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获奖公示名单

项目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AL210009 杭州市 科技游乐场 沈子为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孙佳丽 一等奖

OT210060 杭州市 绿色环保·智能科技城市 詹煜琪 杭州市富阳区实验小学 骆原 一等奖

BH210003 杭州市 火山能源亚运村 许楼钧 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学校 施燕燕 一等奖

OT210071 杭州市 山核桃采摘加工一体机 范奕欣 桐庐县学府小学 陈运钬 一等奖

OT210080 宁波市 小跳蛙垃圾处理器 王晨曦 宁波市奉化区居敬小学 吴余波 一等奖

BH210009 宁波市 文物修复器 徐好 象山县石浦镇新港小学 李盼盼 一等奖

OT210043 温州市 共享单车智能再生系统 金哲翰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金春晓 一等奖

SC210040 温州市 构造世界 宋瑞希 温州市瓯海区仙岩第一中学 周增土 一等奖

OT210002 温州市 网课监督仪 吴昊煊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黄婉姿 一等奖

AL210014 温州市 共存 韦巧睿 永嘉县瓯北第四小学 金雷扬 一等奖

ZT210002 嘉兴市 新型病毒疫苗研究所 褚欣悦 海宁市周王庙镇钱塘江学校 苏琳 一等奖

BH210012 湖州市 野生动物传染病抗体提取转化仪 徐艺函 德清县实验学校 陆玲玲 一等奖

BH210011 绍兴市 空中医疗站 祝浩南 绍兴市上虞区华维文澜小学 沈滟 一等奖

OT210040 绍兴市 星际生活馆 葛岩 绍兴市少儿艺术学校 黄芳 一等奖

SC210026 绍兴市 新冠消毒机 丁泉亿 绍兴市新昌县南岩小学 俞红妃 一等奖

ZT210006 绍兴市 抗疫小卫士 蒋文轩 诸暨市浣东街道城新小学 郭滢 一等奖

AL210028 金华市 E时代下的疾病诊断救治一体机 陈灿 金华市罗埠镇中心小学 康佳佩 一等奖

OT210076 衢州市 苹果魔法水 张沛妍 衢州江山文溪实验学校 何秀芳 一等奖

OT210092 舟山市 6G时代 谢雨静 舟山第二小学 朱思遐 一等奖



项目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OT210087 舟山市 河道治理机器人 王誉澄 舟山绿城育华（国际）学校 汪子韵 一等奖

BH210010 舟山市 抗疫机器人 黄珂毅 舟山市岱山实验学校 夏玉艳 一等奖

BH210008 舟山市 舟山未来公交车 董雨阳 舟山市定海区双桥中心小学 夏青青 一等奖

OT210065 舟山市 医学代码 缪秉蓉 舟山市普陀第二中学 王玲跃 一等奖

BH210017 舟山市 机器人亚健康筛查仪 王思元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初级中学 虞琦 一等奖

BH210016 舟山市 空陆两用新能源车 唐畦铭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 周芬 一等奖

BH210015 舟山市 超级打印机 陈方圆 舟山市普陀小学 夏增慧 一等奖

OT210085 舟山市 未来的多功能汽车 朱思睿 舟山市舟山第二小学 於莹 一等奖

BH210005 台州市 智能传染科 林听 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中心小学 王英姿 一等奖

ZT210003 台州市 蚂蚁森林能量收集转换仪 谢恩伊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小学杨司校区 马梦洁 一等奖

AL210020 台州市 天行快递 林暄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丁也恬 一等奖

BH210006 丽水市 绿色智能医护 朱一诺 丽水市莲都区囿山小学 郑茴茴 一等奖

SC210050 杭州市 海底亚运会 杨歆妍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 李睿 二等奖

BH210019 杭州市 亚运食堂 祁心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施流萤 二等奖

OT210042 杭州市 现实与虚拟 盛益泽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三小学 羊梦亚 二等奖

AL210008 杭州市 亚运专用任意门AI列车 曹一晰 杭州市和家园小学 方丽君 二等奖

BH210002 杭州市 光盘行动之粮食还生机 周一 杭州市和家园小学 蔡佳丽 二等奖

AL210053 杭州市 瞬移照相机 李涵 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板桥小学 朱映莲 二等奖

