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 组别 地  区 学校名称 辅导教师 评审等级

3 食无忧-生态奶制品加工厂 卓黄奕凝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小学 黎倩倩 一等奖

9 有害气体吸收转化灯 邹  韬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高峰九年制学校 卓名森 一等奖

11 生命通道 贺欢茹 初中 益阳 益师艺术实验学校 贺延梅 一等奖

13 多功能老年健康中心 吴  悠 小学 益阳 桃江县大栗港镇中心学校 陈  琼 一等奖

18 绿色环保城 周诗琦 初中 益阳 
益阳市朝阳国际实验学校
曹燕妮 一等奖

19 低头族专属器 夏静修 小学 益阳 八字哨镇学校 吴嘉琦 一等奖

23 未来的洗衣机器 王子璇 小学 永州 江华博雅实验学校 邓  辉 一等奖

27 新型温控烘干运动衣 邓  睿 小学 永州 永州职院附属学校 乔黎萍 一等奖

29 桂花采摘加工仪 汪捷昌 小学 永州 永州职院附属学校 吉珊艳 一等奖

40 提取花香空气清新器 扶致宇 小学 郴州 郴州市桂阳县士杰学校 陈红梅 一等奖

45 超级熔炉 姚  露 初中 长沙 浏阳市艺校 刘利平 一等奖

50 环保特工犬 文晨曦 初中 长沙 宁乡县白马桥中学 陈玉英 一等奖

53 新型环保静音家装电钻仪 汤启焓 小学 株洲 芦淞区立人学校 谭小玲 一等奖

56 会换方向的交通标志线 易伟博 小学 株洲 芦淞区立人学校 周  艺 一等奖

57 方便吊瓶 谢慧颖 小学 株洲 芦淞区立人学校 周  艺 一等奖

64 神奇的伞助手 汤肖语 小学组 衡阳 蒸湘区蒸湘北路小学 肖燕玉 一等奖

68 健康牙刷 李博炀 小学组 衡阳 珠晖区泉溪村小学             欧  芳 一等奖

77 不怕了，地震 钟  敏 小学 邵阳 三阁司镇长铺中学 黄丽兰 一等奖

79 被拐儿童寻回机 姚俊舟 小学 邵阳 邵阳市双清区河街小学 杜  欣 一等奖

81 多功能太空运输机 彭佳旋 小学 娄底 娄底吉星小学 李湘南 一等奖

89 爱心机器人 刘  旭 初中 娄底 娄底市星星实验学校 彭  雅 一等奖

103 神奇的仿真体验机 张安怡 小学 岳阳 华容县马鞍山实验学校 李  纯 一等奖

119 全智能自动安检机 杨赛群 小学 怀化 洪江市芙蓉小学 李亚男 一等奖

124 太空流动医院 蒋炅璇 初中 湘西 吉首市第一中学 高  琼 一等奖

126 海底城市人工肺 余玥萱 小学 湘西 吉首市第八小学 陈艳军 一等奖

134 防误收书包 李堃钰 小学 常德 常德市武陵区育英小学 李  翔 一等奖

135 阅读花园 李柯宇 初中 常德 汉寿县龙池实验学校 董成霞 一等奖

137 闪电充电站 周李杰 小学 常德 常德市武陵镇花船庙小学 蔡三平 一等奖

139 多功能安全椅 谢  坤 小学 娄底 娄底市娄星区小碧中学 刘巧先 一等奖

1 植物检测地震仪 余昕然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一完小 余  仙 二等奖

                        第38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学幻想画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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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雷电吸收转化能源机 杨丝雨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小学 杨年勇 二等奖

