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编号 代表队 作品名称 学科分类 作者姓名
作者
性别 作者年级 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获奖等级

1 SF210024 巴中市 "金缕玉衣"生态防护服 水粉画 刘琴琴 女 初中一年级 南江县下两中学 谌晓丽 1
2 AL210087 巴中市 岩画修复器 综合 卜梓轩 女 小学三年级 通江县第五小学 赵海云 1
3 AL210139 巴中市 太阳能采摘枸杞一体机 综合 岳缘 女 小学六年级 巴中市巴州区第一小学 王丽娜 1
4 AL210037 成都市 科技城 综合 蔡俯杭 男 初中一年级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中学实验学
校 向丽霖 1

5 AL210042 成都市 未来人工智能快递 综合 吕林果果 女 小学五年级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李琳莉 1

6
QB210002 成都市 《病毒靶向攻击系统》 铅笔画 钟婧瑶 女 小学三年级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附
属小学

周雪梅、代思
雨 1

7
SC210040 成都市 科幻世界之海底 水彩画 杨蕊缦 女 小学六年级

成都温江东大街第二小学外国
语实验学校 高琦 1

8 SF210027 达州市 《落叶妙用》 水粉画 江芸 女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金山小学

校 易佳丽 1
9 SC210119 达州市 机器人文物修复实验室 水彩画 彭俊霖 男 小学四年级 达州市通川区一小莲湖学校 周艳 1
10 AL210018 达州市 智能配餐机 综合 张赫 男 小学六年级 渠县第一小学 杜娟 1
11 SC210127 达州市 空中快递车 水彩画 牟泽宇 男 小学五年级 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牟必蓉 1
12 SF210020 达州市 盲人眼镜 水粉画 李骏逸 男 小学四年级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范雅婷 1
13 SC210020 达州市 玛雅文明重现仪 水彩画 杨富越 男 小学六年级 渠县土溪镇第一中心小学 李凌 1
14 AL210024 广安市 <<花开疫散，我们一起回家>> 综合 谢培松 男 小学五年级 邻水县英才实验学校 朱燕 1
15 AL210027 广安市 《竹山牌智能采笋神器》 综合 余卓临 男 小学四年级 邻水县鼎屏镇第三小学 王雨 1
16 AL210026 广安市 破茧成蝶·自闭症治疗仪 综合 白悦可 女 小学三年级 邻水县鼎屏镇第三小学 刘琼 1
17 AL210015 广安市 《海啸自救气囊》 综合 肖雅文 女 小学六年级 岳池县九龙小学校 毛净 1
18 AL210057 广安市 《火锅畅想曲》 综合 谭依诺 女 小学六年级 邻水县鼎屏镇第四小学 张莉萍 1
19 AL210106 广安市 犯人追踪眼镜 综合 王钰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周韵 1
20 AL210128 乐山市 环保新科技 综合 王晓语 女 小学二年级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廖欢 1

21
SC210026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呼云唤雨消防机 水彩画 邓佩萸 男 小学四年级 西昌阳光学校 邓倩 1

22
SC210018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太空能源开发器 水彩画 骆礼馨 女 小学五年级 会理县白果湾乡中心小学 赵燕 1

23 OT210002 泸州市 苦瓜汁提取机 其他 黄粒宸 男 小学六年级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姚敏 1
24 OT210012 绵阳市 深海暗流水力发电机 其他 代若溪 女 初中二年级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王宁霞 1
25 LB210002 南充市 反重力引擎飞行器发射中心 蜡笔画 雷家舒 女 小学五年级 仪陇县中坝小学校 徐金华 1
26 BH210003 内江市 极地探险号 版画 彭子洋 男 小学六年级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田建 1
27 SC210004

攀枝花
市 会飞的房子 水彩画 王丽 女 小学五年级 盐边县桐子林小学 李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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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OT210004