SC210010 杭州市 助力亚运，病毒检测康复舱 王景珵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 阮立 二等奖

OT210084 宁波市 新型移动垃圾处理机 郭睿迪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钱琪 二等奖

OT210090 宁波市 昆虫救援队 冯宁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学校 王嘉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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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210063 宁波市 再制造发电 韩以诺 象山县石浦镇番头小学 葛晶晶 二等奖

OT210061 宁波市 胶囊战士 于金弘 象山县涂茨镇中心小学 郑斐斐 二等奖

OT210089 温州市 火星x-r1计划 马颢鸣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连旭东 二等奖

AL210024 温州市 新型方舱医院 冯涵萱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小学 高洁 二等奖

AL210038 温州市 新型机械农场 汤奕尔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小学 朱明洁 二等奖

AL210012 温州市 美好的未来生活 黄好 乐清市实验小学 蔡舒野 二等奖

AL210016 温州市 装有全息影像警示三角锥的汽车 王依朵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厉纪成 二等奖

AL210002 温州市 万能治疗仪 虞煜恒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施怡君 二等奖

AL210083 温州市 多功能反恐冲锋车 张子灏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河第一小学 陈赛丹 二等奖

AL210052 温州市 珠峰登顶训练仪 林奕如 温州市龙湾区实验中学 陈梦 二等奖

AL210055 温州市 孤寡老人陪伴仪 柯芷琰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张佳玉 二等奖

SC210003 温州市 噪音收集器 叶茜瑜 温州市鹿城区瓯江小学 林琦 二等奖

LB210002 温州市 2020款意识穿梭机 包若彤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吴碧茹 二等奖

SC210007 温州市 儿童搜索雷达 赵若妍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陈一禾 二等奖

BH210004 嘉兴市 病毒微型消灭仪 王永成 海宁市文苑小学 蔡雨佳 二等奖

OT210023 嘉兴市 美丽庭院种花无忧 黄一晨 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小学 沈晓飞 二等奖

OT210010 嘉兴市 硬核防疫仓 应梓萱 嘉兴市海盐县向阳小学 姜志华 二等奖

OT210066 嘉兴市 万能诊室 潘莉 桐乡市茅盾实验小学 陈雪梅 二等奖

OT210038 嘉兴市 宇宙能量花园 彭奕可 桐乡市现代实验学校 叶庆敏 二等奖

SC210048 湖州市 未来竹世界 赵子豪 安吉县第二小学 张健 二等奖

BH210021 湖州市 页岩气开发器 杨印嫣 湖州南浔马腰小学 仰小丽 二等奖



项目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AL210084 湖州市 “万物智联”垃圾自动回收系统 高浩天 湖州市仁皇山小学 叶米娅 二等奖

AL210087 湖州市 多功能垃圾自动处理器 杨爽 湖州市石淙镇石淙学校 胡海平 二等奖

AL210103 湖州市 智能车间 王锘彬 湖州市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冯伟红 二等奖

AL210075 湖州市 生物医学分析治疗仪 郭语希 长兴县小浦镇中心幼儿园 许璐蓓 二等奖

AL210063 绍兴市 自助理发美容机 林一诺 绍兴市柯桥区国杰实验学校 尉伟芳 二等奖

BH210007 绍兴市 城市移动车 罗博铭 嵊州市逸夫小学 黄欢欢 二等奖

OT210041 绍兴市 换瓦机器人 潘丫丫 新昌县城东实验学校 王梅龙 二等奖

BH210013 绍兴市 美味疫苗防新冠 李羽晗 新昌县南明小学 王榕榕 二等奖

AL210035 金华市 智能集装式医用方舱——南山方舱 刘佳熳 东阳市白云银田小学 宋世富 二等奖

BH210001 金华市 美食制作机 金琰茜 东阳市吴宁第一小学 黎俊 二等奖

OT210004 金华市 汽车“医生” 翁振豪 兰溪市汪高中心小学 洪悦 二等奖

OT210052 金华市 防疫生态健康系统 吴沛芷 浦江县浦阳镇第二小学 黄蓉蓉 二等奖

AL210034 金华市 濒危动物克隆器 钟晋莹 武义县泽村小学 华玉庭 二等奖

SC210047 衢州市 呼救GPS定位器 雷雨薇 龙游县詹家小学 童婷燕 二等奖

OT210077 衢州市 新型机器人保姆 徐安然 衢州江山文溪实验学校 徐璐 二等奖

SC210023 衢州市 沉睡的机器人 黄靖茜 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中心小学外黄校区 潘斌滨 二等奖