4 泥石流救援转化机 梅馨予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小学 黎倩倩 二等奖

7 中国未来科技城 陈赵豫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小学 黎倩倩 二等奖

12 盲人的彩色世界 刘子诺 小学 益阳 益阳市海棠学校 谢  平 二等奖

26 美食天堂 刘奕希 小学 永州 新田龙泉三小 彭松青 二等奖

30 森林自动灭火器 袁问渔 小学 永州 永州职院附属学校 邓湘玲 二等奖

31 月球之春 李沛宸 小学 郴州 郴州市临武县第三中学小学部 陈利辉 二等奖

34 机器人拉面大师 王东慧 小学 郴州 郴州市亚星学校 岳  琴 二等奖

36 蜘蛛侠之梦 邓宇涵 幼儿园 郴州 郴州市汝城县机关幼儿园 何霞华 二等奖

43 矿难救生囊 邓  瑛 初中 长沙 长沙县广福中学 陈  彦 二等奖

47 环保智能虫 向晓琪 小学 长沙 宁乡县历经铺东城学校 沈  灿 二等奖

49 防拐GPS 张馨之 初中 长沙 望城区师大附中星城实验中学蔡  靖 二等奖

52 旅行蓄电鞋 何诗瑞 小学 株洲 石峰区先锋小学 易永锋 二等奖

55 自动冷热饮料杯 毛婧怡 小学 株洲 芦淞区立人学校 周  艺 二等奖

59 拒绝酒驾 刘起初 小学 株洲 芦淞区贺家土小学 王  军 二等奖

60 调节心情手表 刘可欣 小学 株洲 荷塘区红旗路小学 刘艳阳 二等奖

66 智能汽车修理厂 陈信旭 小学组 衡阳 蒸湘区东阳小学 刘  静 二等奖

67 神奇的太阳伞 刘素青 小学组 衡阳 常宁市宜城小学 廖利敏 二等奖

70 梦幻小岛 王  淇 小学组 衡阳 石鼓区荷池路小学 邓夏兰 二等奖

71 快递传送门 易佳慧 小学 邵阳 新宁县清江桥乡中学小学 刘冰琪 二等奖

73 我的多功能雨伞 黄依盈 小学 邵阳 新宁县崀山培英学校 李  妮 二等奖

75 还天空一片蓝 周雨晴 小学 邵阳 新宁县解放小学 曹  燕 二等奖

76 未来学习 王  珂 初中 邵阳 洞口县思源实验学校 李美平 二等奖

78 神奇的造烟机 陈淑娟 小学 邵阳 绥宁县河口中学小学 李  静 二等奖

82 智能消防器 唐雅婷 小学 娄底 娄底吉星小学 李湘南 二等奖

84 神奇正能量眼镜 童焱琴 小学 娄底 娄底八中 罗文广 二等奖

92 蜂鸟神仿生 杨  婷 初中 湘潭 九华第一中学
黄  艳
章海波

二等奖

106 梦想空调洗衣机 谢雨彤 小学 岳阳 岳阳市站前小学 方红书 二等奖

108 瞬间转移机 耿帅锋 小学 岳阳 岳阳楼区花板桥小校 吴更爱 二等奖

112 动物“动能”转换机 薛云馨 小学 怀化 舞水小学 刘章悦 二等奖

113 Wifi感应再生产垃圾桶 佘雅婷 初中 怀化 洪江市实验中学 肖  群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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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果味七彩椒 吴炫霖 小学 怀化 通道县第一完小 杨培术 二等奖

116 新型停车宝 朱星霖 小学 怀化 人民路小学 徐文妮 二等奖

118 快速健康机 肖卓妍 小学 怀化 沅陵县鹤鸣山小学 唐  云 二等奖

125 穿山甲逃生房子 符声林 初中 湘西 吉首市第二小学 彭  婧 二等奖

132 火山仪 龚铭志 小学 常德 常德市武陵镇花船庙小学 蔡三平 二等奖

133 昆虫机器人 段思宇 小学 常德 常德市武陵镇花船庙小学 蔡三平 二等奖

136 智能修补小医生 刘佳怡 小学 常德 常德市武陵区东升小学 程  璇 二等奖

143 沙漠绿化器 陆浛钰 小学 邵阳 武冈实验小学 李  艳 二等奖

5 植物精华头痛治疗仪 席锦睿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小学 黎倩倩 三等奖

8 超能使者-海底家园开发机器人胡敏珊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小学 杨琴琴 三等奖

10 极速空间传输、去霾两用机 唐登烨 小学 张家界 张家界特殊教育学校 杨碧琳 三等奖

14 人体冰冻计划 何  权 初中 益阳 益师艺术实验学校 彭  婧 三等奖

16 古文物修复仪 贺语桐 小学 益阳 益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贺延梅 三等奖

