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获奖名单

一等奖36项

区（市） 项目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单位 指导教师

西海岸新区 古画修复机器人 陈妙涵 青岛西海岸新区新世纪小学 韩莉亚

即墨区 未来.世界 张如意 即墨区龙泉中心小学 栾慧

西海岸新区 DNA婴儿缺陷修复机器人 符冉 青岛西海岸新区新世纪小学 韩莉亚

西海岸新区 社区垃圾转换站 陈旭晖 青岛西海岸新区兰亭小学 徐念霞

市北区 CO2高层救援机器人 刘炳蔚 青岛东胜路小学 任霞

市南区 超能艺术家 李浩嘉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徐辉

崂山 陨石能量转换站 刘子淇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蕾

市北区 综合诊疗仪 孙仁和 青岛人民路第一小学 沈琛

西海岸新区 未来战士 郭策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实验小学 栾冰

胶州 未来住宅 张宸赫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杜君

崂山 消灭病毒杀杀杀 房洁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姜亚婷

西海岸新区 新能源多功能汽车 王子欣 青岛西海岸新区崇明岛路小学 侯晓峰

西海岸新区 月球大气层制造器 吴诺亮 青岛西海岸新区崇明岛路小学 陈亚楠

市南区 垃圾分类机 韩君睿 青岛南京路小学 刘青

市南区 智能传感学习仪 段昱萌 青岛银海学校 杨蕾

市南区 云端空间不设限 李浩源 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 夏欢欢

即墨区 太空城一角 张若琳 即墨区第三实验小学 郭玉静

胶州 社区温暖车 王悦然 胶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王远

市北区 中国量子飞船 万润彤 青岛北山二路小学 韩利华

市北区 月球环境共生系统 施佳彤 青岛北山二路小学 顾文彬

市北区 多功能医护机器人 刘奕孜 青岛人民路第一小学 邹颖

市北区 云中之家 夏雨彤 青岛桦川路小学 陈晓晨

市北区 能量转换瓶 任杺爱 青岛桦川路小学 陈晓晨

市北区 2040 中国火星计划 王泽臻 青岛桦川路小学 陈晓晨

市北区 废水循环转换机 方弈涵 青岛启元学校 陶静静

莱西 变废为宝 乔涵睿 莱西市国开实验学校 李香婓

西海岸新区 城市垃圾回收能量转换站 张馨予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宋青风



西海岸新区 未来自习室 马雅瑄 青岛西海岸新区大村小学 王骐林

市南区 勇敢的太空人 李羿陈 青岛第七中学 孟晓红

市北区 移动式能源汽车 宋星瑞 青岛启元学校 陶静静

市北区 万物移动社区 邢敏瑜 青岛第五十三中学 宋培蕾

直属 神奇科学，无限能量 刘耀鸿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朱明烨

市北区 中国速度，中国力量 徐艺霏 青岛超银中学（镇江路校区） 郁扬子

西海岸新区 守护 付珈瑜 青岛西海岸新区柳花泊初级中学 马雪洁

市北区 空中防疫机器人 李沛霖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赵丽君

市北区 我家的智能生态别墅 蔡光宗 青岛第二十八中学 王俊鹏

二等奖36项

区（市） 项目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单位 指导教师

市南区 智能餐桌 张程铭 青岛（市南）海信学校 毕玮

市南区 自动牙科医院 刘子璐 青岛文登路小学 杨蕾

市南区 “战疫”机器人医生 杨心怡 青岛银海学校 张秋菊

即墨区 希望星球 毛雅茹 即墨区德馨小学 周丽丽

即墨区 智能汽车 房艾佳 即墨区德馨小学 周丽丽

即墨区 多功能田间劳作机 匡如意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李雪

即墨区 新老人院 潘阳 即墨区龙泉中心小学 李莎莎

即墨区 飞行城市 吕伊邑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高斌

即墨区 灯泡发电器 江泽霖 即墨区德馨小学 周丽丽

崂山 中国号太空堡垒 王明辙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 王素云

崂山 新冠清扫器1号 刘尚 青岛市崂山区汉河小学 王学婷

胶州 未来的垃圾处理中心 律野 胶州市北京路小学 刘亚男

胶州 移居太空 郭朝瑞 胶州市胶西镇刘家疃小学 高铭

市北区 防病毒口罩 李梓欣 青岛人民路第一小学 邹颖

市北区 垃圾智能回收再利用处理器 高睿泽 青岛第五十三中学 刘雪

市北区 未来城市 麦雅晴 青岛启元学校 陶静静

市北区 时空旅行机 张可睿 青岛启元学校 陶静静

市北区 海底免疫治疗系统 王晨羽 青岛启元学校 陶静静



市北区 树上停车场 于开心 青岛人民路第一小学 沈琛

市北区 生活新空间 郝延筱乐 青岛桦川路小学 陈晓晨

莱西 机械移动蒙古包 李泓林 莱西市第二实验小学 郭蓓蓓

莱西 天空之城 李姮仪 莱西市滨河路小学 迟惠允

