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书编号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作者姓名 辅导教师 获奖等级

1001 《会恒温的房子》 瑞丽市姐岗小学 杨志敏 李芳 一等奖

1002 《高空风力发电机组》 文山市第三小学 许力玮 李涛 一等奖

1003 《生态灭虫器》 普洱市孟连县小 王一尧 余村郦 一等奖

1004 《多功能果汁机》 文山州实验小学 黄涵 张礼萍 一等奖

1005 《美食隧道》 昆明市官渡区南站小学 段皞一 戴静 一等奖

1006 《发光树》 普洱市思茅第二小学 许越 段静敏 一等奖

1007 《食品安全速测仪》 思茅二小振兴校区 王媛 白云丹 一等奖

1008 《天空之城》 楚雄开发区实验小学 丁源 钱思佳 一等奖

1009 《多功能筑路机》 宜良县清远小学 韩玉洁 董俊 一等奖

1010 《我的玩具回来了》 普洱市景东县民族小学 杨智光 徐开萍 一等奖

1011
《灭火机器人》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杨笛 陈英伟

一等奖

1012 《智能酸角采摘机》 元谋县清和中学 罗俊婷 解宗叶 一等奖

1013 《新型果园》 瑞丽市姐岗小学 郝晓丹 思永杰 一等奖

1014 《彝乡亮了》 普洱市景东县民族小学 解雅迪 徐开萍 一等奖

1015
《果园好助手》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张清淼 陈英伟

一等奖

1016 《海上家园》 楚雄市鹿城小学 王思婕 蒋维平 一等奖

1017 《多功能飞碟》 文山州文山市第一小学 王娜丽莎 王盛昌 一等奖

1018
《未来的空中飞机回收
站》 昆明市武成小学 周江沁心 钟凌

一等奖

1019 《未来的海底家园》 昆明市官渡区南站小学 李捷 林枫 一等奖

1020 《会飞的校车》 普洱市思茅第二小学 张诏媛 王怡雪 一等奖

1021 《未来的社区》 楚雄市北浦小学 张国荣 张艳丽 一等奖

1022 《海底矿山》 昆明市南站小学 施佳豪 戴静 一等奖

1023 《城市绿化器》 普洱市思茅区第六小学 段子静 郭固固 一等奖

1024 《可移动城市》 宜良县清远小学 陈泓羽 董俊 一等奖

1025 《自动采茶机》 普洱市思茅第二小学 方思懿 李咏梅 一等奖

1026 《环保汽油树》 普洱市思茅第二小学 张世珏 张靖 一等奖

1027 《聪明的编织机》 普洱市思茅第二小学 杨航 段静敏 一等奖

1028
《潮汐能发电机》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张钰 陈英伟

一等奖

1029
《多功能智能垃圾转化
系统》 思茅二小振兴校区 张思南 白云丹

一等奖

1030
《未来的“环保学校”
》 昆明市武成小学 刘畅 钟凌

一等奖

1031 《节能楼》 大理州剑川县西门小学 赵锴 杨宏 一等奖

1032 《新型材料》 普洱市孟连县第一小学 罗宇佳 罗映 一等奖

1033
《牙齿清洗机》

玉溪市澂江县机关幼儿
园 李秋阳 顾芳

一等奖

1034 《绿色出行》 普洱市景东县民族小学 谢兆凯 徐开萍 一等奖

1035
《古今时空穿梭器》

昆明市官渡区官渡古镇
一小 陈佳钰 刘雁

一等奖

1036 《会动的多功能教室》 大理市下关第二幼儿园 黄赵航 张颖 一等奖

1037 《未来傣乡新能源》 普洱市思茅第二小学 王诗博 王怡雪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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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 《探索海洋深处》 云南省文山州实验小学 杨卓欣 龙建林 一等奖

1039 《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保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田富怡 王立云 一等奖

