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山西省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科技绘画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学段 所在学校 
辅导 

教师 
市 等级 

1 智能消防救援器 王钟汉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王宝霞 阳泉 1 

2 自动安全采矿机 武辰宇 小学 沁源县实验小学 任金娥 长治  1 

3 多功能自行车 王子佩 小学 沁源县灵空山镇畅村小学 韩  敏 长治  1 

4 未来的宇宙 阴素慧 小学 沁源县聪子峪乡聪子峪小学 栗智峰 长治  1 

5 阳台多功能种植机器人 张惠洁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李娜 忻州 1 

6 巨无霸魔幻探测仪 张渊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实验小学 卜文贤 阳泉 1 

7 地下公寓 刘家秀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联校东

关小学 
梁芳芳 阳泉 1 

8 再生科植机 郝昕莹 小学 沁源县实验小学 任晓婧 长治  1 

9 开心摘梨器 王坤琳 小学 沁源县灵空山镇王庄小学 郭  静 长治  1 

10 雨天收集器 王泽琦 小学 城区东街小学 王斌 长治  1 

11 怪兽教室两栖车 郭斐暄 小学 城区中山头小学 赵潇雅 长治  1 

12 环保小卫士 宁泽宁 初中 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北留中学 裴莉芳 晋城 1 

13 新鲜 王文静 初中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郭海燕 晋城 1 

14 思想的印记 郭珂昕 小学 晋城市高平红旗小学 崔  艳 晋城 1 

15 西瓜天地 郭彦瑾 小学 晋城市高平实验小学 芦素珍 晋城 1 

16 废气净化机 张紫茹 小学 晋城市高平实验小学 秦燕峰 晋城 1 

17 未来的汽车 李禹璐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1 

18 新型城市 刘子硕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1 

19 天然彩色制衣 赵裕婧 小学 清徐县西城实验小学 闫晓丽 太原 1 

20 运动健身车 陈盈帆 小学 清徐县西城实验小学 闫晓丽 太原 1 

21 机多功能洗房机 高伊婕 小学 尖草坪区实验小学 陈颂姣 太原 1 

22 释放氧气车 曹文丽 小学 第二实验小学 邵铁瑛 太原 1 

23 植物生长营养转换器 王宇浩 小学 古交十三小 张 丽 太原 1 

24 未来的机器人 樊奕涵 小学 太原市晋源区实验三小 孟艳芳 太原 1 

25 净化空气的机器人 王韩菲 小学 太原市晋源区实验三小 孟艳芳 太原 1 

26 太空长城 高 静 小学 并州路小学校 边丽萍 太原 1 

27 未来之家 王星然 小学 桃园小学 兰琳 太原 1 

28 未来海上家园 范楚洁 小学 小店区三中 程靖 太原 1 

29 科技时代 胡雅娟 小学 忻州市实验小学 蔺雁飞 忻州 1 

30 中国植民星 陈嘉琪 小学 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冯丽 忻州 1 

31 垃圾清理机 赵雅新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宋粉青 忻州 1 

32 太空城 李昕冉 小学 长治市城区东关小学 刘娟 长治  1 

33 太阳能智能储水净水器 王俊丽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王宝霞 阳泉 2 

34 多功能清洁机器人 梁胜捷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实验小学 周晓涛 阳泉 2 

35 推开灰色—尾气处理器 邓彬彦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育英小学 段晓荣 阳泉 2 