莱西 龙形海底机 张莉雯 莱西市国开实验学校 马琳丽

西海岸新区 抗洪飞行救援器 肖俏雯 青岛西海岸新区安子小学 李胜男

西海岸新区 太空信号搜集器 王浩宇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 付晓雯

西海岸新区 星际语音转换空间站 赵茹涵 青岛西海岸新区江山路第一小学 薛晓艳

西海岸新区 植物消杀病毒 臧延蓉 青岛西海岸新区青草河小学 吴帅帅

西海岸新区 未来防疫中心 丁明瑞 青岛西海岸新区双语小学 祖亚秋

西海岸新区 新冠治疗医院 张雅萱 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 孙吉丛

西海岸新区 太空乐队 薛智鸿 青岛西海岸新区香江路第一小学 刘丽娜

西海岸新区 海洋垃圾分类器 孙福凯 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小学 李姝廷

西海岸新区 魔方超人——医疗物资输送器 于畔 青岛西海岸新区新世纪小学 韩莉亚

胶州 树之城 颜佳欣 胶州市第十八中学 吕晓凤

直属 科技之光点亮未来智慧新生活 翁宇航 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成捷

市南区 未来地下城 吴东润 青岛（市南）海信学校 吕芊溪

李沧区 曙光未来城 金雅涵 青岛沧口学校 赵玉芝

三等奖49项

区（市） 项目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单位 指导教师

直属 未来城市交通 丁静智 青岛中学 徐慧媛

直属 我眼中的未来城市 李佳晨 青岛中学 徐慧媛

直属 八大行星环保计划 周治润 青岛中学 徐慧媛

直属 “逐梦号”火星车 叶澄霏 青岛中学 徐慧媛

直属 迈向未来 褚懿萱 青岛实验学校 李吉祥

市南区 多功能泡泡机 王婉辰 青岛太平路小学 郭琳

市南区 超级能源集成车 李安婕 青岛银海学校 林笑羽

市南区 超级快递 王雅曦 青岛第二十四中学 王清

即墨区 太空趣事 任轩瑶 即墨区德馨小学 周丽丽



即墨区 时光穿梭机 金恩熙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李梦梦

崂山 时光穿梭 罗玥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 王健

崂山 智能医疗机器人 张欣怡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 钟彬畅

崂山 未来建筑工程机器人 王海宁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 赵佳

崂山 太空新家园 马乐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春红

胶州 未来世界 纪喆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张帆

胶州 太空小镇 王梓诺 胶州市第六实验小学 姜之媛

胶州 未来的家 王梓淇 胶州市北京路小学 高杨

胶州 空气净化飞行器 马旌翔 胶州市马店小学 贾冬冬

胶州 自动清洁车 李轩 胶州市胶西镇胶西小学 姜丽丽 

市北区 能量转换 刘田叔 青岛超银小学（金沙路校区） 张姿璇

市北区 新冠测试眼镜 王泽齐 青岛第五十三中学 刘平

平度市 空中消防车 张金璇 平度市大泽山大泽山小学 刘伟

平度市 智能收割机 徐浩瑞 平度市大泽山大泽山小学 王翠

城阳区 科幻 肖宇 青岛城阳区流亭小学 戚丽媛

城阳区 海底城 王榕 青岛城阳区流亭小学 戚丽媛

莱西 超级垃圾分类回收站 郭玥秀 莱西市第二实验小学 宋祺

李沧区 未来生活 叶昕源 青岛虎山路小学 黄钰钦

李沧区 海底之城 傅雅萱 青岛市李沧区实验小学 李斐

李沧区 畅想海底 乔治霖 青岛虎山路小学 谢倩

李沧区 海螺生态城 赵一帆 青岛永和路小学 刘娇

李沧区 未来畅想 马君昊 青岛虎山路小学 谢倩

西海岸新区 新冠肺炎病毒消除器 代航嘉 青岛西海岸新区嘉陵江路小学 代名宝

西海岸新区 海底未来之城 唐玉涵 青岛西海岸新区双语小学 张杉

西海岸新区 智能生态“猪之家” 蔡晓钎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小学 张俊

胶州 宇宙树屋 徐苏 胶州市第十中学 胡晓华

直属 未来的世界 林佳铭 青岛中学 徐慧媛

直属 New World 金凌雪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刘琼

直属 未来可期 田一禾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万倩如

直属 科技战“疫” 王萧 青岛实验学校 李吉祥

直属 海洋垃圾处理器 李宜霖 青岛第三十七中学 唐玉芳



直属 科学试验模拟器 张子彦 青岛第三十七中学 唐玉芳

市南区 新冠清楚仓 郭王一诺 青岛（市南）海信学校 陈瑞娟

市南区 世界惊喜 陈奕瑄 青岛（市南）海信学校 陈瑞娟

市南区 畅享海洋 杨熙芮 青岛（市南）海信学校 陈瑞娟

城阳区 新纪元——空中新城 魏小雅 青岛城阳五中 仪璇璇

莱西 未来家园 臧以琳 莱西七中 吕晶晶

莱西 科学幻想 朱哈拿 莱西七中 于慧

莱西 未来生态系统 杨皓然 莱西七中 王庆华

莱西 科学幻想 张志远 莱西七中 滕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