OT210074 舟山市 华夏太空堡垒 俞淳元 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 刘海燕 二等奖

BH210020 舟山市 河道高手·绿宝 刘嘉佑 舟山绿城育华（国际）学校 叶洹延 二等奖

OT210045 舟山市 时光机 吴冠毅 舟山市岱山实验学校 王莉莉 二等奖

BH210018 舟山市 眼睛-——你的未来 姚宜汝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初级中学 虞琦 二等奖

AL210032 台州市 背带式飞型器 李静怡 三门县海游街道初级中学 陈盼盼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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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10045 台州市 一点就到——物质“像素”传送仪 李涵俊 三门县心湖小学 黄道村 二等奖

SC210013 台州市 无忧健康室 徐依婷 台州市文华小学 胡笑媚 二等奖

AL210029 台州市 文物修复机 吴青扬 天台县洪畴镇中心小学 裘若娴 二等奖

ZT210005 台州市 肠胃癌细胞检测球 吴雨暄 天台县实验小学福溪校区 于璐瑶 二等奖

OT210072 丽水市 全自动农业生产与空气净化一体机 王佳琦 丽水市莲都区莲都外国语学校 赵瑶 二等奖

OT210017 丽水市 魅力丽水 张思忱 丽水市莲都区莲都小学 任芝逊 二等奖

AL210013 丽水市 智能病毒消灭与防御系统 余丫丽 龙泉市查田镇中心学校 陈丹霞 二等奖

OT210032 丽水市 空中医院 刘梓涵 云和县江滨实验小学 蓝素芬 二等奖

AL210030 杭州市 地震救援飞行器 王西子 杭州行知小学 杨育云 三等奖

AL210017 杭州市 垃圾再利用，助力绿亚运 洪颖童 杭州十三中教育集团（总部） 刘凯骊 三等奖

QB210001 杭州市 未来净水器 王曦童 杭州市大学路小学 吴联益 三等奖

SC210001 杭州市 天空之城 张悦然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孙佳丽 三等奖

GH210006 杭州市 “匠心”号老手艺传承机 刘烨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梅小霞 三等奖

OT210047 杭州市 VR.科技亚运 周钰 杭州市风帆中学 王秀敏 三等奖

OT210013 杭州市 新冠克星 张清如 杭州市富阳区实验小学 张隐 三等奖

SC210017 杭州市 智慧亚运村 郑陈一 杭州市嘉绿苑小学 郑雅敏 三等奖

AL210099 杭州市 杭城亚运保护伞——5G中国芯智能医疗系统 周潘唯一 杭州市临安区博世凯实验小学 许海燕 三等奖

AL210098 杭州市 新型垃圾桶路灯 陈奕涵 杭州市临安区晨曦小学西校区 周永琼 三等奖

SC210011 杭州市 未来亚运城的天际 丁羽霏 杭州市胜蓝实验小学 童灵莉 三等奖

AL210101 杭州市 科技让兵马俑活起来 段昊铖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 侯晓雪 三等奖

OT210015 杭州市 杭州亚运空铁 蓝澜之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第一小学 龚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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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10073 杭州市 森林消防卫士 梁米宣 桐庐县实验小学 濮莹君 三等奖

AL210090 宁波市 病毒扫描手机 丁橙 奉化龙津实验学校 竺慧丽 三等奖

SF210013 宁波市 改造星球 贺薏茹 宁波江北第二实验小学 贺丹丹 三等奖

SC210024 宁波市 未来科技书屋 林笑妤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博平小学 杨薇娜 三等奖

AL210081 宁波市 南北极调温仪 贺语欣 宁波市北仑区岷山学校 张佳薇 三等奖

GH210008 宁波市 时空大挪移 付采伊 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中心小学 杨州美 三等奖