36 畅游太空 石晨越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实验小学 于凯红 阳泉 2 



37 太空植物生长系统 荆丽燕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平坦镇石卜咀

小学 
王小荣 阳泉 2 

38 
海底垃圾清理器、环保

车 
陈前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第二实验小

学 
王月华 阳泉 2 

39 DNA 基因重组机 李佳恒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第二实验小

学 
贾晖峰 阳泉 2 

40 
庄稼的好朋友—机器田

鼠 
杨益民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孙世平 阳泉 2 

41 海底生态餐厅 张艺菲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李晓芳 阳泉 2 

42 自制彩虹机器人 聂锐雯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李晓芳 阳泉 2 

43 飞行衣和环保自行车 赵玥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东关

小学校 
周宁 阳泉 2 

44 树•屋 时欣 初中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第三中学校 张彦文 阳泉 2 

45 天空家园 姚宇霄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联校东

关小学 
梁芳芳 阳泉 2 

46 超级自行车 高  妍 小学 沁源县实验小学 任晓婧 长治  2 

47 雾霾清除机 张淑珺 小学 沁源县实验小学 任晓婧 长治  2 

48 海水能源转化器 马育婧 小学 平顺县青羊小学 闫丽萍 长治  2 

49 炫彩科幻世界 李佳慧 小学 长治县振兴学校 牛晶雅 长治  2 

50 加工厂 宋晨晟 小学 长治县苏店镇西庄学校 成苗 长治  2 

51 废气吸收机 孙绍轩 小学 长治县苏店镇西庄学校 成苗 长治  2 

52 海底乐园 冯轲凡 小学 长治县苏店镇西庄学校 成苗 长治  2 

53 激光索缆车 郑博雯 小学 晋城市阳城县驾岭中心学校 武秀云 晋城 2 

54 采蜜机 宋雨星 小学 晋城市阳城县白桑乡白桑完小 郭莹 晋城 2 

55 未来的葵花田 毋卓然 初中 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北留中学 裴莉芳 晋城 2 

