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第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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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F190003 杭州市 自带循环系统的智能大楼 李姿雨 杭州市嘉绿苑中学 张  皓 一等奖

2 AL190029 杭州市 OTO动物康复器 袁  典 杭州市临安区博世凯实验小学 许海燕 一等奖

3 OT190054 杭州市 交互空间 陈雅歆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宋  澜 一等奖

4 ZT190002 杭州市 最强大脑学校 王苇杭 杭州市四季青小学 陈俞姿 一等奖

5 AL190019 杭州市 疾病治疗仪 沈韵扬 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团文苑小学 樊  泓 一等奖

6 OT190012 杭州市 速飞救护车 葛翌宁 杭州市学军小学紫金港校区 林邵楠 一等奖

7 SC190008 杭州市 垃圾及各类污染综合处理器 章添天 杭州长河中学 秦锦春 一等奖

8 OT190009 杭州市 美味疫苗 华文霞 桐庐县方埠小学 韦利平 一等奖

9 AL190045 宁波市 光能城堡 王硕煜 宁波市慈城中心小学 张  首 一等奖

10 OT190047 宁波市 AI工厂 苏钿钿 宁波市惠贞书院 小芳文蔚 一等奖

11 OT190064 温州市 智能安检保护仪 张珈绮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叶守佳 一等奖

12 OT190073 嘉兴市 营养APP 放心菜篮子 王听雪 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小学 沈晓飞 一等奖

13 OT190032 嘉兴市 无重力磁场救援机 陆思怡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设中心
小学

孙海宾 一等奖

14 OT190006 嘉兴市 河道治理机器人 徐梦懿 桐乡市屠甸镇完全小学 王  琼 一等奖

15 OT190041 绍兴市 时光深处 赵文心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俞亚萍 一等奖

16 AL190012 绍兴市 水资源净化器 竺欣恬 绍兴市新昌县实验小学 章旭超 一等奖

17 SC190013 绍兴市 榧农伯伯的梦 汪嘉瑜 嵊州市城北小学 姚卫星 一等奖

18 OT190025 绍兴市 进门洁鞋神器 唐贝蕾 新昌县青年路小学 梁福英 一等奖

19 SC190009 绍兴市 海底城 宣佳雨 诸暨市枫桥镇初级中学 黄  盼 一等奖

20 SF190012 金华市 救援好帮手 李  威 金华市婺城区苏孟乡中心小学 盛小诗 一等奖

21 SC190016 金华市 “新”欣向荣——科技浦江 张娅楠 浦江县浦阳第一小学 严锦锦 一等奖

22 OT190040 金华市 果园A梦 陈一松 浦江县郑宅镇中心小学 陈仁伍 一等奖

23 BH190008 舟山市 空气净化器 顾珈瑜 舟山第二小学 朱思遐 一等奖

24 AL190094 舟山市 人造星球 夏萌泉 舟山市定海城西小学 王晨溯 一等奖

25 AL190056 舟山市 2040 胡煦晨 舟山市定海小学 李  莉 一等奖

26 AL190104 台州市 书山有路----移动图书馆 王继卿 临海市临海小学 奚明志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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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LB190008 台州市 行走的机业时代 朱灏宇 临海市临海小学 周卫玲 一等奖

