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3 届湖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学幻想绘画一等奖公示

序

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城市 作者 学校

辅导老

师

1 AL180006
《美梦宝石转

换机》
武汉市 陈婧仪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纪元

2 AL180005 美丽新世界 武汉市 李黄玥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纪元

3 AL180014 未来破冰机 武汉市 朱泊铭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纪元

4 AL180023
未来的海洋医

院
宜昌市 李锦言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实验小

学
黄春艳

5 SC180030 星际城市 十堰市 赵一飞 湖北省十堰市柳林小学 高雪

6 DN180005
漂浮的胶囊公

寓
荆门市 戴岩修 荆门市实验小学 田鹏

7 SC180031
智能家居机器

人
十堰市 范芯绮 湖北省十堰市柳林小学 高雪

8 LB180003 未来农夫
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
张澳铭 宣恩县民族实验小学 李大梅

9 SC180035 音乐机器人 宜昌市 商葭露 宜昌市夷陵天问国际学校 张琪

10 AL180028
《我们的秘密

花园》
武汉市 宫姝彤 武汉市武昌区柴林小学 王雯

11 AL180031
多功能环保净

化器
宜昌市 覃钇润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实验小学 陈晓玉

12 SC180002 语言翻译器 武汉市 刘珂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小学
杨璞

13 SC180033 森林卫士 武汉市 何岱恒 武珞路实验初级中学 朱婷

14 SC180029 环保科技树 武汉市 何天成 武汉二中广雅中学 张宁

15 AL180045
新型智能洗衣

机
黄石市 汪萱 湖北省大冶师范附属小学 张耀新

16 SC180009
雾霾智能吸尘

器
宜昌市 杨琛灵 湖北省宜昌市第六中学 李贤莉

17 OT180007 航天造车机
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
李黄 建始花坪民族初级中学 江芬

18 AL180012
未来鱼儿救援

队
武汉市 明晨瑜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纪元

19 AL180015
小胶囊神经递

质特工队
武汉市 阮景晖 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张琼

20 DN180004 智能净化器 荆门市 谢楚泠 荆门市实验小学 郑涛

21 SC180043 神奇的房子 荆州市 黄浩翔 监利县红城小学 潘慧芬



22 OT180016 《梦中的花房》 武汉市 郑安妮 武汉第三寄宿中学 姚杰

23 AL180017 《未来学校》 武汉市 魏祎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小学
杨璞

24 OT180035 绿色水世界 武汉市 李文清 武汉市南湖中学 刘玲平

25 AL180013 这快递真牛 武汉市 卢智明 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 周黎

26 DN180007 粉笔回收黑板 荆门市 任一鸣 荆门市实验小学 田鹏

27 OT180027
植物汽油提取

机
黄石市 胡莎莎

大冶市师范附属小学观山校

区
石灵颖

28 OT180028 噪音转化器 黄石市 黄欣钰
大冶市师范附属小学观山校

区
石灵颖

29 SC180023
多功能学习眼

镜
武汉市 彭静怡 武汉市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李诗源

30 AL180036 神奇衣橱 武汉市 王佳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附属学

校
刘莹

31 AL180039
太阳能污水处

理器
黄石市 柯溪 湖北省大冶师范附属小学 吴维

32 LB180046 树叶加油站
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
邓阮心

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实验小

学
虞艳琼

33 SC180038 未来地下世界 黄冈市 施文捷 武穴市龙坪镇中心小学 李想

34 AL180043 灾区救援机 咸宁市 但美熙 咸宁市实验小学 高阳

35 LB180057 空气净化器 孝感市 李嘉瑶 应城市实验小学 田丽霞

36 SC180015 《公路飞碟》 宜昌市 王淑珺 湖北省宜昌市第四中学 罗玲玲

37 AL180007
未来的美好家

园
武汉市 吴思睿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向丹

38 AL180037 机器人蛋糕店 武汉市 刘欣彧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附属学

校
刘莹

39 DN180008 灌溉 荆门市 陈宣霖 荆门市实验小学 郑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