1040 《多功能海水净化器》 宜良县清远小学 周昌玲 董俊 一等奖

1041 《神龟垃圾转化机》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李梓楠 李丽敏 一等奖

1042 《与龙共舞》 昭通市水富县幼儿园 凌奕丹 周俊 一等奖

1043
《我和我的伙伴》

昆明市官渡区关上第二
小学 晏琪 唐婕

一等奖

1044
《清理海洋垃圾的机器
鱼》 官渡区北京路幼儿园 袁昊 戴静

一等奖

1045 《人鱼交流器》 峨山县双江小学 周恬冰 周莹年 一等奖

1046 《海边树屋》 昆明市官渡区南站小学 熊庭枫 戴静 一等奖

1047
《绿色生长液》

保山市隆阳区瓦窑中心
学校 辛昌宇 张凌燕

一等奖

1048 《让世界充满爱》 红河州蒙自市第一小学 管苓羽 周奕伶 一等奖

1049
《多功能环保车》

昆明市西山区马街中心
学校 李可欣 朱芊筱

一等奖

1050 《神奇的植草车》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陈庆婷 余丹 一等奖

1051 《大丰收》 普洱市第三小学 徐雯雯 丁睿 一等奖

1052 《海水净化器》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赵若彤 陈英伟

一等奖

1053 《水果度假酒店》 楚雄鹿城小学 徐颖 车立琨 一等奖

1054 《泡泡飞行器》 武成小学 陈一然 钟凌 一等奖

1055 《七星瓢虫收养机》 楚雄州元谋县元马中学 张榆鑫 张汝静 一等奖

2001 《快乐·明天》 红河州蒙自县第一小学 周珈羽 周奕伶 二等奖

2002 《自动灌溉巡航车》 瑞丽市姐岗小学 杨雅涵 思永杰 二等奖

2003 《树里面的房子》 弥勒县西一镇中心小学 卢童 徐桂华 二等奖

2004 《太空漫游》 普洱市孟连县小 肖珊 余村郦 二等奖

2005 《新能源进农村》 昆明市官渡区南站小学 张啸 戴静 二等奖

2006 《机器治疗器》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袁戈涵 陈英伟

二等奖

2007 《地热能温暖千家户》 宜良县清远小学 曾静 董俊 二等奖

2008 《我心中的树屋》 福贡县省定民族完小 霜雨虹 和继林 二等奖

2009
《能接多种水果的树》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罗纯 陈英伟

二等奖

2010 《机器之家》 大理市下关四小 李艳波 周东静 二等奖

2011
《绿色蜂产品制造基地
》 楚雄师院附小 孙紫瑜 薛苇

二等奖

2012
《不会出安全事故的公
路》 楚雄师院附小 曹昀 薛苇

二等奖

2013 《智能水果树》 元谋县清和中学 周月蓉 解宗叶 二等奖

2014 《未来的海底》 南华县龙川小学 陈璐 孙兆松 二等奖

2015
《专吃害虫的机器人》

保山市青少年宫文化艺
术学校 田鑫怡 王立云

二等奖

2016 《沙漠营养剂机器》 孟连县民族小学 周红微 李武梅 二等奖

2017 《水中清洁工》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小学 陈霄 鲍文娟 二等奖

2018
《多功能汽车》

沧源佤族自治县城区小
学 李志强 陈赤萍

二等奖

2019 《未来农场畅想》 昆明师专附小 刘耀泽 杨红艳 二等奖



2020
《头发自动梳理器》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里仁
小学 刘娅婷 陈英伟

二等奖

2021 《穿越回到清朝》 南华县龙川小学 杨舒帆 孙兆松 二等奖

2022 《未来糖果屋》 云南省楚雄市北浦中学 赵钰 张艳丽 二等奖

2023 《拉罐水果》 怒江州实验小学 李蓓琪 何红丽 二等奖

2024
《潘朵啦星球上的都市
》 通海县里山中心小学 胡忠燕 张金艳

二等奖

2025 《多功能房子》 昭通市盐津县盐井小学 傅及玳 饶世秀 二等奖

2026
《树上楼房、人人和谐
》 楚雄市鹿城小学 张柠溪 车立琨

二等奖

2027 《超智能波音传导器》 西山区求实小学 杨越超 李雅琳 二等奖

2028 《多功能回收站》 武成小学 杨冉昱 钟凌 二等奖

2029 《扑鼠机》 昆明市嵩明县嵩阳小学 陈瑶 沈智睿 二等奖

2030 《太阳能环保车》 怒江州实验小学 和思琪 姬松玉 二等奖

2031
《未来的低碳节能环保
房》

泸水县第一完全小学 刘夏怡 钏永庚 二等奖

2032 《海水资源转化器》 文山市第三小学 宗任姝珂 吴建芬 二等奖

2033 《二十六世纪的鞋》 巍山县南诏镇群力小学 周光熠 姚钟丽 二等奖

2034 《未来的机器龙》
福贡县上帕中心校定民
族完小

杨书然 和继林 二等奖

2035 《太阳能清洁机》
保山市隆阳区瓦窑中心
学校

茶志婷 张凌燕 二等奖