28 AL190099 台州市 多功能移动空间综合教室 屈静怡 台州市黄岩区镇东小学 吴才华 一等奖

29 SC190030 台州市 中国太空医院 郑可怡 台州市三门县实验小学 郑晓红 一等奖

30 OT190004 义乌市 未来城我的梦 徐子婷 义乌市廿三里第二小学 余小丹 一等奖

31 AL190016 杭州市 智能平安驾驶车 谢  天 杭州市行知小学 陈  曼 二等奖

32 AL190068 杭州市 神奇的植物 金睿涵 杭州市濮家小学 陈  静 二等奖

33 SC190038 杭州市 梦境体验馆 黄祎喆 杭州市青蓝小学 王雯雯 二等奖

34 SC190026 杭州市 我的中国“芯” 章渝笳 杭州市文澜中学 陈  芳 二等奖

35 SC190004 杭州市
救助海洋生命——DNA螺旋形

鲸鱼仿生海洋垃圾搜刮器
华祎宁 杭州市西溪中学 周  峰 二等奖

36 SC190040 杭州市 天空之城—空中巴士 何凯羽 杭州市萧山区金山初级中学 郁永慧 二等奖

37 OT190008 杭州市 时光机 朱昱行 杭州市星洲小学 袁  亚 二等奖

38 SC190002 杭州市 口袋汽车变变变 潘砚语 杭州市学军小学 林杨能 二等奖

39 AL190008 杭州市 龙虾气味引导GPS定位器 严梓涵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第一小学 龚  媛 二等奖

40 OT190046 杭州市 森林书屋 柴陈艺 桐庐县春江小学 钱琴霞 二等奖

41 SF190011 宁波市 智能消防 俞思悦 宁波市实验小学 俞振平 二等奖

42 AL190027 宁波市 我和我的机器人朋友 宦希文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中心小学 王晓娇 二等奖

43 OT190017 宁波市 家用智能垃圾分类器 张可欣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中心学校 刘思思 二等奖

44 GH190008 宁波市 老年生活掌中宝 洪  源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
校

邬冬波 二等奖

45 OT190014 宁波市 不失乐趣的太空生活 邵心蕾 宁波象山石浦镇延昌小学 丁  琳 二等奖

46 OT190011 宁波市 地底线管维修蜘蛛型机器人 邬杭谕 宁海县观澜小学 蔡思笛 二等奖

47 AL190003 宁波市 智能义肢 周莹莹 余姚市陆埠镇第二小学 洪微晓 二等奖

48 AL190103 温州市 有机生物肥料加工仪 程兴跃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李定好 二等奖

49 AL190085 温州市 太空城市 缪柏延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周燕燕 二等奖

50 GH190010 温州市 二胎妈妈的福音 王谊柔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小学 林  瀚 二等奖

51 AL190087 温州市 智能共享单车修理器 王可可 温州东瓯中学 叶佩婷 二等奖

52 BH190002 嘉兴市 防溺水救生手表 俞思晨 海宁市文苑小学 蔡雨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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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AL190020 嘉兴市 天宫九号实验教室 祝天瑜 海宁市长安镇盐仓学校 顾董琴 二等奖