攀枝花
市 阳光花城智能芒果园 其他 周芯茹 女 小学六年级 攀枝花市弄弄坪学校 赵倩 1

29 AL210029 遂宁市 《海洋生态保护器》 综合 刘一可 男 小学二年级
遂宁市船山区物流港实验小学

校 蒋伊玲 1

30
OT210033 遂宁市 未来世界之机械军团 其他 王昕怡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郪江外国
语学校 周帆 1

31 AL210100 遂宁市 《沙漠水资源转化器》 综合 张邈议 女 小学五年级 遂宁市船山区新盐市街小学校 唐铭 1
32 OT210051 遂宁市 超时空穿越 其他 郭欣 女 小学四年级 蓬溪县红江镇第二小学校 殷洁 1
33 SC210094 雅安市 AI仿生医疗机器人 水彩画 母振嘉 男 小学六年级 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中心小学 杨俊峰 1
34 AL210135 宜宾市 空中巴士 综合 陈星洋 男 小学三年级 兴文县城西学校 曾洪平 1
35 OT210005 宜宾市 时空穿越游乐场 其他 李诗蕊 女 初中一年级 长宁西南大学国际实验中学 柳俊妃 1
36 SC210001 资阳市 神奇树屋 水彩画 练雨彤 女 小学五年级 资阳市雁江区航向学校 陶萧宇 1
37 ZT210011 自贡市 阿尔茨海默治疗仪 粘贴画 陶敏林 女 小学一年级 自贡市龙湖实验学校 郑晓霞 1
38 SC210045 自贡市 智能应急防疫飞船 水彩画 王若麟 男 小学四年级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王煜波 1
39 OT210050 自贡市 重生 其他 万安越 男 小学四年级 富顺县安和实验学校 邓莉 1
40 SC210066 自贡市 水质监测器 水彩画 黄奕骁 男 小学三年级 自贡衡川实验学校 龙雯 1

41
SC210075

阿坝藏
族羌族
自治州 《智能医护机器人》 水彩画 邵代灵曦 女 小学二年级 阿坝州小金县美兴小学 陈莎莎

2

42 SF210023 巴中市 "椋鸟号"蝗虫收割机 水粉画 伍新路 女 初中一年级 南江县下两中学 谌晓丽 2

43
QB210003 巴中市

《巴山野生猕猴桃智能采收加
工机》 铅笔画 郭欣怡 女 小学六年级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天池镇九
年义务教育学校 何如贵 2

44 OT210054 巴中市 森林智能监测器 其他 冯腾枢 男 小学三年级 通江县第二小学 李清红 2
45 AL210140 巴中市 桂花花粉存储加工机器蜂 综合 车星灵 女 小学四年级 四川省平昌县思源实验学校 靳红霞 2
46 SC210111 巴中市 回忆浏览器 水彩画 王思琪 女 小学六年级

巴中市巴州区大茅坪镇明德小
学 喻容 2

47 AL210141 巴中市 桑葚采摘消毒加工智能机 综合 沈旺 男 小学三年级 平昌县云台小学 黄娜 2
48 AL210039 成都市 丛林植物观察站 综合 林钰桐 女 小学二年级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青台山小学 蒲维维 2
49 OT210020 成都市 《新冠病毒攻克器 》 其他 赵艺淩 女 小学六年级 邛崃市西街小学 向惠龙 2
50 SC210035 成都市 城市水源净化系统-水魔方 水彩画 潘梓涵 女 小学六年级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
校 柴顾英 2

51 AL210045 成都市 大熊猫守护机器人 综合 肖辰溪 男 小学二年级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青台山小学 蒲维维 2
52 AL210040 成都市 伊甸园计划——寻找第二家园 综合 高地 女 小学六年级 成都高新区菁蓉小学 万一 2
53 SF210019 达州市 新能源汽车塔 水粉画 饶时漩 女 小学四年级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吴曲 2
54 SF210016 达州市

识别查杀病毒暨导航送医新型
服饰 水粉画 肖意涵 女 小学三年级 宣汉县育才石岭小学 严军 2

55 SF210012 达州市 汉阙--智能修复维护仪 水粉画 黄芸馨 女 小学四年级 四川省渠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赵峰 2
56 SC210076 达州市 国土空天保护罩 水彩画 吴君怡 女 小学五年级 宣汉县育才小学 吴剑麟 2
57 SC210019 达州市 新型肺炎多功能防护口罩 水彩画 余杪鸿 女 初中二年级 四川省达川中学 李琳 2
58 SC210012 达州市 万能下水道清洁器 水彩画 夏一帆 女 初中一年级 宣汉县土黄中学 王戈 2
59 AL210001 达州市