56 汽车噪音废气转换器 曹杨清 小学 晋城市阳城县第三小学 赵忠平 晋城 2 

57 自制飞行器 栗佳奕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2 

58 美丽的星空 郭祉伶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2 

59 
希望祖国科技 

更加发达 
李语同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2 

60 其乐融融的飞翔 刘雨馨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2 

61 美丽的世界 贺思思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2 

62 氢发电厂 康乾 小学 晋城市城区小张村小学 李婷婷 晋城 2 

63 立体轨道交通 唐琳烨 小学 晋城市城区小张村小学 李婷婷 晋城 2 

64 神奇的机器人 赵雅慧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临泽小学 吕素芳 晋城 2 

65 垃圾处理器 李媛媛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七岭店小学 郝莉莉 晋城 2 

66 未来的家 王贝扬 小学 晋城市高平东方红小学 陈  晨 晋城 2 

67 未来交通工具 李科宇 小学 晋城市高平河西镇悬南村小学 侯淑华 晋城 2 

68 多功能清理机 邵  峰 小学 晋城市高平特殊教育中心 王卫宏 晋城 2 

69 朋友 武思凝 小学 晋城市高平河西镇悬南村小学 侯淑华 晋城 2 

70 科幻的城市 焦蓉蓉 初中 晋城市高平神农中学 冯  萍 晋城 2 

71 太空科技小学 李赵淼 小学 晋城市高平红旗小学 崔  艳 晋城 2 



72 梦幻的家园 栗子琦 小学 晋城市高平实验小学 赵素琴 晋城 2 

73 城市和谐号 王宣凯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2 

74 机器人快递 王子硕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2 

75 多功能飞船 曹嘉江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2 

76 自动铺路机 李响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2 

77 灿烂的世界 杨洋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2 

78 除瘤专家 路雨菲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2 

79 空气净化器 段佳裕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孙淑芳 太原 2 

80 未来消防队 张浩深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孙淑芳 太原 2 

81 安全的树城 李雨桐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孙淑芳 太原 2 

82 地下环卫工 乔硕 小学 清徐县西城实验小学 闫晓丽 太原 2 

83 《多功能火车》 刘玥琨 小学 尖草坪区实验小学 陈颂姣 太原 2 

84 《智能环保灌溉机》 贾馨雅 小学 尖草坪区实验小学 陈颂姣 太原 2 

85 《未来的世界》 李文璇 小学 尖草坪区实验小学 闫永红 太原 2 

86 治霾神器 李欣杰 小学 第二实验小学 张雅书 太原 2 

87 环保的天鹅 焦熙媛 小学 第二实验小学 邵铁瑛 太原 2 

88 海底城市 冯钰淇 小学 第二实验小学 邵铁瑛 太原 2 

89 多功能衣服转换器 程于伦 小学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杨婧 

闫琪 
太原 2 

90 环保鱼 邢煜婕 小学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杨婧  

闫琪 
太原 2 

91 旋转式太空垃圾处理器 张诗研 小学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杨婧  

闫琪 
太原 2 

92 智能转换机器人 刘多多 小学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杨婧 

闫琪 
太原 2 

93 未来世界 侯鑫婷 小学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杨婧 

闫琪 
太原 2 

94 热能转化站 王梓媛 小学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杨婧  

闫琪 
太原 2 

95 沙漠绿化机器人 赵进博 小学 古交十三小 张 丽 太原 2 

96 《云中城》 兰瑞云 小学 太原市晋源区实验三小 秦晓清 太原 2 

97 《太空音乐会》 杨若溪 小学 太原市晋源区实验三小 韩敏 太原 2 

98 宇宙能量孵化器 余 宽 小学 晋源区实验三小 刘晓红 太原 2 

99 音乐梦想 贾思晗 小学 晋源区实验三小 刘晓红 太原 2 

100 《未来世界 太空基地》 卢宇皓 小学 迎泽区第三实验小学 郝巧芬 太原 2 

101 《未来的世界》 景珂妍 小学 校尉营小学 李振华 太原 2 

102 空中乐园-太空岛 索菲迩 小学 桃园小学 刘雅婷 太原 2 

103 沙漠新居 任菲玥 小学 东方小学 张蕾 太原 2 

104 未来世界 董玥好 小学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武妮 忻州 2 

105 多功能清洁车 刘弘楷 小学 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张燕 忻州 2 

106 通天藤 陈浩鸣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忻州 2 

107 未来的农民 杨雅斐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王国英 忻州 2 



108 未来的城市 逯雨清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路家村镇刘家

村小学 
李书萍 阳泉 3 

109 浇水机器人 安琪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第二中学校 胡月 阳泉 3 

110 大树屋 王桐雨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实验小学 张常红 阳泉 3 

111 农家变益机 苗颖 小学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育才小学 张新星 阳泉 3 