54 OT190016 嘉兴市 治疗阿茨海默病的眼镜 宋楚言 海盐县天宁小学 马金明 二等奖

55 AL190010 嘉兴市 灾难瞬间转移 许欣蕊 海盐于城小学 褚怡恬 二等奖

56 AL190021 嘉兴市 空间枢纽站 王珂涵 嘉善县泗洲小学 方  静 二等奖

57 GH190001 嘉兴市 我思，故我在 戚可欣 嘉兴市南湖区东栅中心小学 戚元明 二等奖

58 OT190024 嘉兴市 台风天气游轮控制装置 王诗佳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中心小

学
钱娟萍 二等奖

59 SC190007 嘉兴市 智能垃圾桶 宋朱屹 嘉兴市秀洲实验小学 沈小英 二等奖

60 AL190041 湖州市 纳米医生 范明星 安吉县递铺小学 刘盛颖 二等奖

61 AL190026 湖州市 幻影网购试用机 陈王颍
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徐家庄小

学
白月超 二等奖

62 OT190015 湖州市 坠海救援机 沈钰妍 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中心小学 陈  诚 二等奖

63 OT190013 湖州市
建设祖国的南海家园——南
沙群岛

汤宝怡 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莫蓉小学 杨继忠 二等奖

64 SC190022 湖州市 秋叶扫落机 涂冰悦 湖州市吴兴区妙西学校 俞菁菁 二等奖

65 AL190033 湖州市 移动的家园 吴  晨 长兴县虹星桥镇中心小学 徐洪燕 二等奖

66 OT190026 绍兴市 绿化能源 周煜敏 绍兴市柯桥区秋瑾小学 章  颖 二等奖

67 OT190056 绍兴市 一体式农贸市场 陈佳怡 绍兴市少儿艺术学校 史  英 二等奖

68 QB190001 绍兴市
人类的最后基地——海底之
城

蒋添翼
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中心小
学

周月锋 二等奖

69 SC190010 绍兴市 智能救护员 俞苏航 嵊州市城北小学 董小立 二等奖

70 AL190059 金华市 未来无轨智能复兴号 章萧萧 东阳市白云银田小学 宋世富 二等奖

71 SC190033 金华市 万能环保车 俞鑫杰 金华市婺城区金师附小 王翌翌 二等奖

72 OT190058 金华市 空气净化器 楼逸欣 金华市西苑小学 叶  盼 二等奖

73 AL190043 金华市 大脑虚拟器 黄昱博 永康市高镇小学 王雨诗 二等奖

74 SF190008 衢州市 石榴机
王静湘

影
衢州市衢江区全旺镇中心小学 柴丽静 二等奖

75 AL190064 衢州市 桑树保护者 郑天笑 衢州市新华小学下村校区 李  林 二等奖

76 AL190077 衢州市 可升降的城市 郑  爽 衢州新星小学 詹  瑾 二等奖

77 AL190078 衢州市 人工智能AI—未来已来 姜雨彤 衢州新星小学 吴  佳 二等奖

78 AL190055 舟山市 宇宙狂欢 董亦臻 舟山南海实验小学 夏艳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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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BH190010 舟山市 东方神舟 戎晨鸣 舟山市岱山实验学校 孙  艳 二等奖

80 OT190043 舟山市 海底未来世界 钟伟轩 舟山市岱山实验学校 傅瑜波 二等奖

81 GH190004 舟山市 智能车载音乐系统
余林擎
苍

舟山市定海区檀枫小学 竺  蝶 二等奖

82 AL190013 舟山市 3D新城 邵晗煜 舟山市普陀第二中学 张乐平 二等奖

83 AL190028 舟山市 防坠落磁力保护电梯 吴欣怡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庄旭萍 二等奖

84 AL190109 台州市 除甲醛灯泡 谢安妮 台州市路桥区蓬街私立小学 於安卡 二等奖

85 AL190005 丽水市 多功能健身自行车 吴心怡 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周  锦 二等奖

86 OT190065 丽水市 树城 蓝可歆 龙泉市绿谷教育集团水南校区 杨金菊 二等奖

87 AL190116 丽水市 超速快递 周珂屹 龙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王小菲 二等奖

88 AL190117 丽水市 药品食品安全检测转化器 卓祈安 龙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邱俊燕 二等奖

89 AL190076 丽水市 海底有氧多功能生物机 毛韵伊 松阳县实验小学集团学校 何  瑛 二等奖

90 AL190071 杭州市 AR课堂 陈  与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许丽芳 三等奖

91 GH190003 杭州市 智能共享厨房 沈佳鋆 杭州市翠苑中学（翠苑校区） 吴淑窈 三等奖

92 OT190044 杭州市 未来图书馆 张可鑫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三小学 吴  恬 三等奖

93 SC190017 宁波市 风神救援队
胡羽恩
绮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熊雪青 三等奖

94 OT190033 宁波市 神奇教室 单博弈 慈溪市贤江小学 苗迪君 三等奖

95 SC190021 宁波市 垃圾分类处理器 闻一言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 谢  静 三等奖

96 OT190061 宁波市 眼睛再生树 朱  勤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张  可 三等奖

97 SF190005 宁波市 人头再造仪 龚琪诺 宁波市镇海区湾塘小学 周依娜 三等奖

98 GH190007 宁波市 全能育婴智多星 胡馨元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

校
邬冬波 三等奖

99 GH190009 宁波市 神奇校车 胡佳一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

校
邬冬波 三等奖

100 AL190079 宁波市 太空猪养殖转化基地 吴妙颖 宁波艺术实验学校 章依君 三等奖

101 OT190010 宁波市 嗨!时间 贾帆祺 象山县石浦镇延昌小学 梁颖颖 三等奖

102 OT190062 温州市 透视体检眼镜 胡一乐 乐清市石帆第一小学 周爱珍 三等奖

103 LB190011 温州市
时空陀螺—未来的时空交通

工具

诸葛雅

琦
乐清市知临寄宿学校 郑伊涵 三等奖

104 AL190093 温州市 科幻画雾霾转换机 黄舒可 瑞安市飞云中心小学 郑晓珍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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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AL190090 温州市 海洋净化好助手 冯清晴 温州教师教育院附属学校 蒋驰伊 三等奖

