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年级） 作者姓名 辅导教师
获奖
等级

1 二十年后的“怒江大峡谷” 福贡县省定民小 李重香 和继林 1
2 垃圾动力体育馆 盘龙区金康园小学 纳欣悦 郭建英 1
3 捕虫机器人 武成小学 杨幸瑀 石梦媛 1
4 神奇的薄膜 云南玉溪第一小学 任旭晨 李丽 1
5 全自动修正贴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赵俊皓 周存香 2
6 动物语言翻译机 文山州砚山县民族中学 文斯瑞 龚立波 2
7 基因种植 金平一小 苦可 陶兰英 2
8 我发明的捡干巴菌机 东川区第三小学 夏艺哲 马丽芬 2
9 机器鸟 盘龙区金康园小学三年级 罗谙博 王燕 2
10 新型跑道 楚雄东瓜镇中心学校 李娅梅 谢正雄 2
11 未来常青的城市之树 楚雄师院附小 王晓俊 毛海燕 2
12 先进的交通设施 玉溪一小（山水校区） 张艺尊 胡翠玲 2
13 新型多功能汽车 隆阳区第二小学 田浩楠 高显莲 3
14 未来的神奇课桌 隆阳区第二小学 林仕琦 张琳丽 3
15 污水的笑声 龙陵县龙山中心学校 杨潭 黎曾彩 3
16 未来多物种的庄稼 腾越三完小 周舒航 毛家蕊 3
17 地球变色记 龙陵县龙山中心学校 鲁兴琦 赵春华 3
18 盲人眼镜 凤庆县第一完全小学 郭泽中 舒玲娟 3
19 智能海底餐厅 临翔区南屏小学 赵思贻 孟庆芳 3
20 还我一片洁净的天空 镇康县城关完小 杨程 董开蕊 3
21 宇宙旅行 耿马自治县城关完小 周璇 孙芸珠 3
22 神奇地砖 水富县云天化中学 吴毓婷 苟帮秀 3
23 百变智能课桌 盐津县普洱中学 王飞 王国金 3
24 未来的公交车 水富县第一小学 薛丙 罗敏 3
25 我的玻璃“致富路” 西双版纳州二中 王丽云 张亚红 3
26 2025年的报纸 允景洪小学 黄写林 李静 3
27 大象，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允景洪小学 舒信 赵建花 3
28 未来的房子 勐腊县一小 蔡国治 蔡梅 3
29 冥王星之旅 允景洪小学 李柯逸 周丽琼 3
30 漂流瓶 会泽县钟屏中学 唐荣欣 3
31 让霍金的脑子铺遍世界 会泽县钟屏中学 黄玉洁 3
32 吸烟的云 会泽县工农小学 陈璿伊 张满珍 3
33 畅想未来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吴宇然 袁萍鲜 3
34 机器医生----乔1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张弦鸣 王林仙 3
35 神奇的黑板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陈琪瑶 周存香 3
36 紫藤清洁器 文山州砚山县二小(四年级) 付娟绮 沈占引 3

37
未来的鞋

文山州文山县第四小学（五
年级） 焦贤民 曾美松

3

38 多功能机器猫
文山州富宁县新华镇旧腮希
望小学（五年级）

罗强 黄泽光 3

39
有梦想才会有成功

文山州文山县第一初级中学
（八年级） 卿青 杨寿芬

3

40
智能垃圾桶

文山州砚山县二小（四年
级） 纪亚宁 沈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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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会发电的公路 思茅二小（三年级） 冯义卿 郭松云 3
42 全自动化的世界 思茅一中（八年级） 薛朝宸 吕峰 3
43 泡泡飞船 宁洱直属小学（二年级） 王程召 罗静 3
44 地球的眼睛 孟连县民族小学（六年级） 韩圣豪 叶嫩 3
45 有益的细菌 怒江州实验小学 杨昊云 和艳祥 3
46 新式床 怒江州实验小学 张杨薇 王新云 3
47 强化医疗多功能玻璃 怒江州实验小学 李玥 和慧珍 3
48 未来的神奇世界 怒江州实验小学 蒋琳琳 王黎清 3
49 课桌显身手 建水一中 周妍吟 赵文金 3
50 戒烟香瓶 福慧学校六年级（2）班 和孟泽 何亚波 3
51 清理海面溢油 福慧学校六年级（1）班 和春佼 王珍 3
52 未来世界和我的发明 云南交警哈巴小学 马洪 3
53 祖国的变化 云南交警哈巴小学 马云 3
54 新型环保“小卫士” 潞西市芒市第三小学 张梅娟 黄克芹 3
55 第三次绿色革命 潞西市芒市第四小学 李京典 解晓萍 3
56 新型发电机 瑞丽市勐卯小学 闫秉尚 闫晶芬 3
57 绿色净水船 剑川县金华一小 王瑾 王瑛 3
58 WSBL横空出世 大理州南涧县示范小学 赵秀寅 李桂香 3
59 高血脂的克星 弥渡县弥城二小 杨子民 乐春艳 3
60 未来不是梦 南涧县拥翠小学 杨云艳 袁玉娟 3
61 沙漠之舟 剑川县金华一小 施铃 张梅芳 3
62 神奇的“粉笔鼠标” 官渡区金马中心学校 陈康 杨翠华 3
63 户外英雄——超级搜救犬 官渡区金马中心学校 苏玉珠 徐捷 3
64 魔幻马路 官渡区金马中心学校 李珂 王英 3
65 分离旅行包 官渡区双桥中心学校 王孙宁 陆倩若 3
66 抗癌小蚂蚁 西山区马街中心学校 肖朋悦 李艳红 3
67 家庭式太空太阳能发电站 西山区马街中心学校 马煜凌 张丽琼 3
68 让“撒哈拉”不再是沙漠 昆明市第五中学 刘戈 李媛 3
69 超级核桃机 东川区第三小学 袁少龙 王雅娇 3
70 修补臭氧洞 嵩明县嵩阳小学六年级 韩宜廷 葛留菊 3
71 思维因特网 嵩明县嵩阳小学四年级 姜文扬 叶智勇 3
72 展望新农村 牛栏江镇四营小学 杜兴瑞 李巧英 3
73 长鲜花的帽子 寻甸县仁德三小 陈红运 马琼 3
74 2100年北京"星际"奥运会 中华小学 刘晨宇 张彦梅 3
75 奇异商店 中华小学  杨萧可 李岚 3
76 显示屏课桌 楚雄市北路小学六（1）班 许家佳 孙爱民 3
77 神奇的玻璃 楚雄东瓜镇中心学校 余国章 尹丽梅 3
78 震感转化机 元谋县元马小学六年级 温梓羚 杨贇 3
79 智能吸尘器 楚雄元谋县元马小学六年级 胡晓娇 杨贇 3
80 彩色复印机 玉溪一小（山水校区） 卢雅婷 周春华 3
81 感应清洁机 玉溪一小（山水校区） 徐锦蕙 胡翠玲 3
82 无油汽车 玉溪一小（山水校区） 邢通 胡翠玲 3
83 避震床 玉溪四小 杨影淇 李锐 3
84 育儿袋 新平县平甸乡者甸小学 刘　斌 李子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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