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第15届龙岩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少儿科幻画获奖公示名单(90项）

奖次 作品名称 获奖者 所在学校 学历 年级 辅导老师

一 

等 

奖  

︵  

20  

幅 

︶

生命探测与救援机器人 罗蓥莹 连城县冠豸中学 初中 七年级 罗秀菊

爱国教育的时光机 蒋予瞳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四年级 杨喆琳

绿色新城 江墨遥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二年级 王勤英

多功能抗议机器人 陈昊宇 龙岩市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中班 邱晓露

未来太空飞车 陈欣妍 龙岩市西安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陈  琼

王者归来 林晟平 龙岩市实验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卢  烨

病毒转化·续写未来 涂  婳 龙岩北城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汤小矜

未来 翁子熙 龙岩市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吴燕燕

探月 杨子烨 龙岩北城小学 小学 五年级 张倩雯

未来太空站 江欣璇 永定区龙凤小学 小学 六年级 赖锐敏

海洋环境守护站 林彦霖 上杭县官庄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钟萍斐

水果采摘加工一体机 王佳艳 武平县桃溪中心学校 小学 五年级 吴丽萍

空气灌装机 陈子筱 武平县蓝天幼儿园 幼儿园 中  班 钟香英

中国战疫 郑思悦 长汀县第二中区小学 小学 三年级 郑凤英

高科技茶油工厂 涂惠婷 城关东区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周  源

多功能汽车 郑淇文 福建省长汀县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兰小闺

人工智能电网蜘蛛 李松涛 福建省长汀县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胡小冬

探索海底，发现新世界 陈鸿明 长汀县汀州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钟乔潞

多地形应对救援摩托 童悠然 连城县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邹宇峰

病毒克星 叶浩宇 漳平市城关小学 小学 三年级 邓锦超

二 

等 

奖  

︵  

30  

幅 

︶

再飞行 黄钰媛 龙岩一中锦山学校 初中 七年级 邓超

雾霾清除机 邱歆悦 龙岩华侨职业中专学校附属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汤娴洁

多功能地震救援车 沈灵静 连城县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邹宇峰

无烟地球博物馆 赖馨田 上杭县白砂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陈铭珠

梦想世界 郭露欣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陈丽萍

太空疫苗研发基地 邱嘉琳 上杭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傅华英

会演木偶戏的智能机器人 沈若辰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五年级 吴林秀

智能心理疗愈机器人 张罗鸿 龙岩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三年级 杨惠彬

云朵能源提取器 刘家好 龙岩市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中班 林  婵

旅游瞬移车 罗柏霖 龙岩市新罗区皇冠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游曼玲

3D文物还原机 翁子欣 龙岩市新罗区皇冠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蓝  洁

空中之城 郭佳宁 龙岩市龙门小学 小学 五年级 刘连英

文物修复仪 阙心怡 龙岩市龙门中心小学 小学 四年级 余梦云

未来的机械战士 杨高浒 永定区城关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林小梅

未来之城 钟依熙 永定区龙凤小学 小学 二年级 苏  靓

新冠病毒研究室 张文琪 永定区高陂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江丽梅

垃圾收集机器人 张  琪 上杭县蛟洋中心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高润娟

消防机器人 黄仲达 上杭县南阳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罗远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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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次 作品名称 获奖者 所在学校 学历 年级 辅导老师

生态环保屋 林子涵 上杭县实验小学紫金校区 小学 二年级 蓝  锋

深海蛟龙102号 郭芮琪 上杭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 幼儿园 中班 林  琼

神奇土壤转换器 钟梓晨 武平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练豪英

智能救生员 刘建岚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林金鸾

未来宇宙 朱瑜翔 武平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刘连慧

会飞的鱼 李欣玲 武平县文山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刘琴芳

城市规划应用机器人 陈美琳 福建省长汀县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六年级 罗萍

城市智能空气水质净化器 王思博 福建省长汀县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四年级 严雪梅

多彩未来 丘婧琪 长汀县汀州小学 小学 四年级 曾水连

未来最美龙岩城 杨一晗 连城县新泉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杨伯河

月球度假村 邓余宸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黄仁杉

智能城市美化机 苏皓轩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三年级 詹爽爽

三 

等 

奖  

︵  

40 

幅 

︶

天空之城 阙欣怡 龙岩一中锦山学校 初中 七年级 邓  超

自动洁空器 周舒涵 龙岩市实验学校 初中 七年级 陈水长

病菌净化器--重生雨 陈钰文 龙岩学院附属小学 小学 五年级 罗小琴

我的家乡，未来龙岩 沈梦茹 龙岩凤凰小学 小学 四年级 缪玲婕

地震救灾机器人 卢梦琦 永定区坎市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赖志勤

杀毒万能鞋 吴诗淇 永定区胡文虎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邱东华

梦想太空 江雨菲 永定区城关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林小梅

未来智能垃圾处理厂 卢子骏 永定区龙凤小学 小学 二年级 阮素群

太空清扫器 沈文皓 上杭县古田中心小学 小学 三年级 郑金林

干旱缓解器 邱烽畅 上杭县白砂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陈铭珠

空中智能防疫机 傅嘉雯 上杭县白砂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陈铭珠

沙漠移动水厂 温  露 上杭县茶地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饶美华

雾气收集滴灌机 李佳彬 上杭县城西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邓晓华

火山熔岩发电 邹美华 上杭县蛟洋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陈春梅

海洋垃圾清扫机 李润芯 上杭县实验小学 小学 二年级 廖辉祥

未来陆海两用城市 黄  睿 上杭县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李彪鹰

未来的城市“清洁工” 林思彤 上杭县实验小学紫金校区 小学 四年级 陈  静

植物能量收集器 郑筱庆 上杭县下都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饶燕芳

细菌捕捉器 郭书妤 上杭县城东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郭  琳

摘苹果的机器人 刘泓睿 上杭县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中班 傅晓云

沙漠荒岩医院 廖钟悦 武平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邓冬兰

哀牢山勘探车 廖言茜 武平实验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廖荣添

智能探测仪 李佳欣 武平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五年级 兰震元

新冠病毒的“天敌” 车雨萱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王学凤

病毒收集器 余梓心 武平县平川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邱丽英

月球也是我们的家 兰浩宇 武平县启文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兰桂英

超能垃圾分类 梁欣颖 武平县文山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李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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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高空清洗机 李文君 武平县梁野幼儿园 幼儿园 中班 王日荣

未来新型城市--病毒来了我不

怕

李晗鸣 武平县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曾淑英

婴语翻译器 黄鑫烨 长汀县大同中心学校 小学 五年级 钟  莉

智能心理室－植物疏导镜 王  淇 长汀县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郑友金

纯中药疫苗研发仪 龚熠瑶 长汀县实验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郑友金

新型智能地沟油转化器 王志锟 长汀县登俊小学 小学 三年级 宇  蕾

粉尘、废气净化再利用器 周奕杉 连城县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林卫玲

太空漫步 林家熠 连城县林坊中心小学 小学 二年级 吴  娟

科技新世界 童露瑶 连城县姑田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蒋家金

未来图书管理员 罗浩宇 连城县新泉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李育华

外星访问之旅 冯  菲 连城县新泉中心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张火妹

深海探测器 温雨彤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陈丽萍

基因克隆实验舱 卢紫煜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郑淑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