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 组别 地区 学校名称 辅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海底收割水船 李  轩 小学 郴州 安仁县实验学校 李新兰 一等奖

9 新型智能地沟油转换器 谢亚玲 小学 郴州 桂阳县蒙泉学校 扶永生 一等奖

10  新型巴士 谭  慧 小学 郴州 桂阳县蒙泉学校 扶永生 一等奖

12 超赞戒毒机 邓  莎 初中 邵阳 邵阳县河伯乡初级中学 陈大洋 一等奖

16 幼童防虐待手环 姚俊舟 小学 邵阳 邵阳市双清区中河街小学 周平南 一等奖

19 风婆婆的大本领 杨文涛 小学 邵阳 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学校 黄晓娟 一等奖

25 落叶清洁转能机车 黄沐柔 小学 娄底 星星实验学校 严  琳 一等奖

26 多彩太空 杨  瑶 小学 娄底 娄底一小 秦琦喆 一等奖

29 挖雪机一号 易卓祈 初中 娄底 涟源市长郡蓝田中学 谭  志 一等奖

35 情绪管理机 李浩宇 小学 常德 常德市武陵区北正街小学 龚  晗 一等奖

39 不一样的口罩 聂  灿 小学 常德
汉寿县龙池实验中学附属小
学

姚  瑶 一等奖

60 盲人的“眼睛” 刘佳怡 小学 株洲 芦淞区栗树山小学 孙  丹 一等奖

63
未来神奇的课堂——量
子信息的远程智能小学
科学共享课堂

周嘉欣 小学 永州 道县一小 贾玲风 一等奖

66 气囊快递 黄宇驰 小学 永州 零陵区何仙观完小 龙倩男 一等奖

79 图书树 汤茹曦 初中 岳阳 白塘镇白塘中学 虞  煌 一等奖

86
户外音乐噪音污染吸收
机

肖晓名   初中 张家界 慈利县一鸣中学 陈远雁 一等奖

88
诺亚方舟——再生空间
手环

朱姿伊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实验小学 黎倩倩 一等奖

89
一路畅行——太阳能融
冰车

卓黄奕凝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实验小学 黎倩倩 一等奖

91 人工智能 严  润 小学组 湘西 龙山农车学校 姚  宇 一等奖

99 濒危物种培养基地 滕佳宇 湘西 凤凰县箭道坪小学 田  卿 一等奖

102 机器人育婴室 张芷荣 小学 怀化 怀化市实验学校 赵丽霞 一等奖

103 癌症智能康复医院 伍思涵 小学 怀化 洪江市安江一完小 贺  芳 一等奖

105 意念再生橡皮擦 蒋依容 小学 怀化 洪江市安江一完小 曾慧蓉 一等奖

110 《向日葵能源站》 熊孖睿 小学 怀化 怀化市宏宇小学 罗菲英 一等奖

112 科技之城 周琪棋 小学 衡阳 常宁市明珠学校 陈  妍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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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太空里的希望 肖梦瑶 小学 衡阳 蒸湘区新民小学 王  丹 一等奖

114 自动换新机 陈雨婷 小学 衡阳 珠晖区有趣轩书画培训学校 齐念念 一等奖

118 环保树工厂 万奕呈 初中 衡阳 衡阳高新区衡州小学 刘  芬 一等奖

120 环保大长车之废物利用 王慕冰 小学 衡阳 石鼓区演武坪小学 汪  勇 一等奖

123 会飞的平衡车 罗裕哲 小学 益阳 资阳区黄花仑小学 刘雁玲 一等奖

3 新型家园 冯楚晴 小学 郴州 湖南省桂阳县士杰学校 陈红梅 二等奖

11 微小世界控秘器 杨蕾璇 小学 邵阳 洞口县思源实验学校 李美平 二等奖

18 蜜蜂教室 李  茜 小学 邵阳 新邵县龙溪铺镇实验小学 李玉娇 二等奖

27 我们未来的家 周易航 小学 娄底 娄底一小 秦琦喆 二等奖

28 太空度假村 钱雨泽 小学 娄底 娄底华达学校 朱天雯 二等奖

36 制造神奇的眼药水 黄诗琴 小学 常德 常德市武陵区李白溪小学 黄  曼 二等奖

41 未来丛林仿生侦察兵 胡立冬 中学 湘潭 湘潭县分水乡较场中学 王  倩 二等奖

43 智能快递机器人 舒禹涵 小学 湘潭 湘潭市雨湖区金庭小学 彭华坤 二等奖

45 智慧城市 王子文 中学 湘潭 湘潭电机子弟中学 余  华 二等奖

51 生命种子机器人 谢婷杉 初中 株洲 天元区天元中学 许燕飞 二等奖

54 快递机器人 刘昱含 小学 株洲 芦淞区立人学校 谭小玲 二等奖

57 神奇的睡眠床 张嘉玥 小学 株洲 北师大株洲附校 潘  莉 二等奖

58 语言直译机 张语灿 小学 株洲 攸县菜花坪镇中心小学 谭喆瑶 二等奖

65 声波可视钓鱼竿 夏嘉璡 小学 永州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学校 胡彩姣 二等奖