2036 《海山列车》 楚雄市鹿城小学 赵俊傑 鲍文娟 二等奖

2037
《未来节能环保智能型
美发厅》

楚雄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俞梦圆 薛苇 二等奖

2038 《能诱鱼的手镯》 普洱市思茅一小 杨茗钦 陈少凡 二等奖

2039 《循环再生保护自然》 武成小学 冯怀瑾 二等奖

2040 《奇异藤》 勐腊镇中心小学 周黎波 依光坎 二等奖

2041 《未来的汽车》 怒江州泸水县一小 贺茜 钏永庚 二等奖

2042 《节能环保卫士》
大理州宾川县金牛镇第
二完全小学

曹兴烛 杨艳鸿 二等奖

2043 《梦游太空》 弥渡县弥城四小 李红婷 杨红莉 二等奖

2044
《海洋核污染处理机器
鱼》

瑞丽市姐岗小学 李红麟 思永杰 二等奖

2045 《能量转换机器人》 安宁市一六街小学 鲁瑶 王云梅 二等奖

2046 《机器除害小能手》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查舒豪 李丽敏 二等奖

2047 《农民的好帮手》
大理州祥云县城南社区
完小

刘林泉 黄晓虹 二等奖

2048 《新型蜘蛛旅行车》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李杨 陈英伟 二等奖

2049 《未来的停车场》
昆明市嵩明县第一完全
小学

杨锐 杨雨泉 二等奖

2050 《火山能量转化器》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段毅 夏玲 二等奖

2051 《空中消防队》 云南省普洱市第三小学 任敏 曾锐 二等奖

2052 《海底城市》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小学 张梦缘 鲍文娟 二等奖

2053 《地震避难屋》 昆明市嵩明县嵩阳小学 毕璇 沈智睿 二等奖

2054 《脂肪转换机》
昆明市西山区马街中心
学校

李宗泽 胡蕊 二等奖



2055 《未来的农业》 芒市四小 范昕 杜玲云 二等奖

2056 《神奇梦幻花园》 芒市第四小学 张祺祺 施艳明 二等奖

2057 《环保洒水器》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小学 起涵 曹丽 二等奖

2058 《最纯净的草原牛奶》 楚雄市环城小学 吴恒菲 彭荟 二等奖

2059 《心飞翔》 大理州巍山县为民小学 李文丹 吕丽梅 二等奖

2060 《输血机器》 昆明市盘龙区金实小学 赵玥 莫文丽 二等奖

2061 《月球种植器》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小学 杨朝印 曹丽 二等奖

2062 《飞天梦》 澂江县机关幼儿园 赵俊强 任淑梅 二等奖

2063
《神奇的海洋净化机器
》

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城
东社区完小

李宣蓉 杜晓磊 二等奖

2064 《自动感应环保器漆》 曲靖市麒麟区东关小学 雷岩 夏玲 二等奖

2065 《地球上的汉堡树》 宾川县金牛一小 徐康 马艳梅 二等奖

2066 《庄稼温度调控剂》 孟连县民族小学 赵明珠 李武梅 二等奖

2067 《雷电收集器》 嵩明县嵩阳一小 赵思琪 杨雨泉 二等奖

2068 《西瓜城》 楚雄开发区实验小学 杨梓意 杨华 二等奖

2069 《飞天吸尘器》 文山州实验小学 骆星言 李欣 二等奖

2070 《害虫变益机》
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城东社

区完小
施婉婷 王丽香 二等奖

2071 《自动擎车手臂》 北城小学南路校区 丁嫒虹 马谷溪 二等奖

2072
《向日葵太阳能发电站
》

庆来学校 范珂仲 左宗波 二等奖

2073 《外星回收器》 大理州漾濞县上街完全小学 朱紫姗 张丽萍 二等奖

2074 《智能交易机》 普洱市思茅一小 高源莹 陈少凡 二等奖

2075 《环境护卫车》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小学 王晓建 车立琨 二等奖

2076 《梦幻·太空之旅》
云南省楚雄师范学院附

属小学
胡兮源 董俊 二等奖

2077 《环保机器人》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李舒纯 陈英伟 二等奖

2078 《我给地球当医生》 云县爱华完小 施晗 杨笙 二等奖

2079 《明日之国》 昭通市实验中学 周爱玲 张芸华 二等奖

2080 《未来余晖下的海面》 楚雄市北浦中学 陈思含 张艳丽 二等奖

2081
《拱形噪音、尾气收集

棚》 昆明市五华区莲华小学 张艺钟 张发现
二等奖

2082 《未来的电能》 云南师大附小金安校区 王茹坤 杨惠蓉 二等奖