高智能蜘蛛电力抢修维护机器
人 综合 李彦哲 男 小学四年级 大竹县第八小学 彭梁祝 2



60 SC210117 达州市 AI智能病毒检测防御系统 水彩画 王艺尔 女 小学二年级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黎金凤 2
61 LB210013 德阳市 《时间旅客》 蜡笔画 杨卓凡 女 初中二年级

北京师范大学什邡附属外国语
中学 赵顺玉 2

62 SC210101 德阳市 智能红绿灯光墙 水彩画 徐秋哲 女 小学六年级 德阳市第一小学 王菡 2
63 OT210046 德阳市 地火通道 其他 王臻语 女 小学五年级 中江继光实验学校 谢杨 2
64 SC210113 德阳市 颈椎的快乐仪 水彩画 汤鑫 女 初中一年级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 常一铁 2
65 LB210001 德阳市 防护面罩 蜡笔画 梁骏轩 男 小学四年级 德阳市岷山路小学 李昌兵 2
66 SC210103 德阳市 AI智能大型地理修复器 水彩画 李俊熹 男 初中一年级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 徐敏 2
67 SC210108 德阳市 矿石机械工厂 水彩画 杨紫萱 女 小学五年级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 张顺辰 2
68 SC210093 德阳市 城市灭菌器 水彩画 唐茜 女 小学五年级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 张顺辰 2
69 ZT210004 广安市 城市建筑魔法师 粘贴画 梅洋睿 男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黄艳辉 2
70 ZT210015 广安市 VR交通控制器 粘贴画 范梓乔 女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曹惜今 2
71 OT210017 广安市 心脏移植医生 其他 肖久竣 男 小学六年级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周韵 2
72 AL210056 广安市 绿色减肥修复器 综合 陈韵怡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邻水县牟家镇初级中学 林月波 2
73 SF210017 广安市 《大海深处的心灵疗仪》 水粉画 谭依言 女 小学六年级 邻水县鼎屏镇第四小学 张莉萍 2
74 AL210089 广安市 《火锅城地下的秘密武器》 综合 李纪霖 男 小学五年级 武胜县城南小学校 杨兴菊 2
75 OT210053 广安市 社区自助体检仪 其他 甘惜月 女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冯琴 2
76 AL210073 广安市 智能疫情防控系统 综合 廖誉羡嫜 女 小学四年级 邻水县鼎屏小学 何代仑 2
77 AL210094 广安市 《吸病毒隔离机》 综合 钟雨桐 女 小学三年级 华蓥市双河小学 白金花 2

78
LB210005 广元市 新型宇宙抗疫飞船 蜡笔画 欧晓堞 女 小学五年级

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初级中学
小学部 向静 2

79 LB210004 广元市 我们的护眼专家 蜡笔画 李琳琅 女 小学二年级 旺苍县东河小学 黄燕 2

80
AL210155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雷雨收集器 综合 任珂昕 女 小学二年级 西昌市第四小学 赵靖欣 2

81 SC210016 泸州市 校园大伞 水彩画 张瑀璇 女 小学五年级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 邓邦美 2
82 AL210068 泸州市 吃蛾的灯 综合 江昊轩 男 小学四年级 泸州市龙马潭区小街子小学 罗婷 2
83 OT210014 泸州市 多功能防护口罩 其他 桂玉雪 女 小学六年级

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中心小学
校 胡关钱 2

84 AL210072 泸州市 机甲时代 综合 施雅蓝 女 小学六年级 泸州市龙马潭区小街子小学 施红英 2
85 OT210028 泸州市 空中快递员 其他 李依锐 女 小学六年级

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中心小学
校 刘茜 2

86 SC210112 泸州市 花卉血液提取器 水彩画 杨佳橤 女 小学六年级 泸州市龙马潭区小街子小学 罗林娜 2
87 AL210011 泸州市 平凡中的不平凡 综合 李长城 男 初中一年级 泸县得胜镇初级中学 程洪丹 2
88 AL210116 眉山市 《忙碌的枇杷卫士》 综合 伍慧琳 女 小学六年级 仁寿县珠嘉镇三溪九年制学校 魏远东 2
89 AL210124 眉山市 太空科考 综合 费雄杰 男 小学三年级 仁寿县珠嘉镇三溪九年制学校 魏远东 2
90 AL210082 眉山市