OT210064 宁波市 吸尘制氧的空气净化自行车 陈梓歆 宁波市鄞州区东湖小学 李程 三等奖

OT210037 宁波市 智能古建筑保护系统 谢晨宸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中心小学 王晓娇 三等奖

OT210088 宁波市 非正常“蚊子”研究中心 江尚骏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费侠 三等奖

OT210091 宁波市 火灾逃生伞 许芳瑜 宁波镇海区实验小学 金菁 三等奖

SC210049 宁波市 思创穿越观摩机 石熠锴 余姚市新城市小学 韩亚娟 三等奖

OT210030 温州市 857机器人 唐必琪 苍南县桥墩小学 杨伟伟 三等奖

OT210008 温州市 外星球探索者 叶梦涵 平阳县建兰学校 谢子奕 三等奖

AL210003 温州市 节能环保落叶制衣 余灵芸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张晓东 三等奖

AL210001 温州市 铅笔屑再造机 徐若可 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 董静静 三等奖

AL210041 温州市 多功能口罩 唐铭晨 瑞安市实验小学 尹小琴 三等奖

AL210010 温州市 新型智能山地车 王子成 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城第二小学 李佳玲 三等奖

AL210082 温州市 收缩式气泡餐厅 王滢心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何瑛媚 三等奖

AL210054 嘉兴市 未来不停站提速高铁 顾嘉恬 海盐县武原中学 何香怡 三等奖

SC210034 嘉兴市 蛋壳医疗站 郑瑞欣 嘉兴一中实验经开学校 徐思忆 三等奖

AL210077 嘉兴市 新冠病毒治疗智能机 戴微微 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 陆晓鸣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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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210075 嘉兴市 多功能橘子车 张沛希 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 厉坚芳 三等奖

SC210046 嘉兴市 新型弹跳便捷车 陆雨曈 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 厉坚芳 三等奖

AL210042 嘉兴市 智能海洋世界 周钰涵 桐乡市濮院小学教育集团翔云小学 张欣怡 三等奖

AL210079 湖州市 辨别罪犯感应器 金亦姚 德清县第二中学 马云飞 三等奖

AL210066 湖州市 中药疫苗基地 凌嘉怡 德清县莫干山外国语学校 陈蕾 三等奖

AL210076 湖州市 自然灾害能量收集转换系统 吕一诺 德清县三合中心学校 陆蕾 三等奖

AL210071 湖州市 人造子宫 高睿希 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徐家庄小学 白月超 三等奖

OT210028 湖州市 未来校园农场 陈茜 湖州市和孚镇重兆小学 钱彩敏 三等奖

AL210069 湖州市 神奇多功能海洋探测仪 左洪磊 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镇西小学 陆燕青 三等奖

SC210020 湖州市 “沙漠绿洲号”飞艇 归思琦 湖州市南浔镇横街小学 孙吉力 三等奖

AL210100 湖州市 天然有机转换器 傅谦璐 湖州市新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王莉 三等奖

OT210056 湖州市 食物检测仪 祝欣乐 长兴县煤山镇中心幼儿园 佘燕莉 三等奖

AL210086 湖州市 垃圾分类器 孙睿妍 长兴县泗安镇中心幼儿园 丁丽 三等奖

SF210006 绍兴市 未来智慧农场 刘雨婷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街道东昌小学 黄淼 三等奖

OT210069 绍兴市 智能植发空间 高健铭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小学 周晓晓 三等奖

AL210097 绍兴市 环境修复器 汤雨瑄 绍兴市越城区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和畅堂校区 孙洁慧 三等奖

SC210039 绍兴市 隐形滑板车 余歆璐 嵊州市爱德初级中学 马湘群 三等奖

SC210044 绍兴市 龙卷风 裘奕楠 嵊州市城北小学 王学军 三等奖

OT210051 绍兴市 古佛修复仪 唐贝蕾 新昌县青年路小学 梁福英 三等奖

SC210012 金华市 群魔乱舞 吕轩彤 东阳市吴宁第五小学 俞莉俊 三等奖

AL210015 金华市 未来的移动医院 范明朗 金华师范附属小学 洪建军 三等奖



项目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SC210006 金华市 城市病毒净化器 曾卓晗 金华市北苑小学 康健 三等奖