67 万能的气泡衣 金  琪 小学 永州 零陵区柳子街小学 宋思思 二等奖

69 水资源转换器 伍幼琳 小学 永州 祁阳县浯溪完小 伍文志 二等奖

70 奔跑的女孩 贺  铮 小学 永州 零陵区邮亭圩镇梅溪学校 唐  婷 二等奖

71 生态树屋 冯奕戈 小学 岳阳 鹰山小学 张  玲 二等奖

73 未来学校 李文浩 小学 岳阳 长炼学校 王聚星 二等奖

75 神奇的飞船 黎  想 小学 岳阳 钱粮湖实验小学 颜春桃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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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移居深海 余雅涵 初中 岳阳 屈子祠镇屈子学校 邹海艳 二等奖

80 环保小精妙 谢智逸 小学 岳阳 云鹰小学 李望洋 二等奖

83 未来的家 熊翊然   小学 张家界 永定崇实小学南校 丁 亚 二等奖

92 引力波发电装置 滕飞杨 小学组 湘西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向立春 二等奖

93
植物、昆虫、标本采集
、制作智能化平台

曾  萱 初中 湘西 湘西雅思实验学校 彭  彬 二等奖

96 未来茶园 吴雅婷 小学 湘西 吉首市第六小学 卓晓艳 二等奖

97 无土栽培海水稻 龙怡萱 小学 湘西 吉首乾元小学 李  云 二等奖

100 大脑功能干预术 杨培萌 小学 湘西 凤凰县箭道坪小学 田  卿 二等奖

101 人脑开发仪 周小琳 小学 怀化 人民路小学 李  鑫 二等奖

104 光感折叠伸缩防洪墙 杨钧椋 小学 怀化 洪江市安江一完小 曾慧蓉 二等奖

106 基因重组器 杨  蓓 小学 怀化 通道县第二完小 龙万淼 二等奖

108 自然生态修复机 杨照涵 初中 怀化 辰溪县第一中学 余光明 二等奖

116 “森林”里的家 汤肖语 小学 衡阳 蒸湘区蒸湘北路小学 肖燕玉 二等奖

117 月亮之上来相会 詹露思 小学 衡阳 常宁市宜城小学 吴晓萍 二等奖

119 青瓷之一路带一路 廖丽媛 小学 衡阳 石鼓区演武坪小学 汪  勇 二等奖

122 灾害急救胶囊 黄艺婧 小学 益阳 安化县吴合完小 黄铁稳 二等奖

126 太空超能千里眼 丁楚晗 小学 益阳 益阳市朝阳国际实验学校 曹燕妮 二等奖

128 智能补虫机 周家逸 小学 益阳 沅江市桔园学校 刘  艳 二等奖

131 盲人导购器 陈晏如 小学 长沙 长龙街道丁家小学
屈  庆
严爱艳

二等奖

137 飞行的快递员 陈嘉欣 小学 长沙 雨花区砂子塘新世界小学
戴艳清
王钰方

二等奖

2 未来的图书馆 曹楚帆 幼儿园 郴州 湖南省汝城县机关幼儿园 庞云芳 三等奖

4 假币识别手套 邓锦延 小学 郴州 郴州市第十二完全小学 徐利维 三等奖

5 空中餐饮店 欧阳涵艺 小学 郴州 宜章县思源实验学校 谭沛云 三等奖

6
花形太空堡垒与蝴蝶战
舰

刘虹霞 小学 郴州 郴州市第三完全小学 雷  林 三等奖

13 超时空飞行器 陈春涵 小学 邵阳 新宁县解放小学 蒋云彩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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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视生态恢复仪 兰凯文 小学 邵阳 新宁县解放小学 罗海敏 三等奖