智能凤蝶——青花椒采摘储存
器 综合 李嘉琪 女 小学五年级 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灵石小学 彭欣 2

91 AL210125 眉山市 防新冠中医疗法 综合 廖林妍 女 初中一年级 仁寿县珠嘉镇三溪九年制学校 魏远东 2
92 ZT210008 眉山市 未来战备太空城 粘贴画 骆鹏鑫 男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城区小学 彭彦 2
93 SF210007 绵阳市 宇宙植树机 水粉画 程云翔 男 小学六年级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王亮 2



94 AL210074 绵阳市 《外太空的家》 综合 邹佳利 女 小学六年级 绵阳高新区兴业路小学 张玉 2
95 SC210017 南充市 黄蜂总动员 水彩画 陈思琪 女 小学五年级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李磊 2
96 GH210001 内江市 公交安全监测椅 国画 张杰媛 女 小学五年级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田建 2
97 AL210090 内江市 运动发电器 综合 饶馨妍 女 小学五年级 内江市第三小学校 吴腊梅 2
98 OT210034 内江市 科技战病毒 其他 王梓涵 男 小学五年级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校 黄丽 2
99 OT210030 内江市 新型毒品识别仪 其他 张思羽 女 小学一年级 威远县严陵镇中心学校 刘苗 2

100
AL210062

攀枝花
市 《城市之眼》 综合 谢恩泽 男 小学三年级

攀枝花市第二十五中小阳光外
国语学校 邹静 2

101
AL210105

攀枝花
市 情绪修复器 综合 杨嘉璇 女 初中一年级

攀枝花市第十九中小学校教育
集团密地外国语学校 何海燕 2

102 SC210009

攀枝花
市 废气净化器 水彩画 陈维 女 小学六年级 盐边县桐子林镇中心学校 王亭 2

103 AL210075

攀枝花
市 《自动灭火转换装置》 综合 包雨函 女 小学五年级 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 杨艳 2

104 AL210076

攀枝花
市 展望未来 综合 安星语 女 小学五年级 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 余王辉 2

105 SF210025 遂宁市 绿色护盾 水粉画 赵紫涵 女 小学五年级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梁和春 2
106 AL210063 遂宁市 《新型养老院》 综合 何思颖 女 小学六年级 遂宁市高升实验小学校 刘琼 2
107 AL210060 遂宁市 《新冠病毒灭菌系统》 综合 罗雪洋 男 小学五年级 遂宁市高升实验小学校 杨晓静 2

108
SC210058 遂宁市 火星移植 水彩画 王祎航 男 小学四年级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城南新区
竹林桥小学 蒲杰 2

109 AL210028 遂宁市 智能抗疫灭菌系统 综合 唐诗雨 女 小学一年级
遂宁市船山区物流港实验小学

校 郑武全 2
110 AL210131 遂宁市 老旧房屋改（建）造器 综合 黄怡博 女 小学六年级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林川 2
111 OT210025 遂宁市 空中之城 其他 唐欣 女 小学五年级 蓬溪县蓬南镇明德小学校 胡秋月 2
112 AL210084 遂宁市 兵马俑色彩修复仪 综合 冯蕊 女 小学四年级 大英县蓬莱小学 吴玲玲 2
113 DN210003 遂宁市 洪水垃圾分离系统 电脑绘画 梁豪 男 小学六年级 蓬溪县吉祥镇群力乡学校 瞿苗 2

114
AL210021 雅安市

《多功能检测灭杀病毒空气净
化机器人》 综合 陈力源 男 小学五年级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 王超 2

