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1 OT200048 杭州市 “智慧·智能”医院 倪语萱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宋澜 一等奖

2 AL200088 杭州市 智能OFO再生系统 高婧雯 杭州市学军小学之江校区 寿菁菁 一等奖

3 OT200023 杭州市 智能宠物收容中心 吴一宁 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受降小学 李杭霏 一等奖

4 SC200047 杭州市 制药工厂 李芷彧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徐卷舒 一等奖

5 AL200095 杭州市 猫的太空医务仓 杨温暖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翡翠城学校 陈兴苗 一等奖

6 GH200001 宁波市 生态菜场 周凯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邬冬波 一等奖

7 LB200002 温州市 蜜蜂声波治疗器 张硕格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包新新 一等奖

8 BH200003 嘉兴市 蚊子改造器•制氧 王永成 海宁市文苑小学 朱小林 一等奖

9 ZT200007 湖州市 植物电力公司 蒋逸轩 湖州市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危佳隽 一等奖

10 SC200046 湖州市 植物加油站 高浩轩 湖州市南浔区善琏学校 俞加弦 一等奖

11 SC200041 湖州市 高空营救“消防战士” 张欢欢 湖州市南浔区横街小学 孙吉力 一等奖

12 OT200021 绍兴市 智能社区 高健铭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小学 周晓晓 一等奖

13 ZT200011 绍兴市 质能转换器 柴景圃 诸暨市安华镇初级中学 黄蔡玲 一等奖

14 GH200004 绍兴市 植物充电宝 钱恩熙 嵊州市长乐镇中心小学 周锋 一等奖

15 OT200041 绍兴市 能捉蚊蝇的机器蛛 潘丫丫 新昌县青年路小学 梁福英 一等奖

16 AL200068 绍兴市 融智星 魏冕 新昌县南瑞实验学校 张逸文 一等奖

17 AL200004 金华市 记忆捕捉仪 叶可斓 兰溪市女埠中心小学 陈园杰 一等奖

18 AL200114 金华市 流浪地球立体调控系统 孙莎莎 东阳市白云银田小学 宋世富 一等奖

（一等奖30幅）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19 GB200002 金华市 超级大脑 臧梓雯 武义县壶山小学 胡广蕊 一等奖

20 OT200027 衢州市 爷爷奶奶的“幸福园” 徐欣卉 衢州市新华小学 蒋晓蓉 一等奖

21 AL200071 舟山市 《兽语翻译器》 王誉润 嵊泗县菜园镇第三小学 王兰 一等奖

22 BH200004 舟山市 《神奇的伞》 沈夏缘 岱山县岱山实验学校 夏玉艳 一等奖

23 ZT200008 舟山市 未来城市智能垃圾桶 郑晨诺 舟山市普陀区普陀小学 刘芝昕 一等奖

24 BH200010 舟山市 假如我有一双神奇的脚 夏彬睿 舟山市定海区定海小学 李莉 一等奖

25 AL200036 舟山市 《最强大脑》 王艺辰 舟山市定海区海山小学 周筱筱 一等奖

26 AL200053 台州市 《流浪动物智能收容所》 陆蓁 三门县实验小学 郑晓红 一等奖

27 AL200051 台州市 《可收缩便携汽车》 邢轩铭 三门县实验小学 邵雪彬 一等奖

28 AL200060 丽水市 现代养老院 叶苏蕾 丽水市莲都外国语学校 丁樾鸣 一等奖

29 AL200029 丽水市 资源循环器 朱宣蒽 丽水市莲都区机关幼儿园（三胞园） 朱羚源 一等奖

30 SC200031 义乌市 智能垃圾处理局 王梦瑶 义乌市稠江一小 赵文秀 一等奖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1 OT200036 杭州市 未来之城 毛子墨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 倪晓萍 二等奖

2 AL200031 杭州市 机器人世界的“大数据” 汪洋 杭州市德胜小学 林天 二等奖

3 AL200116 杭州市 图书分类管理器 吴静怡 杭州市文溪中学 夏昉 二等奖

4 SC200023 杭州市 《海底能量转换器》 李可冉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韦婧 二等奖

5 QB200004 杭州市 近视·老花眼镜转化仪 张雨杨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宁珠红 二等奖

6 AL200108 杭州市
智能机械手——感统训练

的好帮手！
袁典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 倪玲燕 二等奖

7 SC200021 宁波市 海洋精灵 程雨轩 慈溪市白沙学校 姚尔峰 二等奖

（二等奖58幅）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8 SC200037 宁波市 造梦减压仪 秦奋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劳丽莎 二等奖