106 AL190101 温州市 仿生机械螳螂 周钲皓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苏  静 三等奖

107 AL190092 温州市 食堂宝贝 王芊予 温州市龙湾区第一小学 邵晓红 三等奖

108 LB190007 温州市 防拐电子围栏报警鞋 郑棋窈 温州市龙湾区第一小学 邵晓红 三等奖

109 AL190086 温州市 高技术造楼机 孙艺恬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陈  捷 三等奖

110 AL190110 温州市 共享单车自动维修站 叶展衡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范亨特 三等奖

111 BH190011 温州市 AI全科型智能家教机器人 林嘉润 温州市鹿城区建设小学 王恵婕 三等奖

112 AL190113 温州市 智能书法教育机器人 黄钧炜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段建凯 三等奖

113 AL190091 温州市 真空挖掘机 陈茜羽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林中柱 三等奖

114 LB190009 温州市 濒临动物再生仪 郑涵锘 温州市外国语学校 陈静静 三等奖

115 SC190041 嘉兴市 儿童智能疫苗研究所
欧阳艺
多

北大附属嘉兴实验学校 傅郑璐 三等奖

116 OT190071 嘉兴市 文物修补还原机 刘欣月
嘉兴市东北师范大学南湖实验
学校

张佳欣 三等奖

117 AL190018 嘉兴市 美食"e"送 姜逸成 嘉兴市海盐县向阳小学 姜志华 三等奖

118 AL190002 嘉兴市 旅游观光机 胡佳霓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中心小

学
陶  冶 三等奖

119 OT190007 嘉兴市 夜晚森林修剪车 辛  泽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中心小
学

钱娟萍 三等奖

120 OT190034 嘉兴市 电动车违规测定记录器 郑一诺 平湖师范附属小学 马国强 三等奖

121 OT190020 嘉兴市 多功能气体转化生成器 李一诺 桐乡市濮院茅盾实验小学 严凤河 三等奖

122 SC190019 湖州市 119空中消防中心 邱语曼 德清县乾元镇第一幼儿园 梅晓霞 三等奖

123 OT190036 湖州市 我的梦境机器 张学晨 德清县秋山中心学校 周  洁 三等奖

124 AL190081 湖州市
消防安全之火灾逃生“泡沫

舱”
韩怡然 湖州市仁皇山小学 叶米娅 三等奖

125 AL190067 湖州市 太空之城 邓三山 湖州市吴兴区第一小学 沈旦音 三等奖

126 AL190060 湖州市 能量转换车 闵钰昕 湖州市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金云云 三等奖

127 AL190006 绍兴市
陈浩天的梦幻之旅之--在千
米之上

陈浩天 绍兴市柯桥区齐贤中学 储槠愔 三等奖

128 AL190009 绍兴市 太空飞行模拟器 陈娜拉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第二
小学

丁鱼燕 三等奖

129 OT190039 绍兴市 未来之城 寿涵宇 绍兴市元培中学 吴赛男 三等奖

130 SC190006 绍兴市 太空新家园 王子歌 绍兴县中国轻纺小学 金孝燕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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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AL190015 绍兴市 幸福传播器 魏子涵 嵊州市甘霖镇蛟镇小学 徐敬一 三等奖