OT210058 金华市 未来实体全息影像仪 王周朗 金华市宾虹小学 徐依端 三等奖

AL210051 金华市 健康小卫士 金羽阳 金华市东苑小学 黄丽娜 三等奖

OT210049 金华市 病毒？哪里逃！ 叶雨轩 金华市东苑小学 赖晗珍 三等奖

OT210034 金华市 新冠病毒转化消除器 吴卓 金华市苏孟中学 叶盼 三等奖

OT210009 金华市 科技战“疫” 张沛琪 金华市西苑小学 赵巍 三等奖

SF210014 金华市 天空之城未来世界 朱贝尔 金华市永康实验学校 胡芳琳 三等奖

ZT210001 金华市 DNA远程定位寻亲仪 陈子毅 兰溪市聚仁学校 黄佳妮 三等奖

ZT210004 金华市 皮影空间模拟机 唐泽辰 兰溪市聚仁学校 黄佳妮 三等奖

SF210001 金华市 万能医疗舱 叶虹吟 兰溪市香溪镇香溪中心小学 郭紫千 三等奖

AL210011 金华市 昆虫勘探煤炭特工队 徐瞳 兰溪市延安路小学 马妮苹 三等奖

OT210014 金华市 光波查杀各类病毒仪 吴龙轩 浦江县郑家坞镇中心小学 刘逸 三等奖

SC210004 衢州市 聪明绝顶的创造型大脑 毛瀚槿 江山市贺村第一小学 姜丽霞 三等奖

SC210016 衢州市 人生加工厂 姚芊怿 开化县天地外国语学校 蒋家乐 三等奖

AL210058 衢州市 科技发展屋 郑可琦 衢州市柯城区新世纪学校 林思岐 三等奖

SF210011 衢州市 病毒治疗器 夏威夷 衢州市柯城区新世纪学校 王吉 三等奖

GH210001 衢州市 抗疫神器—3D打印医院机 林皙诺 衢州市实验学校悦溪校区 宋林萍 三等奖

SC210009 衢州市 万能修复王 郑牧益 衢州市实验学校悦溪校区 宋林萍 三等奖

OT210055 衢州市 病毒检测仪 包易可 衢州市新华小学 顾昭华 三等奖

BH210014 舟山市 超能减肥仪 何奕纬 舟山市定海小学 李赛儿 三等奖

AL210078 舟山市 机器昆虫 应东澄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 孙燕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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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210035 台州市 环保之鲸 陈奕烨 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中心小学 缪欣晓 三等奖

AL210021 台州市 新冠病毒消除器 梁芷绮 温岭师范附属小学 蒋营营 三等奖

AL210018 台州市 智能杀菌防护衣 张曦元 温岭市锦园小学 徐军萍 三等奖

AL210048 台州市 智能口罩机 李芷琪 仙居县安洲小学 徐彬彬 三等奖

AL210023 台州市 智能光盘 曹文若 浙江省天台县实验小学 张权威 三等奖

LB210004 丽水市 抗疫配送机 柳玥 丽水市遂昌育才小学 王丽 三等奖

SC210030 丽水市 废物破碎机 陈丽安 丽水市文元学校 林盖月 三等奖

OT210018 丽水市 当下与未来 魏星祺 丽水文元教育集团云和育英外国语实验学校 王秋艺 三等奖

OT210048 丽水市 未来一刻 毛子恒 丽水文元教育集团云和育英外国语实验学校 王秋艺 三等奖

AL210043 丽水市 新型冠状病毒治疗仪 吴雨希 庆元县城东小学 郑丽慧 三等奖

OT210001 丽水市 自由升降的消防机器人 黄若馨 遂昌县实验小学 程怡 三等奖

AL210102 义乌市 高空速递中心 楼忆恩 义乌市宾王小学 金蓓 三等奖

AL210056 义乌市 身临其境 吴乐馨 义乌市官塘小学 吴静雅 三等奖

AL210104 义乌市 屏 王寒露 义乌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陈锦仙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