9 OT200062 宁波市 压缩再利用垃圾分类箱 钱品帆 宁海县第二实验小学 陈葵阳 二等奖

10 OT200008 宁波市 南极保护站 高翔 宁波市象山金星学校 蒋辰和 二等奖

11 AL200033 温州市 人工智能手术仪 陈芊冰 温州市龙湾区实验中学 蒋仕銮 二等奖

12 AL200005 温州市 老年福星——掌中宝 胡含章 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倪建群 二等奖

13 AL200006 温州市 情绪调节器 薛鼎烨 瑞安市新纪元小学 岳娟娟 二等奖

14 BH200002 温州市 智能消防机器人 王子沐 平阳县萧江镇第三小学 白洪岳 二等奖

15 BH200001 温州市
3D立体电影播放式读报眼

镜
戴源然 温州市龙湾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金小玲 二等奖

16 AL200013 温州市 未来树木栽培器 卢嘉颖 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 林珍珍 二等奖

17 AL200113 温州市 防堵车神器 胡铱宸 温州市瓯海区南仙实验小学 马玲莹 二等奖

18 AL200109 温州市 糯米自动制造机 李依恬 温州市水心小学 戴慧 二等奖

19 AL200019 温州市 电网战士 汤羽茜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小学 黄加美 二等奖

20 AL200066 温州市 《海洋之城》 吴姝畅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王莉 二等奖

21 AL200050 温州市 远控无人筑楼系统 张俊熙 温州市瓦市小学 叶筝 二等奖

22 OT200018 温州市 3D打印城市 吴沄希 瑞安市广场实验小学 林葆菁 二等奖

23 OT200035 温州市 智能家居机器人 吕怡然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王平芳 二等奖

24 AL200063 温州市 《垃圾能源转化车》 林梦希 文成县振中学校 夏燕燕 二等奖

25 OT200019
嘉兴市 拯救动物对抗白色污染 王欣妍 嘉兴市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 俞英岚 二等奖

26 OT200063 嘉兴市 智能理发屋 何征真 嘉善县干窑小学 刘晓洁 二等奖

27 BH200012 湖州市 沙漠植物机 宋丽君 湖州市南浔区马腰小学 仰小丽 二等奖

28 OT200053 湖州市 杀虫蔬果提炼仪 何亦翾 湖州市南浔区重兆小学 刘秀 二等奖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29 SC200045 湖州市 古瓷检测还原器 张杨 德清县雷甸镇中心小学 沈红英 二等奖