132 OT190049 绍兴市 3D时尚炫彩打印 李佳悦 诸暨市安华镇初级中学 黄蔡玲 三等奖

133 AL190063 绍兴市 未来胶囊 张雨婷 诸暨市直埠镇第二完全小学 姚建江 三等奖

134 AL190052 金华市 动物植草机 何晨婉
东阳市横店小学教育集团南上
湖校区

周  琴 三等奖

135 AL190037 金华市 太空能量站 金玉珂
东阳市江北小学教育集团茗田
校区

曹  方 三等奖

136 AL190036 金华市 未来城市 卢  屹 金华市宾虹小学 万俐伶 三等奖

137 GB190004 金华市 探秘之旅 贾亦焕 金华市东苑小学 厉美光 三等奖

138 AL190034 金华市 诺亚方舟 洪  赫 金华市江滨小学 方玉妙 三等奖

139 OT190053 金华市 失联呼救器 黄露瑶 金华市南苑小学 楼  晓 三等奖

140 OT190029 金华市 眼疾治疗仪 吴子悦 兰溪市香溪镇香溪中心小学 郭紫千 三等奖

141 OT190042 金华市 播树器 陈颖珂 浦江县浦阳镇第二小学 黄蓉蓉 三等奖

142 SC190018 金华市 绿色能源加油站 张楚楚 浦江县郑家坞镇中心小学 徐  艳 三等奖

143 AL190118 衢州市 水源净化器 刘卓易 江山文溪实验学校 徐  璐 三等奖

144 GH190012 衢州市 飞行教室 童  可 衢州市柯城区鹿鸣小学 翁志龙 三等奖

145 AL190023 衢州市 高速救星 赵米乐 衢州市柯城区新世纪学校 张晓花 三等奖

146 AL190051 衢州市 杭州2022太空亚运会 王抑扬 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小学 王  俊 三等奖

147 OT190057 衢州市 瓷瓶制造机 徐子帥 衢州新星小学 张  轶 三等奖

148 AL190022 舟山市 冷热饮自动机 韦立如 岱山县东沙镇蓬山小学 颜  颖 三等奖

149 GH190005 舟山市 超市来了新帮手 李珂欣 舟山第四小学 蒋  瑾 三等奖

150 AL190035 舟山市 废气噪音变换器 王浚羽 舟山南海实验小学 吴雨璐 三等奖

151 GH190002 舟山市
交通事故自动监控及防护系

统
张以沫 舟山市定海区第七中学 吴媛媛 三等奖

152 AL190062 舟山市 智能垃圾分类机 邢家玮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贺艳芳 三等奖

153 BH190003 舟山市 魔幻公交 唐畦铭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 周  芬 三等奖

154 AL190066 舟山市 多功能睡眠机 董倚晗 舟山市嵊泗县菜园镇第三小学 张  娜 三等奖

155 AL190111 台州市 空中家园 罗邦郗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郑  梁 三等奖

156 SC190035 台州市 城市意念烘干器 杨子娴 三门县健跳镇中心小学 陈兰英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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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AL190095 台州市 未来海底城之汽车能量站 潘  妍 台州市路桥小学 罗彬芯 三等奖

158 SC190034 台州市 教室多功能生态一体机 徐奥萍 台州市文华小学 胡笑媚 三等奖

159 SC190032 台州市 葵花油提炼站 吴  彤 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实验小学 任巧玲 三等奖

160 OT190063 台州市 医学AI 陈飞宇 台州市玉环县陈屿中心小学 高文婷 三等奖

161 OT190066 台州市 生态化垃圾处理系统 洪  图 天台小学 范允助 三等奖

162 SC190031 台州市 害虫跑不了 李语珂 温岭市箬横镇第四小学 莫金宇 三等奖

163 AL190098 台州市 绿色智能水源净化器 郭盈希 温岭市实验小学 蔡  乐 三等奖

164 OT190068 台州市 多功能餐桌椅 邢  容 玉环市环山小学 郑逸琼 三等奖

165 AL190014 丽水市 变废为宝 饶子琦 缙云县宫前小学 孙泽雨 三等奖

166 OT190021 丽水市 智能头盔 胡宵伊 缙云县实验中学盘溪校区 王耀寅 三等奖

167 OT190035 丽水市 星际奇妙探索 徐心蕾 丽水市莲都外国语学校 叶倩伶 三等奖

168 ZT190005 丽水市 看见 林雨馨 丽水市遂昌县示范幼儿园 巫根英 三等奖

169 AL190114 丽水市 垃圾分类鱼 周  钰 龙泉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王小菲 三等奖

170 OT190037 丽水市 太空奥运会 金妍妍 青田县实验小学 廖尚平 三等奖

171 AL190119 丽水市 Fight a fire 李晓晓 庆元县城东小学 吴宏楚 三等奖

172 ZT190001 丽水市 未来多功能手机 吴佳蓉 庆元县实验小学 叶茂荣 三等奖

173 SF190014 丽水市 遨游太空 雷珈瑶 遂昌县云峰中心学校 徐诗怡 三等奖

174 AL190112 丽水市 火星能源站 黄禺浩 云和县实验小学 严飞玲 三等奖

175 LB190004 义乌市 龙卷风能源转换器 何紫薇 义乌市宾王小学教育集团 金  蓓 三等奖

176 AL190032 义乌市 彩色羊毛线生产机 陈则行 义乌市福田小学 沈  莉 三等奖

177 SC190012 义乌市 秘蜜武器—智能采蜜机 毛姿睿 义乌市后宅小学 蒋铁瑛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