112 家庭用水循环器 李浩杰 小学 沁源县实验小学 任晓婧 长治  3 

113 未来新房 路宇茜 小学 平顺县实验小学 任藴璞 长治  3 

114 海底隧道之城 郝家宣 小学 长治县振兴学校 牛晶雅 长治  3 

115 返老还童机 崔雅茹 小学 长治县苏店镇西庄学校 成苗 长治  3 

116 快乐记忆喷雾 张嘉辰 小学 城区中山头小学 赵潇雅 长治  3 

117 机器人导游 郭烨宁 小学 晋城市阳城县水村小学 张霞 晋城 3 

118 海底家园 杨梦雨 初中 晋城市杨晨先第五中学 卫鹏 晋城 3 

119 未来的世界 吴珂颖 小学 晋城市阳城县后则腰小学 栗俊琪 晋城 3 

120 未来的对话 张璐滢 初中 晋城市阳城县西河乡西河中学 张才龙 晋城 3 

121 展望未来 宋雅凡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3 

122 神舟二十八号 焦怡晶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3 

123 月亮旅游 张倬轩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3 

124 太空飞航机 牛韵涵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3 

125 飞船 肖雅怡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3 

126 太空回收一号 郭雨欣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3 

127 白天与黑夜 王家怡 小学 晋城市城区城南三小 柳梦丹 晋城 3 

128 多功能播种收割机 司慧捷 小学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董淑飞 晋城 3 

129 多功能生物转化车 王宇斐 小学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李凯彦 晋城 3 

130 太空度假村 李灿阳 小学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李凯彦 晋城 3 

131 太阳能鞋形度假车 李雅萱 小学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司云峰 晋城 3 

132 多动能废纸回收机 张奥翔 小学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牛素芹 晋城 3 

133 尾气转化机 周佳颖 小学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祁晋飞 晋城 3 

134 无人驾驶汽车 赵佳汝 小学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祁晋飞 晋城 3 

135 雾霾吸收净化器 贺如冰 小学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司云峰 晋城 3 

136 细菌之天敌 夏雪忻 初中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中学 刘俊林 晋城 3 

137 飞机环保者 杨宇欣 初中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中学 李丽清 晋城 3 

138 宇宙中心复合体 段雅如 初中 晋城市第七中学 张  霞 晋城 3 

139 家庭用水循环器 周雨菲 小学 晋城市城区小张村小学 李婷婷 晋城 3 

140 飞翔的城市 刘子欧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临泽小学 秦晋霞 晋城 3 

141 宇宙能源转化站 刘佳蒙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临泽小学 秦晋霞 晋城 3 

