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地市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1 OT200048 “智慧·智能”医院 杭州 倪语萱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宋澜

2 SC200023 《海底能量转换器》 杭州 李可冉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韦婧

3 AL200031 机器人世界的“大数据” 杭州 汪洋 杭州市德胜小学 林天

4 QB200004 近视·老花眼镜转化仪 杭州 张雨杨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宁珠红

5 AL200095 猫的太空医务仓 杭州 杨温暖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翡翠城学校 陈兴苗

6 AL200116 图书分类管理器 杭州 吴静怡 杭州市文溪中学 夏昉

7 OT200036 未来之城 杭州 毛子墨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 倪晓萍

8 SC200047 制药工厂 杭州 李芷彧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徐卷舒

9 AL200088 智能OFO再生系统 杭州 高婧雯 杭州市学军小学之江校区 寿菁菁

10 OT200023 智能宠物收容中心 杭州 吴一宁 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受降小学 李杭霏

11 AL200108
智能机械手——感统训练的
好帮手！ 杭州 袁典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 倪玲燕

12 AL200124 动植物小专家的奇幻冒险 湖州 王正含 长兴县第四小学 唐梦云

13 SC200041 高空营救“消防战士” 湖州 张欢欢 湖州市南浔区横街小学 孙吉力

14 SC200045 古瓷检测还原器 湖州 张杨 德清县雷甸镇中心小学 沈红英

15 AL200122 海上小卫士 湖州 刘博文 长兴县画溪街道包桥中心小学 陈慧

16 OT200053 杀虫蔬果提炼仪 湖州 何亦翾 湖州市南浔区重兆小学 刘秀

17 BH200012 沙漠植物机 湖州 宋丽君 湖州市南浔区马腰小学 仰小丽

18 AL200112 未来房行海陆空 湖州 汤梦菲 长兴县泗安镇二界岭中心幼儿园 段玲

19 ZT200007 植物电力公司 湖州 蒋逸轩 湖州市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危佳隽

20 SC200046 植物加油站 湖州 高浩轩 湖州市南浔区善琏学校 俞加弦

21 OT200025 智能分类再造机 湖州 施鑫妍 长兴县林城镇中心小学 董晓薇

22 BH200003 蚊子改造器•制氧 嘉兴 王永成 海宁市文苑小学 朱小林

23 OT200019 拯救动物对抗白色污染 嘉兴 王欣妍 嘉兴市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 俞英岚

24 OT200063 智能理发屋 嘉兴 何征真 嘉善县干窑小学 刘晓洁

25 AL200039 《森林动物救助器》 金华 吴轩毅 东阳市吴宁第一小学 黎俊

26 SC200033 2073年的金华城 金华 陈思羽 金华市南苑中学 吴玉璇

27 GB200002 超级大脑 金华 臧梓雯 武义县壶山小学 胡广蕊

28 AL200004 记忆捕捉仪 金华 叶可斓 兰溪市女埠中心小学 陈园杰

29 SC200028 节能环保，绿色美好 金华 黄佳何 金华市丹溪小学 杜玉倩

30 AL200114 流浪地球立体调控系统 金华 孙莎莎 东阳市白云银田小学 宋世富

31 AL200089 能量转换 金华 赵家荣 武义县东皋小学 傅巧俏

32 SC200018 《火灾抢险器》 丽水 邹鑫浩 松阳县樟溪乡中心小学 周祎

33 AL200120 节能环保洗车房 丽水 郑悦 丽水市文元学校小学部 周昕悦
34 ZT200009 美味疫苗 丽水 刘子仪 庆元县五都小学 王丹丹

35 AL200060 现代养老院 丽水 叶苏蕾 丽水市莲都外国语学校 丁樾鸣

36 OT200034 新能源 丽水 蓝舒杨 龙泉市东升教育集团 章皓蕾

37 AL200029 资源循环器 丽水 朱宣蒽 丽水市莲都区机关幼儿园（三胞园） 朱羚源

38 SC200021 海洋精灵 宁波 程雨轩 慈溪市白沙学校 姚尔峰

39 OT200008 南极保护站 宁波 高翔 宁波市象山金星学校 蒋辰和

40 GH200001 生态菜场 宁波 周凯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邬冬波

41 OT200062 压缩再利用垃圾分类箱 宁波 钱品帆 宁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陈葵阳

42 SC200037 造梦减压仪 宁波 秦奋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劳丽莎
43 SC200024 Welcome即食餐厅 衢州 李思琪 龙游县兰塘小学 郑绚