115 SC210098 雅安市 病毒基因编辑工程 水彩画 邓奕琳 女 小学六年级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封国挥 2
116 AL210065 雅安市 多功能城市清洁器 综合 易涵翔 男 小学五年级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 杨广璐 2
117 SC210128 雅安市 家用黄曲霉素检测餐盘 水彩画 段雅涵 女 小学三年级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 张艺馨 2
118 OT210023 雅安市 疫苗快速研发功能站 其他 石雅楠 女 小学五年级 荥经县青龙乡中心小学 陈渝 2
119 AL210101 雅安市 负离子灭病毒机器树 综合 罗筱雅 女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石棉县希望小学 张仲霞 2
120 SC210002 雅安市 太空能源收集器 水彩画 陈宇茼 女 小学五年级 芦山县飞仙关镇中心小学校 李龙 2
121 SC210095 雅安市 3D环保建新城 水彩画 曾心源 女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石棉县希望小学 李娜 2
122 AL210034 宜宾市 非洲猪瘟治疗仪 综合 雷鑫悦 女 小学四年级 兴文县五星镇五星小学校 徐茂林 2
123 AL210023 宜宾市 智能图书馆 综合 骆家卓 女 小学六年级 宜宾市叙州区凤凰学校 徐咏竹 2
124 AL210143 宜宾市 智能呼吸机 综合 王诗涵 女 小学四年级 兴文县城西学校 曾洪平 2
125 AL210145 宜宾市

苗乡九龙山富硒茶之采茶智多
星 综合 孙玉瑶 女 小学四年级 兴文县城西学校 唐纹楸 2



126 AL210136 宜宾市 生命探测器 综合 邹瑀真 女 小学三年级 兴文县城西学校 曾洪平 2
127 AL210098 资阳市 《手机瘾戒除器》 综合 陈奕多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吴林 2
128 SF210004 资阳市 生态柠檬智能机 水粉画 秦天心 女 学前学前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东方红幼
儿园 周艳 2

129 SC210024 资阳市 智能采摘机 水彩画 康文韬 男 小学一年级 安岳县岳阳镇东方红小学 袁世英 2
130 SF210022 资阳市 《人工智能胎儿培育器》 水粉画 龙欣悦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吴彬 2
131 AL210010 资阳市 动物疫苗工厂 综合 蒋雨桐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安岳中学 陈曦 2
132 SC210096 自贡市 病毒终结者 水彩画 陈乐 男 初中一年级 自贡市沿滩区龙湖中学校 梁媛慧 2
133 ZT210014 自贡市 环保口罩再生器 粘贴画 罗香怡 女 小学六年级 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中心学校 彭思雨 2
134 AL210099 自贡市 巡视者 综合 张利群 女 小学四年级 富顺县东湖小学 邓燕梅 2
135 OT210049 自贡市 噪音克星 其他 李欣溢 女 小学五年级 自贡市育才小学 杨丹 2
136 ZT210010 自贡市 《分类洗衣机》 粘贴画 张月婉 女 小学一年级 自贡市龙湖实验学校 郑晓霞 2
137 ZT210009 自贡市 智能行动仪 粘贴画 吴瑞熙 女 小学五年级