30 OT200025 湖州市 智能分类再造机 施鑫妍 长兴县林城镇中心小学 董晓薇 二等奖

31 AL200112 湖州市 未来房行海陆空 汤梦菲 长兴县泗安镇二界岭中心幼儿园 段玲 二等奖

32 AL200122 湖州市 海上小卫士 刘博文 长兴县画溪街道包桥中心小学 陈慧 二等奖

33 AL200124 湖州市 动植物小专家的奇幻冒险 王正含 长兴县第四小学 唐梦云 二等奖

34 SC200008 绍兴市 《太空之城》 茅翌晨 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 沈黎松 二等奖

35 QB200003 绍兴市 医疗空间 刘梦赢 绍兴市树人中学 陈婕 二等奖

36 SC200034 绍兴市 星际列车——月球高铁 蒋添翼 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中心小学 蒋竹琴 二等奖

37 SF200007 绍兴市 中国芯——太空维修站 邓淼予 绍兴市柯桥区实验小学 王丹青 二等奖

38 SC200039 绍兴市 南极拯救机 黄闵 绍兴市上虞区滨江小学 刘叶娟 二等奖

39 GH200005 绍兴市 稻园谷香 裘伊榕 嵊州市城南小学 屠树春 二等奖

40 SC200033 金华市 2073年的金华城 陈思羽 金华市南苑中学 吴玉璇 二等奖

41 SC200028 金华市 节能环保，绿色美好 黄佳何 金华市丹溪小学 杜玉倩 二等奖

42 AL200039 金华市 《森林动物救助器》 吴轩毅 东阳市吴宁第一小学 黎俊 二等奖

43 AL200089 金华市 能量转换 赵家荣 武义县东皋小学 傅巧俏 二等奖

44 OT200056 衢州市 空中的校园 严萌 衢州市衢江区大洲镇中心小学 蓝心怡 二等奖

45 AL200081 衢州市 地下污水处理发电站 薛苗 江山文溪实验学校 徐璐 二等奖

46 AL200070 衢州市 陨石采集飞船 向可昇 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小学 朱菀 二等奖

47 AL200001 衢州市 救灾机器人 方上铖 江山市清湖小学 牟九意 二等奖

48 SC200024 衢州市 Welcome即食餐厅 李思琪 龙游县兰塘小学 郑绚 二等奖

49 OT200006 舟山市 《新世纪之城》 林雨馨 舟山市南海实验初中 李书婷 二等奖

50 SC200011 舟山市 青花瓷修复系统 吴诗瑜 舟山市普陀区城北小学 殷白露 二等奖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51 AL200030 舟山市 壁画修复机 徐浩轩 舟山市普陀区城北小学 殷白露 二等奖

52 AL200076 台州市 意念成形造物机 汤子墨 台州市天台小学 范允助 二等奖

53 OT200003 台州市 3D实境图书馆 项郡乐 仙居县横溪镇实验小学 任巧玲 二等奖

54 OT200034 丽水市 新能源 蓝舒杨 龙泉市东升教育集团 章皓蕾 二等奖

55 AL200120 丽水市 节能环保洗车房 郑悦 丽水市文元学校小学部 周昕悦 二等奖

56 SC200018 丽水市 《火灾抢险器》 邹鑫浩 松阳县樟溪乡中心小学 周祎 二等奖

57 ZT200009 丽水市 美味疫苗 刘子仪 庆元县五都小学 王丹丹 二等奖

58 AL200077 义乌市 城市能量不用愁 傅智诚 义乌市福田小学 沈莉 二等奖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1 SF200006 杭州市 盼望的火车站 李月嘉 杭州市胜利小学 严妮娜 三等奖

2 SF200009 杭州市 海底之城 朱禹成 杭州市青蓝小学 王雯雯 三等奖

3 AL200094 杭州市 时空之旅 陈果 杭州绿城育华小学 潘莹 三等奖

4 SC200002 杭州市 未来全息投影海洋馆 张翊扬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 胡小仙 三等奖

5 SC200030 杭州市 未来！一触即发 盛晨冉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朱桐瑶 三等奖

6 OT200055 杭州市 中国文物修复机 曾卓妍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雷圣锋 三等奖

7 SC200019 杭州市 阿尔茨海默病记忆芯片 朱雯瑞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余菲菲、张静 三等奖

8 AL200049 杭州市
高架桥智能风险预测及修

复仪
曹景轩 杭州市大关小学 刘芬 三等奖

9 AL200099 杭州市 22世纪的城市“美容师” 金昕 杭州市星洲小学 袁亚 三等奖

10 SF200008 杭州市 最美“夕阳红” 章千千 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初级中学 孙嫣 三等奖

11 AL200091 杭州市 智能垃圾分类助手 谢佳悦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丁敏妃 三等奖

（三等奖90项）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12 OT200010 杭州市 废气净化转换舱 骆柯含 杭州市富阳区实验小学 于晓燕 三等奖

