等奖

122 OT180039 嘉兴市 灯泡里的世界之窗 胡唐潮
桐乡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振东
小学

陈  艳 三等奖

123 OT180049 嘉兴市 时间机器 钟逸臣 海盐县天宁小学 马金明 三等奖

124 SC180007 嘉兴市 丝绸之路上的“饮水机” 苗晨露 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小学 沈晓飞 三等奖

125 SC180017 嘉兴市 植物发电站 李嘉童 嘉兴市文昌路小学 倪爱华 三等奖

126 SF180008 嘉兴市 养蜂专家 陆鑫鸿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中心小
学

钱娟萍 三等奖

127 LB180006 湖州市 联动 徐凡非 上外附属浙江宏达南浔学校 沈志宏 三等奖

128 AL180017 湖州市 人体血管清洁车 唐寅娮 湖州市龙泉小学 叶春春 三等奖

129 AL180030 湖州市 神奇的能源树种 徐  瑾 湖州市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金云云 三等奖

130 AL180072 湖州市 喷发式无人沙漠飞碟 戚修为 湖州市仁皇山小学 沈海英 三等奖

131 AL180118 湖州市 雾霾转化处理器 李子豪 长兴县画溪街道包桥中心小学 陈  慧 三等奖

132 LB180001 湖州市 智能机器人管家 曹煜瑶 湖州市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王  莉 三等奖

133 OT180007 湖州市 地球救援队 周  欣 湖州市旧馆镇中心小学 陈  诚 三等奖

134 OT180017 湖州市 多功能炫彩车 陈思宇 安吉县山川小学 陈  重 三等奖

135 SC180002 湖州市 废旧服装变新机 曾  琪 长兴县第一小学 章桔露 三等奖

136 SC180018 湖州市 妈妈的福音，宝宝的乐园 曹雨闵 德清县实验学校 姚  姚 三等奖

137 AL180068 绍兴市 未来海底多功能建筑师 杨昌丽 绍兴市越城区群英小学 赵玉凤 三等奖

138 LB180009 绍兴市 探索未来世界 朱涵镒 绍兴上虞区崧厦镇中心小学 严桂凤 三等奖

139 OT180004 绍兴市 环保夜光树 毛雨萌 诸暨市行知小学 赵  娜 三等奖

140 OT180031 绍兴市 垃圾处理系统 周子淇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小学 高佳琪 三等奖

141 OT180036 绍兴市 新型灭火器 徐昕琰 绍兴上虞区小越街道中心小学 徐春霞 三等奖

142 QB180003 绍兴市 多功能房屋 蒋晨怡 绍兴市柯桥区鉴湖小学 徐燕芳 三等奖

143 SC180014 绍兴市 探索新“地球” 冯语涵 嵊州爱德外国语学校 马湘群 三等奖

144 SC180023 绍兴市 科技未来 张韦渝 绍兴上虞区夏丏尊小学 沈薇薇 三等奖

145 SF180017 绍兴市 太空实验基地 孔繁黛冰 新昌县七星小学 王亚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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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AL180001 金华市 机器王国 郑  予 金华市罗埠镇中心小学 张  倩 三等奖

147 AL180016 金华市 稻谷收割鞋 张瑜轩 浦江县实验小学 杨  洁 三等奖

148 AL180051 金华市 电脑控制植物生长 张诗涵 金华市站前小学 徐  珊 三等奖

149 AL180098 金华市 地震救灾仪 尹  珺 金华市江滨小学 康佳佩 三等奖

150 OT180001 金华市 公园运动能量灯 洪嘉敏 浦江县潘宅中心小学 曹婉敏 三等奖

151 SC180003 金华市 蔬果成分秒刷机 傅贝宁 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中心小学 朱超群 三等奖

152 SF180002 金华市 美梦制造机 胡欣瑒 金华市南苑小学 唐梦彦 三等奖

153 SF180004 金华市 采果机 董佳妮
东阳市江北小学教育集团茗田
校区

曹  方 三等奖

154 AL180057 衢州市 城市能源转换器 方  凯 龙游县团石小学 徐昳丽 三等奖

155 BH180013 衢州市 生命树 胡佳怡 衢州市衢江区第二小学 赖建霞 三等奖

156 OT180019 衢州市 飞壶环游 詹语嫣 衢江区实验小学 王  凌 三等奖

157 SC180011 衢州市 噪音转化器 占静茹 江山市城北小学 姜琪琪 三等奖

158 SF180018 衢州市 五水共治机器人 徐佳慧 江山市恒泰学校 高  峰 三等奖

159 AL180002 舟山市 植物净化器 朱浩铭 舟山南海实验学校 姜  虹 三等奖

160 AL180003 舟山市 海底城市 楼泓池 舟山市沈家门第四小学 李嘉蔚 三等奖

161 AL180010 舟山市 未来海上花园城市畅想 任姿臻 舟山南海实验小学 张  超 三等奖

162 AL180087 舟山市 嗨，舟山速度 宋佳璇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四小学 李嘉蔚 三等奖

163 BH180001 舟山市 知识转换器 徐一铭 舟山市定海区檀枫小学 夏青青 三等奖

164 BH180008 舟山市 旅行体验水晶球 毛宣懿 舟山市普陀小学 夏增慧 三等奖

165 BH180011 舟山市 智能救护员 唐畦铭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 俞静峰 三等奖

166 AL180034 台州市 古村落维护机器人 余若兮 三门县心湖小学 黄道村 三等奖

167 AL180044 台州市 森林城市 任梦涵 临海市杜桥镇大汾小学 王丽敏 三等奖

168 AL180091 台州市 雾霾1号 谢心妍 台州黄岩区滨江小学 蔡金艳 三等奖

169 OT180011 台州市 环保车 张蕴涵 台州市路桥小学 罗彬芯 三等奖

170 LB180012 丽水市 水的重“生” 应陈谕沙 缙云县水南小学 施  静 三等奖

171 LB180016 丽水市 摘果机器 彭陈诺 景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海娟 三等奖

172 LB180018 丽水市 新型环保染色剂 吴宇清 丽水市庆元县第二实验小学 吴增华 三等奖

173 OT180037 丽水市 城市降温降雨机 朱慧逸 青田县实验小学 廖肖平 三等奖

174 SC180025 丽水市 氧梦——海底游乐园 潘柯妍 景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钟晓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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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SC180026 丽水市 未来之城 章诗恬 丽水市缙云县新建小学 李佳翼 三等奖

176 SC180028 丽水市 城市能源利用飞车 华雅娟 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第一小学 周立苗 三等奖

177 SF180026 丽水市 太空驿站 李琪琪 庆元县黄田镇中心学校 吴霄雪 三等奖

178 OT180052 义乌市 树屋之城 潘雅婷 义乌市荷叶塘初级中学 宋艳艳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