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中心小学
校 彭茗 2

138
SC210110

阿坝藏
族羌族
自治州 羌山野生松茸采摘机 水彩画 洪梦瑶 女 小学五年级 松潘县白羊九年一贯制学校 王雨晨

3

139
SC210073

阿坝藏
族羌族
自治州 《未来家园》 水彩画 张钰 女 小学二年级 阿坝州小金县美兴小学 张富兵

3

140
SC210074

阿坝藏
族羌族
自治州 《我用画笔环游世界》 水彩画 曾梓航 男 小学二年级 阿坝州小金县美兴小学 陈莎莎

3

141
SC210087

阿坝藏
族羌族
自治州 飞行的房车 水彩画 次仁旺姆 女 小学三年级 阿坝州外国语实验小学 孙亚东

3

142
QB210004 巴中市 《生物基因库》 铅笔画 冯欣 女 小学六年级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天池镇九
年义务教育学校 何如贵 3

143 AL210113 巴中市 银耳智能采储存机器 综合 李秋洁 女 小学三年级 平昌县第二小学 陈菊兰 3
144 AL210119 巴中市 车前草中药制剂一体机 综合 苟艺翔 男 小学二年级 平昌县第二小学 唐爱琼 3

145
AL210117 巴中市

《分离纯化并鉴定野生酵母菌
智能机》  综合 刘京钰 女 小学三年级 平昌县第二小学 胡学洪 3

146 SC210105 巴中市 《智能核桃剥壳机》 水彩画 王宇涵 男 小学五年级 南江县元潭镇小学 杨英 3
147 AL210134 巴中市 核桃加工一体机 综合 冯航 男 小学六年级 巴中市巴州区第一小学 王熙艳 3
148 AL210138 巴中市 草坪培育铺植机 综合 罗瑞峰 男 小学五年级 巴中市巴州区第一小学 张志平 3
149 AL210147 巴中市 红灯卫士 综合 余广平 男 小学四年级 平昌县元山小学 谭晓红 3
150 AL210144 巴中市 多功能消防管网 综合 刘梦涵 女 小学五年级 平昌县实验小学 王玉华 3
151 AL210043 成都市 伊甸园计划——基因改造 综合 付雨谶 女 小学六年级 成都高新区菁蓉小学 魏艳萍 3



152 AL210047 成都市 《启明星号——星际飞船》 综合 陆逸轩 男 小学四年级 成都高新区西芯小学 康洁 3
153 AL210050 成都市 旅游环保潜水艇 综合 宫溥谦 男 小学二年级 四川天府新区麓湖小学 吉薇羲 3
154 AL210038 成都市 太空寻宝 综合 甄科懿 男 小学五年级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小学校 程家重横 3
155 AL210046 成都市 空中冰网 综合 廖梓煊 男 小学三年级 成都市龙泉驿区向阳桥小学 闫少珂 3
156 SC210039 成都市 《未来病毒检测及治疗仪》 水彩画 任天一 女 小学三年级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528校区） 幸绚 3
157 SC210036 成都市 净化自然 水彩画 胡皓钥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成都市第八中学校 郑超 3
158 AL210048 成都市 《空中消防》 综合 叶子 女 初中二年级 成都市温江区东辰外国语学校 彭璐 3
159 OT210022 成都市 抗疫美少女 其他 张茗镘 女 小学六年级 成都市郫都区安德学校 王仕璇 3
160 AL210044 成都市 来自未来 综合 李许悦 女 小学二年级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曹宏明 3
161 OT210001 达州市 智能到家购物系统 其他 潘熠 男 小学六年级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学 杨松 3
162 SC210078 达州市 抗疫先锋 水彩画 孙雨菲 女 小学六年级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李家峰 3
163 AL210083 达州市 阿尔茨海默症的福音 综合 朱茗阳 女 小学六年级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 饶化桥 3
164 AL210003 达州市 未来生态智能及时餐厅 综合 冉文琪 女 小学五年级 宣汉县红专路小学 刘刚 3
165 SC210104 德阳市 新型冠状病毒治疗器 水彩画 彭邈 男 初中一年级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 徐敏 3
166 AL210016 德阳市 《防盗心率手机》 综合 陈馨熠 女 小学三年级 德阳市青云山路小学校 杨萍 3
167 SF210003 德阳市 神奇的调节仪器 水粉画 陈若涵 女 小学五年级 中江县大西街小学校 陈晓虹 3
168 SC210099 德阳市 智能采棉机 水彩画 张弘玲 女 小学六年级 德阳市罗江区略坪镇小学校 李念平 3
169 SC210109 德阳市 多功能记忆学习仪 水彩画 游雯雨 女 初中一年级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 常一铁 3
170 SC210114 德阳市 雾霾吸尘器 水彩画 田玮伊 女 小学六年级 德阳市罗江区略坪镇小学校 陈韵蕾 3
171 ZT210013 德阳市 宇航服的畅想 粘贴画 杨琋童 女 初中一年级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 邓晓莉 3
172 SC210080 德阳市 三星堆文物修复中心 水彩画 陈昊翔 男 小学四年级 广汉市实验小学 罗萱 3
173 SC210106 德阳市 文物修复机器人 水彩画 郭筱 女 初中二年级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 徐敏 3