13 AL200118 杭州市 废纸转换机 童迈 杭州市临安区晨曦小学东校区 桂爱秋 三等奖

14 AL200085 宁波市 智能垃圾分类 金榆 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 沈家乐 三等奖

15 QB200005 宁波市 智能环卫机器 程玥冰 奉化实验小学 陈建娜 三等奖

16 OT200040 宁波市 多功能能源转换器 严妍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中心小学 庄莎青 三等奖

17 OT200012 宁波市 FAST时代 何梓诺 宁海县桥头胡中心小学 陈臆臣 三等奖

18 OT200015 宁波市 独居老人的小伙伴 陈思羽 象山县涂茨镇中心小学 郑斐斐 三等奖

19 OT200066 宁波市 新源厨房 张嘉舸 余姚市新城市小学 韩亚娟 三等奖

20 OT200060 宁波市 榨汁机 颜紫妍 宁波市镇海区精英小学 王瑾艳 三等奖

21 AL200078 宁波市 未来能源传输网络 汤艳琳 宁波市镇海区艺术实验小学 赫玉红 三等奖

22 OT200028 宁波市 甬城号抗台救援中心 赵梦缘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中心学校 苗琼 三等奖

23 SC200001 温州市 改变时代 潘奕璇 温州外国语学校 陈静静 三等奖

24 AL200010 温州市 科技提升劳动效率 余欣凌 瑞安市汀田实验小学 余文静 三等奖

25 GH200008 温州市 《奶奶的新厨房》 王谊柔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小学 林瀚 三等奖

26 AL200046 温州市 神奇的多功能农用机器 施彦晨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施璐璐 三等奖

27 AL200025 温州市 虫洞对话仪 朱子阳
温州市龙湾区一小教育集团（龙水校龙

湾区）
林若 三等奖

28 ZT200002 温州市 登革热，我来消灭你 叶清豪 温州市龙湾区二幼教育集团 林宝秋 三等奖

29 AL200057 温州市 夹竹桃配醣体提取仪 章陈美子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李定好 三等奖

30 AL200014 嘉兴市 救援观光机 李宸宇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中心小学 陶冶 三等奖

31 OT200011 嘉兴市 新型育儿机 吴鸿菲 桐乡市濮院小学教育集团毛衫城小学 陈怡 三等奖

32 AL200127 嘉兴市 垃圾转化器 蒋雨芯 桐乡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人民小学 张明 三等奖

33 AL200037 嘉兴市 太空乐园 余蕴 桐乡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振东小学 姚筱瑛 三等奖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34 AL200062 嘉兴市 未来智慧城 赵学璇 嘉善县俞汇小学 阎莉娟 三等奖

35 AL200123 嘉兴市 节能全自动魔方旋转屋 顾心雨 海盐县向阳小学 魏智子 三等奖

36 AL200130 嘉兴市 民航急救号 周梓屹 嘉兴市三毛小学 周叶青 三等奖

37 OT200024 嘉兴市 未来一体化收割机 董思瑜 海盐县横港小学 黄怡馨 三等奖

38 ZT200013 湖州市 垃圾处理器 沈佳莹 湖州市龙泉小学 陈娟 三等奖

39 AL200086 湖州市 我的世界因"你"而精彩 董庆玥 德清县实验学校 车云峰 三等奖

40 AL200092 湖州市 能源无线接收传输系统 陈诺 德清县实验学校 车云峰 三等奖

41 AL200125 湖州市 植入式人类优化器 曹桢奕 德清县禹越镇徐家庄中心小学 白月超 三等奖

42 AL200110 湖州市 移动化妆室 詹懿轩 长兴县第一小学 朱娇娇 三等奖

43 AL200096 湖州市 海底新时代 高婧雅 长兴县林城镇中心幼儿园 蒋佩 三等奖

44 AL200087 湖州市 自然灾害修复机 陈子妍 长兴县林城镇中心幼儿园 胡婷婷 三等奖

45 OT200004 绍兴市 《空间高铁穿梭机》 潘禹诺 绍兴市北海小学教育集团 陈巧美 三等奖

46 SC200029 绍兴市 星际移民 张煜祺 绍兴市中国轻纺城小学新校区 劳情忆 三等奖

47 OT200042 绍兴市 遨游太空 屠龄晓 诸暨市枫桥镇初级中学 黄盼 三等奖

48 SC200036 绍兴市 《采藕智能机器人》 王若蓓 嵊州市城北小学 王学军 三等奖

49 SF200005 绍兴市 《海洋清污1号》 丁乐 新昌县城东小学 丁成钢 三等奖

50 QB200002 绍兴市 《机械城旧址》 陈清怡 新昌县城关中学 徐春燕 三等奖

51 ZT200001 金华市 空中垃圾处理器 杨一可 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中心小学 庄淑贞 三等奖

52 SF200010 金华市
5G时代下的海洋能源勘测

收集一体机
李篪 金华市东苑小学 庄静叶 三等奖

53 AL200084 金华市 神奇的清洁器 张黄谨萱 金华市宾虹小学 万俐伶 三等奖

54 OT200057 金华市 神奇校车 卢玺丞 东阳市吴宁第五小学 黄梦青 三等奖

55 AL200115 金华市 失传技艺恢复器 陈雨新 东阳市白云银田小学 许迎梅 三等奖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团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拟定奖级