44 AL200081 地下污水处理发电站 衢州 薛苗 江山文溪实验学校 徐璐

45 AL200001 救灾机器人 衢州 方上铖 江山市清湖小学 牟九意

46 OT200056 空中的校园 衢州 严萌 衢州市衢江区大洲镇中心小学 蓝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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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OT200027 爷爷奶奶的“幸福园” 衢州 徐欣卉 衢州市新华小学 蒋晓蓉

48 AL200070 陨石采集飞船 衢州 向可昇 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小学 朱菀

49 SC200008 《太空之城》 绍兴 茅翌晨 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 沈黎松

50 GH200005 稻园谷香 绍兴 裘伊榕 嵊州市城南小学 屠树春

51 SC200039 南极拯救机 绍兴 黄闵 绍兴市上虞区滨江小学 刘叶娟

52 OT200041 能捉蚊蝇的机器蛛 绍兴 潘丫丫 新昌县青年路小学 梁福英

53 AL200068 融智星 绍兴 魏冕 新昌县南瑞实验学校 张逸文

54 SC200034 星际列车——月球高铁 绍兴 蒋添翼 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中心小学 蒋竹琴

55 QB200003 医疗空间 绍兴 刘梦赢 绍兴市树人中学 陈婕

56 GH200004 植物充电宝 绍兴 钱恩熙 嵊州市长乐镇中心小学 周锋

57 ZT200011 质能转换器 绍兴 柴景圃 诸暨市安华镇初级中学 黄蔡玲

58 OT200021 智能社区 绍兴 高健铭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小学 周晓晓

59 SF200007 中国芯——太空维修站 绍兴 邓淼予 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 王丹青

60 AL200051 《可收缩便携汽车》 台州 邢轩铭 三门县实验小学 邵雪彬

61 AL200053 《流浪动物智能收容所》 台州 陆蓁 三门县实验小学 郑晓红

62 OT200003 3D实境图书馆 台州 项郡乐 仙居县横溪镇实验小学 任巧玲

63 AL200076 意念成形造物机 台州 汤子墨 台州市天台小学 范允助

64 AL200066 《海洋之城》 温州 吴姝畅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王莉

65 AL200063 《垃圾能源转化车》 温州 林梦希 文成县振中学校 夏燕燕

66 OT200018 3D打印城市 温州 吴沄希 瑞安市广场实验小学 林葆菁

67 BH200001 3D立体电影播放式读报眼镜 温州 戴源然 温州市龙湾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金小玲

68 AL200019 电网战士 温州 汤羽茜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小学 黄加美

69 AL200113 防堵车神器 温州 胡铱宸 温州市瓯海区南仙实验小学 马玲莹

70 AL200005 老年福星——掌中宝 温州 胡含章 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倪建群

71 LB200002 蜜蜂声波治疗器 温州 张硕格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包新新

72 AL200109 糯米自动制造机 温州 李依恬 温州市水心小学 戴慧

73 AL200006 情绪调节器 温州 薛鼎烨 瑞安市新纪元小学 岳娟娟

74 AL200033 人工智能手术仪 温州 陈芊冰 温州市龙湾区实验中学 蒋仕銮

75 AL200013 未来树木栽培器 温州 卢嘉颖 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 林珍珍

76 AL200050 远控无人筑楼系统 温州 张俊熙 温州市瓦市小学 叶筝

77 OT200035 智能家居机器人 温州 吕怡然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王平芳

78 BH200002 智能消防机器人 温州 王子沐 平阳县萧江镇第三小学 白洪岳

79 AL200077 城市能量不用愁 义乌 傅智诚 义乌市福田小学 沈莉

80 SC200031 智能垃圾处理局 义乌 王梦瑶 义乌市稠江一小 赵文秀

81 BH200004 《神奇的伞》 舟山 沈夏缘 岱山县岱山实验学校 夏玉艳

82 AL200071 《兽语翻译器》 舟山 王誉润 嵊泗县菜园镇第三小学 王兰

83 OT200006 《新世纪之城》 舟山 林雨馨 舟山市南海实验初中 李书婷

84 AL200036 《最强大脑》 舟山 王艺辰 舟山市定海区海山小学 周筱筱

85 AL200030 壁画修复机 舟山 徐浩轩 舟山市普陀区城北小学 殷白露

86 BH200010 假如我有一双神奇的脚 舟山 夏彬睿 舟山市定海区定海小学 李莉

87 SC200011 青花瓷修复系统 舟山 吴诗瑜 舟山市普陀区城北小学 殷白露

88 ZT200008 未来城市智能垃圾桶 舟山 郑晨诺 舟山市普陀区普陀小学 刘芝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