17 多功能阅题笔 夏钰程 小学 益阳 益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贺延梅 三等奖

21 生命复合车 钟  飞 小学 永州 冷水滩舜德小学 李  杰 三等奖

24 七色光能城堡 欧阳佳欣 初中 永州 宁远实验学校 罗伯屏 三等奖

25 学困生基因改造仪 刘  轩 小学 永州 双牌麻江学校 刘  丽 三等奖

28 雨水收集音乐感应器 刘政显 小学 永州 永州职院附属学校 冯春嫦 三等奖

33 预防禽流感病的多功能机器 陈雅琪 小学 郴州 郴州市宜章县第二完全小学李美新 三等奖

35 异想天开的世界 邓雅匀 小学 郴州 郴州市汝城县第一完全小学陈  琴 三等奖

38 多功能种植车 李宜锐 小学 郴州 郴州市第一完全小学 曹  靖 三等奖

41 废旧电池收集转换站 刘嘉桢 小学 长沙 芙蓉区蓉园小学 罗美文 三等奖

42 未来深海搜救队 张窈佳 小学 长沙 岳麓区博才咸嘉小学 侯  婷 三等奖

46 多功能环保车 许依云 小学 长沙 宁乡县历经铺中心小学 陈  舟 三等奖

51 智能信号灯 廖祖权 小学 株洲 石峰区曙光学校 王 媛 三等奖

54 我爱洗澡 陈姝伊 小学 株洲 株洲建坤外国语学校 陈华敏 三等奖

63 低碳南瓜屋 谢  涵 小学组 衡阳 石鼓区下横街小学 席美华 三等奖

72 未来中国城市 徐雅妮 小学 邵阳 新宁县崀山培英学校 李  妮 三等奖

74 病毒检测治疗仪 徐子容 小学 邵阳 新宁县崀山培英学校 徐海玲 三等奖

85 神奇商业街大树 胡一娴 小学 娄底 娄底市第一完全小学 罗文广 三等奖

87 超级手术机器人 谢彭巍巍 小学 娄底 曾国藩学校 周  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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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月球——动物的第二个家 李泽雨 小学 娄底 曾国藩学校 王  毅 三等奖

91 沙漠救星——仙人掌取水器 唐语凡 小学 湘潭 湘钢二校 郑  萍 三等奖

94 智能钢琴 周冰瑾 小学 湘潭 湘纺小学 钟艳辉 三等奖

95 沁园 刘  璇 初中 湘潭 湘潭电机子弟中学 冯勇政 三等奖

99 白发红颜哈哈镜 黄湘洋 小学 湘潭 九华和平小学 丁素平 三等奖

100 老黄牛生物科技车 黄政辉 小学 湘潭 九华和平小学 邓  亦 三等奖

101 太阳能自动收割机 汤  畅 小学 岳阳 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实验小学姜  玲 三等奖

102 超级地球，你好 吴紫妮 小学 岳阳 临湘市第二完全小学 刘桂华 三等奖

105 丰收 龙诗语 初中 岳阳 杨林乡杨林中学 敖  静 三等奖

111 未来绿色科技城 田翰轩 小学 怀化 辰溪晨阳明德小学 余光明 三等奖

117 禁烟幻境 黄璐娟 初中 怀化 怀化市四中 唐  星 三等奖

120 全自动体检棒 吴敏彤 小学 怀化 新晃县三完小 李  娟 三等奖

121 天宫五号储存仓 陈娜娜 小学 湘西 龙山县思源实验学校 石绍明 三等奖

122 叶脉探秘 石子晗 小学 湘西 花垣县国土希望小学 颜晓程 三等奖

123 天空之城 杨  佳 小学 湘西 吉首市第二小学 段丽静 三等奖

127 公路跨越运输机 陈聘婷 小学 湘西 吉首市雅溪小学 侯志清 三等奖

128 会救人的红绿灯 张宇涵 小学 湘西 吉首市雅溪小学 杨朝云 三等奖

131 超级加油机 李碧蕊 初中 常德 澧县九澧实验学校 鲁  博 三等奖

138 牵着蜗牛漫步云端 欧阳畅轩 幼儿园 郴州 郴州市北湖区幼儿园 欧阳凤英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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