142 梦幻仙境 申金玉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临泽小学 吕素芳 晋城 3 

143 神奇的鞋房子 程楠宁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临泽小学 吕素芳 晋城 3 

144 神秘宇宙 李向婷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临泽小学 吕素芳 晋城 3 

145 神奇的汽车 赵家墨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临泽小学 孟晋芳 晋城 3 

146 在月球上植树 王亦凡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临泽小学 马江艳 晋城 3 

147 漫游太空 郭研妤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临泽小学 马江艳 晋城 3 

148 空气吸尘器 郭紫凝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七岭店小学 郝莉莉 晋城 3 

149 未来的机器 段绍敏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七岭店小学 郝莉莉 晋城 3 



150 海底世界 陈飞越 小学 晋城市城区七岭店小学 郝莉莉 晋城 3 

151 多功能房子 常紫渊 小学 晋城市高平东方红小学 何莉莉 晋城 3 

152 星空下 王诗寒 小学 晋城市高平红旗小学 崔  艳 晋城 3 

153 太空 张芳齐 小学 晋城市高平实验小学 赵素琴 晋城 3 

154 新型旅游器 王  增 小学 晋城市高平东方红小学 陈  晨 晋城 3 

155 机器人 郭鑫鹏 小学 晋城市高平东方红小学 牛小翠 晋城 3 

156 我的梦——太空之旅 赵锶锶 小学 晋城市高平陈区镇浩庄小学 秦彦慧 晋城 3 

157 空中防疫站 崔恩熙 小学 晋城市高平实验小学 郭秀彬 晋城 3 

158 未来的世界 赵俊颖 小学 晋城市高平实验小学 秦科丽 晋城 3 

159 海洋探秘 焦昕然 小学 晋城市高平特殊教育中心 王卫宏 晋城 3 

160 小交警的风采 崔申旭 小学 晋城市高平实验小学 郭秀彬 晋城 3 

161 爱护绿色家园 成俣慧 小学 晋城市高平实验小学 申  琳 晋城 3 

162 太空遨游 张浩熙 小学 晋城市高平红旗小学 崔  艳 晋城 3 

163 高空“环保号” 靳明炀 小学 晋城市高平红旗小学 刘旭芳 晋城 3 

164 海底医生 刘泽霖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3 

165 生命精灵 王宇柔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3 

166 
蜜蜂小精灵--智能采蜜

器 
张景琪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3 

167 未来的家园 王一涵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3 

168 未来的地底挖掘机 白珺泽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3 

169 绿色助手--蜘蛛清洁器 庞力源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3 

170 宇宙飞船 王嘉祺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3 

171 海底能源转换器 张家铭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王海平 太原 3 

172 太空警察 王鹏玮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罗亚花 太原 3 

173 奇妙的眼睛 李鑫蕊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孙淑芳 太原 3 

174 树屋 王宴晟 小学 清徐县实验小学 孙淑芳 太原 3 

175 《美好记忆器》 张子晗 小学 尖草坪区三给中心校 殷爱娟 太原 3 

176 绿色家园 肖文慧 小学 阳曲县新阳街小学校 赵毅凤 太原 3 

177 空中养殖中心 葛政昊 小学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杨婧  

闫琪 
太原 3 

178 海底房屋 匡佳慧 小学 古交七小 邹建芳 太原 3 

179 《宇宙奇幻世界》 温欣瑶 小学 太原市晋源区实验三小 秦晓清 太原 3 

180 《海底总动员》 项欣怡 小学 太原市晋源区实验三小 韩敏 太原 3 

181 太空漫步 齐欣悦 小学 忻州市第十三中学 武志强 忻州 3 

182 机器时代 康腾 小学 忻州市保德县第二小学 张建军 忻州 3 

183 太空 王奉文 小学 忻州市保德县第二小学 张建军 忻州 3 

184 未来的世界 张钱钱 小学 忻州市保德县第二小学 马敏 忻州 3 

185 航天飞行器 冀浩源 小学 忻州市保德县第二小学 王敏 忻州 3 

186 多彩的世界 刘墨菲 小学 忻州市保德县第二小学 翟艳红 忻州 3 

187 科幻生活 韩畅 小学 忻州市保德县第二小学 王茹 忻州 3 

188 宇宙之家 仝嘉茜 小学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刘美花 忻州 3 

189 牛奶加工场 赵亦帆 小学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王艳青 忻州 3 

190 金刚玻璃 齐志杰 小学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王艳青 忻州 3 



191 空气净化器 李政宏 小学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王艳青 忻州 3 

192 未来的游乐场 张雅琪 小学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王艳青 忻州 3 

193 铅笔的城市 毛晓煜 小学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王艳青 忻州 3 

194 未来世界 李雨霏 小学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张丽青 忻州 3 

195 中国梦－飞向太空 杜昕洁 小学 忻州市实验小学 钱伟 忻州 3 

196 空气净化飞行器 银子睿 小学 忻州市实验小学 王东霞 忻州 3 

197 神奇的太空 亢昱璇 小学 忻州市实验小学 李晓斌 忻州 3 

198 你好，未来 王子惠 初中 忻州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中学 路伟 忻州 3 

199 太空航母 米相宇 初中 忻州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中学 路伟 忻州 3 

200 太空家园 兰文涛 初中 忻州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中学 路伟 忻州 3 

201 多功能房子 武芝鹤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王国英 忻州 3 

202 我的家 赵子夫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宋粉青 忻州 3 

203 新型环保机 谭桂浩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忻州 3 

204 神奇的高楼 张钰康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辛丽霞 忻州 3 

205 和平机器人 亢煜杰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杜美青 忻州 3 

206 净水鱼 李睿斌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杜美青 忻州 3 

207 果园的机器人 杨雅婷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辛丽霞 忻州 3 

208 未来世界 樊炜琪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贺鹏飞 忻州 3 

209 火星家园 郭思含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忻州 3 

210 未来城 李超靓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裴果梅 忻州 3 

211 未来的生活 贾惠媛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宋粉青 忻州 3 

212 小小机器人 白瑞元 小学 原平市第二小学 赵伟全 忻州 3 

213 环境保护 张亚琼 高中 朔州市朔城区一中 王桂梅 朔州 3 

214 太空奥秘 张若琛 小学 平遥实验小学 杨晓婷 晋中 3 

215 未来的模样 李芋星 小学 平遥实验小学 郭晓莲 晋中 3 

216 数字小报、春节小报 范晓娜 小学 平遥实验小学 雷瑞俊 晋中 3 

217 彩虹世界 闫雅婷 小学 平遥实验小学 赵香玲 晋中 3 

218 多功能机器人 郭宇帆 小学 平遥实验小学 范晓琴 晋中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