174
SC210007

甘孜藏
族自治
州 新型冠状病毒治疗机 水彩画 安丽妍 女 小学三年级 泸定县贡嘎山片区寄宿制学校 覃燕 3

175 ZT210006 广安市 新农村废气资源再生系统 粘贴画 鲁子琪 女 小学五年级 邻水县鼎屏小学 黄艳辉 3
176 ZT210003 广安市 高温防暑套装 粘贴画 黄梓涵 男 小学四年级 四川省邻水县北城学校 周灵敏 3
177 AL210061 广安市 地热发电 综合 肖欣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广安代市中学校 徐世波 3
178 SC210083 广元市 汽车尾气转化器 水彩画 李姚 女 小学五年级 旺苍县水磨镇中心小学校 李春雨 3
179 OT210015 广元市 废旧电池电瓶加工厂 其他 黄子翔 男 小学四年级 旺苍县东河小学 窦洁 3
180 SC210049 广元市 多功能智能康养中心 水彩画 贾红印 男 学前学前 广元市朝天区城区幼儿园 唐蓉 3
181 SC210085 广元市 动物基因提取收集器 水彩画 杨晓兰 女 小学二年级 旺苍县木门镇中心小学校 韩菊 3
182 LB210008 广元市 沙漠水库 蜡笔画 闵子娟 女 小学三年级 旺苍县东河小学 杨平 3
183 SC210052 广元市 纳米清肺技术 水彩画 唐敏 女 小学六年级 旺苍县水磨镇中心小学校 李春雨 3
184 SC210034 广元市 新冠病毒消灭机 水彩画 张祎琪 女 小学五年级 剑阁县香江国际实验学校 罗容 3
185 LB210012 乐山市 智能沙漠治理器 蜡笔画 祝可儿 女 小学四年级 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小学 祝隆敏 3



186
AL210078 乐山市 文物修复器 综合 宋锦睿 女 小学四年级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蔡金镇
蔡金小学 陈静怡 3

187 LB210011 乐山市 《新型海洋清洁机》 蜡笔画 汤依璇 女 小学四年级 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小学 祝隆敏 3
188 OT210036 乐山市 病毒消灭器 其他 陈星瑜 女 小学五年级 井研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 童馨 3
189 AL210107 乐山市 《智能办码机器人》 综合 童译萱 女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犍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果 3
190 SC210088 乐山市 新冠肺炎—人肺AI移植器 水彩画 彭芷晗 女 小学六年级 乐山市沙湾区凤凰学校 黄美琼 3
191 OT210057 乐山市 神奇记忆笔 其他 钟欣艺 女 小学五年级 乐山市犍为县南门小学 张杰 3
192 AL210086 乐山市 《智能采摘机器人》 综合 陈馨雨 女 小学三年级 犍为县岷东中心小学 梁智芳 3
193 OT210048 乐山市 《幸福美好中国龙》 其他 余青洋 男 小学六年级 乐山市市中区海棠实验小学 刘涵兮 3

194
SF210005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能量转换器 水粉画 田馨月 女 小学五年级 会理县城关实验小学 邹应芳 3

195
SC210102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凉山一号 水彩画 陈强 男 小学六年级 冕宁县城厢镇中心小学校 胡宏波 3

196
OT210068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病毒“吸尘器” 其他 林语萱 女 小学四年级 西昌航天学校 张杉 3

197
AL210069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抗疫必胜——新型冠状病毒
净化器》 综合 莫宇骜 男 小学六年级 西昌市第四小学 杨雪 3

198
OT210067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病毒吸除器 其他 周瑾瑜 女 小学六年级 西昌航天学校 邱百宁 3

199
OT210065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民族真快乐 其他 吴佳怡 女 小学五年级 西昌航天学校 阿洛土西 3

200
AL210153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多功能土豆机 综合 吴沁妍 女 小学三年级 西昌市第四小学 高雅 3

201
SC210116

凉山彝
族自治
州 太空医院植物人研究所 水彩画 李文杰 男 小学五年级 会理县城关第二小学 刘俊 3

202 AL210025 泸州市 排水动能城市 综合 黄郁涵 女 小学五年级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 李伟 3
203 AL210077 泸州市 超能智慧救援无人机 综合 牟曾吉祥 女 小学六年级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张会评 3
204 AL210004 泸州市 人体无痛扫描检测仪 综合 杨悦彤 女 小学五年级 泸州市纳溪区护国镇中心小学 唐露 3
205 SC210006 泸州市 智能餐桌 水彩画 刘嘉皓 男 小学四年级