2083 《未来的果树》 云师大附小金安校区 苗玉涵 刘萍 二等奖

3001 《吸雪机器人》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李丽琳 陈英伟 三等奖

3002 《自动地震探测仪》 水桥小学 顾卓源 曹琼凤 三等奖

3003 《白云是我家》 玉溪市新平县第一小学 吴妤 普俊琼 三等奖

3004 《节能环保屋》 云南省文山州实验小学 贾贷语 龙建林 三等奖

3005 《防震建筑》 曲靖市麒麟区东关小学 刘杨 夏玲 三等奖

3006 《快乐的旅行》 石林县鹿阜中学小学部 黄黎立 朱雪梅 三等奖

3007 《梦幻与成长》
云南省大理市大理幼儿

园
杨若秋 杨碧君 三等奖

3008 《太空植物》 水富县第一小学 任若虹 唐艺峰 三等奖

3009
《末日1号全地形运输机

》
鹿城小学小花山校区 罗田垸 杨元付 三等奖



3010 《环保车》 昆明市西山区德亨学校 钱元季 欧阳招定 三等奖

3011 《未来》 曲靖市麒麟区城关小学 包广垠 孙艳 三等奖

3012 《会飞的建筑物》
云南省楚雄师范学院附

属小学
孙嘉遥 李洪忠 三等奖

3013 《太空畅想》 腾冲县越中心小学 苏番钧铬 万秋华 三等奖

3014 《未来的楚雄》 楚雄开发区实验小学 谢金航 杨华 三等奖

3015 《未来美丽的城市》 梁河县民族寄宿制学校 马荣瑞 尹爱华 三等奖

3016 《我心飞翔》 龙山中心学校 王卓 赵发永 三等奖

3017 《神奇校车》 梁河县民族寄宿制学校 寸欣 尹爱华 三等奖

3018 《未来加油站》 盘龙区拓东一小 杨栋程 方茹 三等奖

3019 《会飞的汽车》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华俞婷 甘凯 三等奖

3020 《地下海底城》 云南省澂江县凤山小学 赵小昕 陈玉斌 三等奖

3021 《金字塔的秘密》
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松
林小学

张文祥 丁朋艳 三等奖

3022 《我是地球小医生》 施甸县示范小学 甫坤钰 蒋明良 三等奖

3023 《火星之家》 曲靖市麒麟区东关小学 潘峻 张志 三等奖

3024 《地球垃圾回收站》 保山市实验小学 李昀 赵德卫 三等奖

3025 《七彩梦境》
临沧市双江自治县民族
小学

李可懿 顾雪梅 三等奖

3026 《欢迎地球人》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凤
翔小学

李奕璇 赵国佳 三等奖

3027 《100年后的空中家园》 泸水县第一完全小学 缪林润 陈晓倩 三等奖

3028 《染色星球》 开远市东城小学 罗予 普绍娟 三等奖

3029 《未来的家园》 建水县第一小学 谢致黎 三等奖

3030 《垃圾回收器》 临沧市云县田心完小 郑先涛 李梅 三等奖

3031 《未来生产线》 开远市第十四中学 普兰芳 刘炽 三等奖

3032 《盲人眼镜》
云南省新平县平甸乡他
拉小学

邱宇蓉 易琼芬 三等奖

3033 《健康驿站》 庆来学校 马一禾 左宗波 三等奖

3034 《外星人的家》 云南省易门县机关幼儿园 矣欣伦 薛燕 三等奖

3035 《遨游太空》 楚雄开发区实验小学 邢起琳 钱思佳 三等奖

3036 《海水净化艇》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高
仓中心小学

姜政婷 李雨珊 三等奖

3037 《会蹦的汽车》 巍山县南诏镇群力小学 范楮 姚钟丽 三等奖

3038 《海底之家》 芒市第四小学 吕雪梅 杜玲云 三等奖

3039 《未来的麦子》 芒市第三小学 乔毕洋 刘静晖 三等奖

3040 《蔬果加工机》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马紫熹 陈英伟 三等奖

3041 《多功能制糖机》
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新
篆小学

刀玲 张津艳 三等奖

3042 《光波收割机》 昆明市东川区第三小学 陶子然 林艳 三等奖

3043 《冰川修复仪》 瑞丽市姐岗小学 杨珂 思永杰 三等奖

3044 《高级缩小洞》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小学 董灿 车立琨 三等奖

3045 《未来的城市》 大理市下关四小 杨炜琳 李毅 三等奖

3046 《蜘蛛纺衣房》 安宁市一六街小学 陆静 王云梅 三等奖

3047 《森林小屋》 龙山中心学校 甘淳 杨莹涛 三等奖

3048 《未来的高科技书店》 芒市第四小学 马晓敏 杜玲云 三等奖



3049 《多彩的点心世界》 西双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李沁颖 徐艳萍 三等奖