56 AL200111 金华市 3D智能古代器皿修复机 徐欣然 浦江县龙峰国际学校 张莉 三等奖

57 AL200007 金华市 星际城市 高筱淳 武义县邵宅小学 王朔 三等奖

58 ZT200006 金华市 中国航天员 吴芊 武义县东皋小学 程俊媛 三等奖

59 OT200009 衢州市 万能插座 郑清文 江山市大溪滩小学 杜红 三等奖

60 SC200026 衢州市 智能飞车 舒文 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中心小学 蒋筱哲 三等奖

61 SC200025 衢州市 Ai餐厅 朱梓萌 龙游县寺后初级中学 詹施晨 三等奖

62 AL200082 舟山市 《电子回收处理器》 朱芷娴 舟山市定海区东海小学 毛佳颖 三等奖

63 BH200007 舟山市 《二氧化碳转换器》 周熠晨 舟山市定海区双桥中心学校 夏青青 三等奖

64 GH200002 舟山市 海宝 刘映萱 舟山市定海区舟山小学 全追芬 三等奖

65 BH200005 舟山市 《智能救援列车》 王祈瑞 岱山县岱山实验学校 孙艳 三等奖

66 AL200072 舟山市 《智能摘果机》 沈彬烨 舟山市南海实验小学 王佳莉 三等奖

67 BH200009 舟山市
《未来地壳运动守护联盟

》
袁艺芸 舟山市勾山小学 严晓明 三等奖

68 AL200038 舟山市 《长征-22 中国航母》 杨昊 舟山第二小学 叶芳丽 三等奖

69 AL200069 舟山市 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 姚姝璇 嵊泗县菜园镇第三小学 徐闻 三等奖

70 AL200098 舟山市 科幻空间 王愉童 岱山县高亭初级中学 赵紫宇 三等奖

71 AL200043 舟山市 《未来净洋生物》 陈嘉怡 舟山市普陀区普陀小学 夏增慧 三等奖

72 GH200003
台州市

穿越敦煌——未来VR眼镜
课堂

冯妍霓 仙居县安洲小学 姚菁菁 三等奖

73 AL200059 台州市 泄洪智能救援机 张予悦 仙居县安洲小学 徐彬彬 三等奖

74 AL200045 台州市
学海无涯——未来智能学

校
王继卿 台州市临海小学 王琳芬 三等奖

75 AL200047 台州市 近视治疗仪 高艺轩 三门县实验小学 郑丽萍 三等奖

76 AL200058 台州市
大数据时代——人人都有

“数据基因”
王亿飞 三门县横渡镇中心小学 陈宇蒙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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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AL200075 台州市 玄武古建筑修复 郑琪冉 三门县心湖小学 杨紫祥 三等奖

78 ZT200005 台州市 《文物修复机》 陈奕诺 台州市锦江小学 张萍 三等奖

79 SC200017 台州市 百变自行车 丁健庭 玉环市环山小学 郑逸琼 三等奖

80 AL200028 台州市 仙人掌基因再生工程 陈思达 仙居县第一小学 王章园 三等奖

81 AL200074 台州市 噪音收纳器 徐千越 台州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陈卫青 三等奖

82 SC200003 台州市 台风能源站 梁乐萱 台州市大溪二小 林星彤 三等奖

83 AL200012 台州市 电梯安全逃生装置 许欣岚 台州市实验小学 张权威 三等奖

84 AL200044 丽水市 未来科技城 陈星合 丽水市文元学校小学部 金碧霞 三等奖

85 AL200080 丽水市 蝗虫的变化 胡凌飞 庆元县城东小学 周乐卿 三等奖

86 AL200042 丽水市 新型昆虫 叶迎春 丽水市文元学校小学部 林盖月 三等奖

87 SC200043 丽水市 器官医生 黄诗程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路小学 陈玲 三等奖

88 AL200097 丽水市 “神医香菇”能量转换器 吴禹霏 庆元县城东小学 周乐卿 三等奖

89 OT200032 丽水市 醉酒清醒器 王芮涵 遂昌县梅溪小学 孙夏颖 三等奖

90 LB200007 丽水市 《智能制衣机器设备》 潘若涵 丽水市松阳实验小学集团学校 朱梅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