15 色盲纠正眼镜 罗  敏 小学 邵阳 新邵县新田铺镇桥当头小学 张  瑜 三等奖

17 多功能瓢虫机 潘玉涵 小学 邵阳 武冈市新东中心小学 周红英 三等奖

20 海底水母移动小区 周雨萱 小学 邵阳 洞口县黄桥镇中心小学 王  娟 三等奖

21
享受生活——机器人服
务

王  炼 小学 娄底 双峰新耀学校 朱  敏 三等奖

30 太空过滤器 谢晨子 小学 娄底 娄底一小 李  洲 三等奖

31 另一条腿 易新宇 初中 常德 澧县官垸乐镇中学 叶抱花 三等奖

32 防震学校 陈胡若愚 小学 常德 澧县澧州实验学校 钟  恋 三等奖

33 青蛙校车 张宸宇 小学 常德 桃源县黄甲铺中心小学 熊泽燕 三等奖

34 潜伏的杀手 陈琪佳 小学 常德 常德市鼎城区武陵中心小学 杨紫琪 三等奖

37 心灵充电站 罗玙希 初中 常德 汉寿县龙池实验中学 董成霞 三等奖

40 中国式海绵乡村 李若惜 初中 常德 澧县小渡口镇中学 柏秋峰 三等奖

42 超级能源转换机 尹若铭 小学 湘潭 湘潭市和平学校 罗  瑛 三等奖

52 情绪提醒仪 冯昶越 小学 株洲 石峰区先锋小学 易永峰 三等奖

53 智能充气漂浮游泳池 李菲涵 小学 株洲 芦淞区立人学校 周  艺 三等奖

55 人类休眠返少屋 王佳蓉 小学 株洲 攸县东北街一小 贺桂平 三等奖

56 不良记忆擦除仪 刘艺慧 小学 株洲 芦淞区立人学校 周  艺 三等奖

59 深海生物转化工厂 易芷汀 小学 株洲 攸县东北街一小 贺桂平 三等奖

61 生命之花 周  艺 小学 永州 冷水滩区舜德小学 陈章书 三等奖

62 3D打印建筑车 钟  飞 小学 永州 冷水滩区舜德小学 钟正林 三等奖

64 会发光的植物 朱  悦 小学 永州 江华博雅实验小学 邓  辉 三等奖

68 地点穿梭大门 唐  盈 初中 永州 零陵区大庆坪学校 冯  芳 三等奖

72 太空能源开采器 艾心田 初中 岳阳 三阳中学 曾  燕 三等奖

74 太空陨石处理器 张茹云 小学 岳阳 马鞍山实验学校 谈  娟 三等奖

76 高空玻璃清洁机器人 赵  思 小学 岳阳 第二完全小学 吴  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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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自由行走的瓶子 谢紫燕 小学 岳阳 实验小学 刘曾欣 三等奖

81 新型火灾救援机 徐艺嘉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实验小学 黎倩倩 三等奖

82 宇宙之城 杨靓宇 小学 张家界 永定区澧滨小学 李春秀 三等奖

84 海之城 李雅涵   小学 张家界 零阳镇一完小 柴林典 三等奖

85 阳光色素机 杨  豆   小学 张家界 金慈实验小学 覃事雷 三等奖

90
老年人防电信网络诈骗
帽

吴柯樊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实验小学 卓名森 三等奖

94 心理咨询师机器人 王  洋 初中 湘西 吉首市第二中学 彭  婧 三等奖

95 土蜂蜜制造器 杨文静 小学 湘西 吉首市乾城小学 石安民 三等奖

107 青蛙净化器 于潇钧 小学 怀化 怀化市铁路第一小学 蒋发珍 三等奖

109 懒人“运动服” 吴敏彤 小学 怀化 新晃县晃州镇第三小学 李  娟 三等奖

125 我是文物探测仪 王姝彤 初中 益阳 灰山港镇中心学校 张飞跃 三等奖

127 危险探测仪 臧佳阳 小学 益阳 沅江市南大膳镇晓乐小学 李  静 三等奖

132 害虫终结者 杨  渤 初中 长沙 长沙县榔梨街道梨江中学 粟  旭 三等奖

134 机场防雾系统 聂芳蕊 小学 长沙 浏阳市长南路小学 汤达如 三等奖

135 地心黄蜂 张琪欣 小学 长沙 浏阳市黄泥湾小学 邓  偲 三等奖

136 穿越眼镜 刘俊昊 初中 长沙 黄金中学 贺  仁 三等奖

138 生物蚁人 黄奕乔 初中 长沙 长郡月亮岛学校 杨爱芳 三等奖

141 地震救援机 陈可然 小学 邵阳 新宁县解放小学 倪楠楠 三等奖

142 好饿好饿的机器人 欧阳畅轩 幼儿园 郴州 北湖区第一幼儿园 欧阳凤英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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