3050 《海上油污清理船》 文山市第三小学 鲁浩宇 李涛 三等奖

3051 《抗旱转换器》 腾冲县腾越三完小 杨欣悦 杨永修 三等奖

3052 《环保车》 文山州实验小学 张溢秋 李砍 三等奖

3053 《绿色潜艇》 隆阳区水寨乡中心学校 钱蕊馨 马黎 三等奖

3054 《火星》 西双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自然 王小燕 三等奖

3055 《垃圾转换车》 腾冲县腾越二完小 段正毕 刘晓益 三等奖

3056 《可以建房子的云》 怒江州实验小学 肖慧婕 何红丽 三等奖

3057 《太空造氧》 南屏小学 赵晟 康泽惠 三等奖

3058 《智能青蛙》 腾冲县腾越三完小 郑辰华 杨永修 三等奖

3059 《火灾克星》 曲靖市麒麟区东关小学 巴梓霖 夏玲 三等奖

3060 《未来的机器人》 福贡县省定民族完小 颜新龙 和继林 三等奖

3061 《收果机》 勐腊镇中心小学 付文杰 依光坎 三等奖

3062 《大树村》 隆阳区板桥小学 杨得源 董会平 三等奖

3063 《智能果奶厂》 腾冲县腾越中心小学 周解珠玉 李良 三等奖

3064 《未来森林灭火器》
昭通市巧家县教师进修
学校附属小学 周双艳 李顺敏

三等奖

3065 《未来的果园》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第一
小学 王莉旭 李萍

三等奖

3066 《自动果汁制作机》 普洱市思茅区幼儿园 吕萌 李婉君 三等奖

3067 《太空旅游》 新平县老厂乡中心小学 李涛 向明芬 三等奖

3068 《抢占月球—移民》 镇雄映黑树中学 朱家锩 王雄映 三等奖

3069 《植物王国》 双江小学 施苡璇 向英 三等奖

3070 《太空垃圾加工厂》 澄江县九村镇东山小学 杨欣瑞 阮永清 三等奖

3071 《宇宙飞船》 文山州实验小学 朱柄骏 尹志武 三等奖

3072 《云朵制造器》 峨山县双江小学 张然 周莹华 三等奖

3073 《救援机器人》 峨山县双江小学 周可钰 杨小会 三等奖

3074 《救灾食物机》 云南省嵩明县嵩阳一小 刘畅畅 杨雨泉 三等奖

3075 《神奇捕蝗机》
鹤庆县青少年校外活动
中心 李鑫鹏 周琰华

三等奖

3076 《吸吸王》 嵩明县嵩阳小学 朱亚毓 杨雨泉 三等奖

3077 《未来的城市》
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一
中 雷艺霞 余村郦

三等奖

3078 《低碳环保小区》 普洱市景东县民族小学 夏子晋 徐开萍 三等奖

3079 《月球—家园》 普洱市思茅区幼儿园 高誉洁 李燕燕 三等奖

3080 《绿色未来》 思茅二小 雷滨华 罗泽坤 三等奖

3081 《空中乐园》 八一小学 陶廷兰 邓应花 三等奖

3082 《西瓜王国》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
小学 孟瑞麒 乐春艳

三等奖

3083 《绿色星球》  龙山中心学校 张冬雨 李成仙 三等奖

3084 《宇宙空间站》 西双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缪嘉桐 王小燕 三等奖

3085 《火星生态城》
云南省大理市大理幼儿
园 徐梓铭 冯艳萍

三等奖

3086 《多功能章鱼停车场》
昆明市嵩明县第一完全
小学 尹子健 杨雨泉

三等奖

3087 《飞行伞》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荀家宸 陈英伟

三等奖



3088 《能源无忧城》 嵩明县嵩阳小学 俞开元 杨雨泉 三等奖

