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次 作品名称 获奖者 所在学校 学历 年级 辅导老师 备注

移民火星的先驱者 林卓远 龙岩市松涛小学 小学 六年级 谢晓坤

送省

超级抗疫救灾医疗机器人 魏安冉 福建省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二年级 杨惠彬

送省

沙漠乐园 杨  晶 龙岩学院附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陈  红

送省

太阳能时空传送机 熊晨玥 龙岩市曹溪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陈甜甜

送省

未来空中医院 何媛媛 龙岩西陂小洋小学 小学 四年级 王煌辉

送省

抗疫帮手——智能护目镜 江欣璇 永定区龙凤小学 小学 四年级 赖锐敏

送省

空中家校直通车 章紫艺 上杭县城西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邓晓华

送省

纳米小医生 赖麟妃 上杭县城西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邓晓华

送省

垃圾分类处理器 吴思慧 武平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刘  娟

送省

动物语言翻译机 李嘉林 武平县平川中心学校 小学 六年级 林金鸾

送省

畅游月球梦 高子惠 长汀县汀江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廖水连

送省

海底城堡 李思烟 长汀县河田中心学校 小学 二年级 黄可椿

送省

万能环保卫士 曾凡提 长汀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邱文娟

送省

新鲜空气制造机 肖声亮 长汀县登俊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刘晓明

送省

智能医生机器人 陈诗颖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黄金发

送省

高端智能芯片研发制造机 林航盛 上杭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傅华英

送省

垃圾分类机器人 黄乐淇 新罗区卧龙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周  玲

送省

南极科探队 谢承锦 龙岩市第一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谢媛婷

送省

多功能医用机器人 刘晏萌 龙岩市西安小学 小学 三年级 张妙燕

送省

火山熔岩发电器 王少宇 龙岩市实验学校 初中 七年级 陈水长

送省

聪明的垃圾分类器 赖文豪 福建省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杨喆琳

送省

失眠治疗蛋 丘婉钰 长汀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邹欣航

送省

校园健康智能监测机 丘芷璇 上杭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傅华英

送省

病毒消灭器 黄毅航 龙岩市实验学校 初中 七年级 陈水长

送省

生活空间站 刘禄妍 龙岩市第二中学 初中 八年级 余  婕

送省

室内降噪神器 李钰童 福建省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三年级 吴林秀

未来的太空穿梭车 连  萌 福建省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曹  薇

太空新城市 赖添淇 永定区高陂中心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张一晶

智能垃圾分类器 陈信良 永定区高陂中心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陈作镇

海洋环保小卫士 朱可莹 永定区城关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熊秀梅

移动超市车 赖书恬 永定区抚市中心小学 小学 二年级 丘文兰

未来消防救援神器 江欣珉 永定区龙凤小学 小学 四年级 赖锐敏

海底避难所 严子燕 上杭县白砂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陈铭珠

太空智能DNA寻亲号 王雨轩 上杭县白砂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陈铭珠

螃蟹垃圾处理器 李荣纬 上杭县特殊教育学校 小学 三年级 张琴凤

抗震救灾飞行器 钟家豪 武平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三年级 刘  娟

太阳能垃圾转换器 林薇然 武平县实验小学 小学 三年级 邓冬兰

厨余垃圾转换机 江玮琴 连城县北团电力希望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邹宇峰

遨游太空 余阳艳 连城县姑田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罗荣兴

盲人可视眼镜 刘梓涵 连城县文亨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沈  丹

逆龄时光机 俞子墨 连城县实验小学 小学 三年级 罗  冲

消灭病毒胶囊飞行器 王喜燕 长汀县濯田中心校 小学 六年级 钟颖洁

多功能采蜜机 许静瑶 长汀县南山中心校 小学 六年级 曾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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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梦机 石梓煌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陈湘曲

未来海底世界 苏楚涵 漳平市城关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邓锦超

神秘的太空世界 李宜轩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刘文燕

太空之约 肖丹那 新罗区皇冠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游曼玲

智能无人机 刘煜宸 龙岩曹溪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谢燕珠

万能收割机 吴一瀚 龙岩市第一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吴丽华

气垫机械救援车 刘东杰 上杭县官庄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孔佩兰

智能防护服 饶宸宁 福建省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杨喆琳

新冠病毒疫苗糖 陈妍如 龙岩学院附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罗小琴

智能空中消防机 张雅涵 龙岩学院附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林永德

智能垃圾机器人 谢一霆 龙岩市实验学校 小学 一年级 吴雅静

生化飞船 游  薇 龙岩市实验学校 小学 一年级 张  菊

新型快递车 王淳锦 龙岩市实验学校 小学 一年级 张  菊

自动杀毒仪 黄晨蕾 龙岩市莲东小学 小学 五年级 苏雨华

未来海底探测机 吴静雨 龙岩市凤凰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陈阳洋

地球复制机 黄铭翔 龙岩西陂小洋小学 小学 三年级 陈德市

智能空气净化器 唐钰茜 永定区城关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刘福扬

疫苗实验室 张国彬 永定区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钟瑞玲

万能空气净化器 蓝青瑶 上杭县特殊教育学校 小学 四年级 陈雪梅

战“役”章鱼 邱子娴 上杭县特殊教育学校 小学 六年级 周小萍

水果采摘机 刘德楠 上杭县特殊教育学校 小学 五年级 王友文

大型废气、垃圾吸尘器 林莘榆

上杭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阙义金

心情转换器 王文轩 武平县万安中心学校 小学 三年级 曾丽芸

未来房车 杨  鑫

武平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兰震元

高楼卫士 钟金慧 武平县实验小学 小学 三年级 练豪英

未来新冠肺炎病毒治疗室 周映宏 连城县新泉中心小学 小学 四年级 杨伯河

让人类拥有翅膀 林雨晨 连城县实验小学 小学 三年级 李清芳

移动式方舱医院 黄乐佳 连城县实验小学 小学 二年级 罗慧敏

智能解压按摩椅 李  柯 连城县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林卫玲

海洋生态机器人 郑丝羽 长汀县新桥中心学校 小学 四年级 王晓强

空中补给站 罗雪妍 长汀县河田中心学校 小学 三年级 钟乔潞

新型病毒治疗检测仪 黄梁茜 长汀县腾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修海虹

智能太空城市 缪艺林 长汀县汀州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曹  丹

多功能清洁小助手 林雯洁 长汀县登俊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刘晓明

太空城市 刘梓谦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二年级 竭幼菊

抗击疫情 张晨熙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三年级 林  婕

科技风暴 张哈妮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二年级 丘惠萍

三次元世界 林  何 漳平市城关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陈奕芸

漂移式病毒监测研究控制器 曾欣雨 上杭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傅华英

新冠健康舱 阙靖轩 龙岩市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曾菊兰

杀毒兄弟 危俞梦 武平县中山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黄  玲

中国消毒机 何钟铭 武平县鼓楼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石雪英

智能升级疫苗 胡静宜 上杭县城西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邓晓华

地球臭氧制造器 雷沛玲 上杭县城西小学 小学 三年级 钟银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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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战争 王  薇 龙岩市实验学校 初中 七年级 陈水长

天空之城 苏雨杉 龙岩市实验学校 初中 八年级 吕欣晨

新冠病毒检测治疗一体机 余佳怿 龙岩市第五中学 初中 八年级 林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