3089 《立体生活小区》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小学 董怡彤 车立琨 三等奖

3090 《太阳能的世界》 芒市第三小学 杨秋悦 刘静晖 三等奖

3091 《圆梦》 隆阳区金鸡中心小学 杨文珊 邵爱花 三等奖

3092 《未来的太空城市》
曲靖市马龙县通泉第一
小学 赵司佳 刘明

三等奖

3093 《太空夜光藤》 大理州漾濞县上街完小 周敏 胡刚 三等奖

3094 《太空垃圾收集器》 勐腊镇中心小学 贺艳艳 依光坎 三等奖

3095 《新家园》 曲靖市会泽县钟屏中学 万钰敏 汤松 三等奖

3096 《高速时代》 赵官小学 袁均媚 师竹仙 三等奖

3097 《花瓣太空船》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第
一小学 刑海钦 周奕伶

三等奖

3098 《征服海啸》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寸
村小学 鲁书宏 李转爱

三等奖

3099 《给地球妈妈洗脸》 思茅第五小学 许润雨 李艳芳 三等奖

3100 《星级旅游》 罗平县罗雄镇新村小学 侯圆圆 许跃 三等奖

3101 《节能洗衣机》 洱源县宁沽月小学 李崔垚 张家华 三等奖

3102 《飞向宇宙》 永胜县永儿镇镇小 李辰 杨海英 三等奖

3103 《海底研究所》 水桥小学 张以健 马丽 三等奖

3104
《未来地下科学探究充

电钻机》 曲靖市麒麟区东关小学 潘本栋 袁劲松
三等奖

3105 《创意未来》 大理州巍山县为民小学 吴娜 吕丽梅 三等奖

3106 《未来的消防车》 昭通市实验中学 黄晓敏 张芸华 三等奖

3107 《月球上第一棵树》 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小 石蕾 王文东 三等奖

3108 《食物的世界》 云县茶房乡茶房完小 杨金红 刘芳 三等奖

3109 《天空的城堡》 西门小学 赵寿媛 李丽萍 三等奖

3110
《方便的植物油抽油机

》 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小 刀可 李红梅
三等奖

3111 《外星人的惊奇》
丽江市古城区白龙潭小
学 叶常利 吕丽杰

三等奖

3112 《书中的世界》
玉溪市红塔区高仓街道
办事处桃源小学 杜晓莹 朱艳

三等奖

3113 《未来的农场》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小学 杜微 鲍文娟 三等奖

3114 《超能环保小卫士》 普洱市景东县民族小学 杨晓宇 徐开萍 三等奖

3115 《能量转换机》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凤
翔小学 张凌 王红/赵国佳

三等奖

3116 《未来的机器虫》 水桥小学 孙钰然 马丽 三等奖

3117 《美丽的大自然》 西双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苏蕊 徐艳萍 三等奖

3118 《果蔬树》
云南省玉溪市澂江县机
关幼儿园 郭书溢 祁艳

三等奖

3119 《吸收闪电器》
云南省罗平县东平屏小
学 刘一儒 李龙

三等奖

3120
《新型智能树—飞行动

物的朋友》

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示
范小学 董怡然 段昂伯

三等奖

3121 《我的哆来咪之路》
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城
东社区完小 罗陈玥星 何秀芬

三等奖

3122 《遨游太空》 洱源县宁湖小学 杜鑫 张家华 三等奖



3123 《迁移天空》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板
桥中心小学 杨富媚 僧国菊

三等奖

3124 《转基因血源机》 新平县漠沙镇小学 陈勃权 王诗杰 三等奖

3125 《保护环境》
通海县河西镇石山嘴小
学 钱宇 王晓龙

三等奖

3126 《地球妈妈的美容师》 里山小学 陈康 沈丽梅 三等奖

3127 《低碳垃圾净化厂》 云南省文山州实验小学 李阳 龙建林 三等奖

3128 《环保洁能器》 下关第三完全小学 黄子娟 武敏 三等奖

3129 《未来的生活》
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城
东社区完小 杨龙 杨惠琼

三等奖

3130 《机器娃娃》 大理市下关四小 杨枭 李毅 三等奖

3131 《巧克力工厂》 昆明市官渡区南站小学 马昱雯 戴静 三等奖

3132 《沙漠中的七彩树屋》 龙陵县龙山中心小学 高源 兰颖 三等奖

3133 《太空医生》 官渡区关上第二小学 张琬涓 杨晶华 三等奖

3134 《我是环保小卫士》
大理州祥云县南社区完
小 杨靖云 黄晓虹

三等奖

3135 《冬眠的小猪》
大理州南涧县南涧镇南
涧小学 徐仁会 杨美明

三等奖

3136 《环保大楼》
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城
东社区完小 褚一璠 陈开娥

三等奖

3137 《海底探索列车》 大理市少年艺术学校 施兆潇涵 颜军 三等奖

3138 《会飞的城市》 大理市下关四小 罗剑云 周东静 三等奖

3139 《拯救地球》 双江县勐勐小学 李瑞雨 敖荣 三等奖

3140 《西瓜工场》 芒市第三小学 何昕嫄 刘静晖 三等奖

3141 《未来飞行器》
保山市青少年宫文化艺
术学校 黄栋梁 王立云

三等奖

3142 《会飞的笔》
保山市青少年宫文化艺
术学校 何一鑫 王立云

三等奖

3143 《光源城》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瓦
窑中心小学 张鸽 张凌燕

三等奖

3144 《奇特的房子》 云南省楚雄市鹿城小学 许励颖 鲍文娟 三等奖

3145 《低碳节能社区》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徐熙桐 查银 三等奖

3146 《环保机器》 西山区求实小学 黄金蕊 李雅琳 三等奖

3147 《雪花宝宝》
大理州南涧县南涧镇南
涧小学 闵涧月 黄金萍

三等奖

3148 《绿化荒山机器人》
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云光
中心学校 张靖悦 陈英伟

三等奖

3149 《我让大海变得更美》
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红旗
小学 斯那此姆 张杰涛

三等奖

3150 《未来环保机器》 香格里拉红旗小学 赵启睿 张杰涛 三等奖

3151 《天空中的路》 香格里拉红旗小学 张玄 张杰涛 三等奖

3152 《到各星球去看看》 香格里拉红旗小学 李源 张杰涛 三等奖

3153
《沙漠，也可以种房子

》

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民
族中学 李晓琳 余村郦

三等奖

3154 《漫游海洋城市》 鲁甸县文屏镇中学 汪配龙 周泉/朱明禀 三等奖

3155 《我的果园》
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第
三中学 贷廷美 颜光训

三等奖

3156 《会飞的汽车》 云南省楚雄市北浦中学 杨舒涵 张艳丽 三等奖



3157 《植物炼油机》 勐腊县勐捧新平小学 王芳 黄文琳 三等奖

3158 《垃圾处理机》 鲁甸县第一中学 刘昌银 赵云 三等奖

3159 《智能防灾机》 文山市第一初级中学 郭雅婧 王珑樽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