泸州市江阳区况场街道中心小
学校 古玲霜 3

206 AL210014 泸州市 我想象中的未来城市 综合 刘嘉 女 小学五年级 泸州市江阳区五星小学校 张静 3
207 SC210122 泸州市 《动物语言翻译器》 水彩画 肖艺涵 女 小学四年级 叙永县师范附属小学校 王霞 3
208 SC210015 泸州市 《智能垃圾分类》 水彩画 范柏漉 女 小学五年级 合江县神臂城镇中心小学校 赵霞 3
209 AL210013 泸州市 古文侦查仪 综合 曾植 女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梁才学校 陈艳 3
210 ZT210007 眉山市 太空新城 粘贴画 卫佳馨 女 小学六年级 眉山市东坡区崇礼镇中心小学 童溪 3
211 OT210007 眉山市 《垃圾分类助手》 其他 苏宇 男 小学六年级 仁寿县宝飞镇凤陵九年制学校 钟璧赢 3
212 AL210118 眉山市 空中城堡 综合 陈乐瑶 女 小学六年级 仁寿县珠嘉镇三溪九年制学校 魏远东 3



213 AL210148 眉山市 我和外星人交朋友 综合 陈子阳 男 学前学前 青神县幼儿园 祝朝霞 3
214 AL210112 眉山市 太空护卫队 综合 邓俊濠 男 小学六年级 眉山市青神县学道街小学 余锐锋 3
215 SF210013 绵阳市 智能生态处理系统 水粉画 李昊宇 男 小学六年级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王亮 3
216 SC210054 绵阳市 太空智能食物输送系统 水彩画 李奕瑶 女 小学四年级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何欢 3
217 SC210061 绵阳市 动物语言翻译器 水彩画 倪佑希 女 初中一年级 绵阳东辰 陈程 3
218 SC210124 绵阳市 自动黑板 水彩画 唐滋韩 女 小学五年级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袁浦鸿 3
219 AL210031 绵阳市 多功能医用防护头盔 综合 黄一馨 女 小学五年级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余泉 3
220 OT210008 绵阳市 生态监测机器人 其他 杨瑷溪 女 小学五年级 梓潼东辰国际学校 吴娜 3
221 SC210071 绵阳市 多功能鞋 水彩画 王涵影 女 小学五年级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袁浦鸿 3
222 SC210070 绵阳市 移动城市 水彩画 陈梦渔 女 小学五年级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袁浦鸿 3

223
OT210009 南充市 《多功能畅想树》 其他 立克星月 女 小学三年级

蓬安县（特殊教育学校）桑梓
小学校 李明霞 3

224 OT210029 南充市 空间站 其他 唐玉琳 女 小学五年级 南充市嘉陵区思源实验学校 李睿洁 3
225 AL210054 南充市 太空能源转化器 综合 杜东晨 男 小学六年级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晏苏楠 3
226 SC210013 南充市 未来生活 水彩画 李子彤 女 小学六年级 营山县云凤实验小学校 陈瑶 3
227 SC210097 南充市 天空之城 水彩画 杨诗蕊 女 小学二年级

南充市嘉陵区文峰镇第一小学
校 王敏 3

228 SC210032 南充市 尾气智能处理站 水彩画 陈星君 女 小学六年级 仪陇县茶房小学校 陈蕾 3
229 AL210053 南充市 宇宙生命之谜 综合 刘欣玲 女 小学六年级 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行知小学 罗小青 3
230 AL210081 内江市 神奇的中药机 综合 伍芮欣 女 小学六年级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田建 3
231 BH210002 内江市 森林灭火救援机 版画 廖涌清 男 小学六年级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田建 3
232 AL210108 内江市 生命救援蜘蛛 综合 陈尚杰 男 小学二年级 内江市第三小学校 阴丽 3
233 AL210080 内江市 仿生纳米抗病毒口罩 综合 严婧尹 女 小学四年级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田建 3
234 SF210026 内江市 海啸威力减震机 水粉画 粱苏宸 男 小学四年级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张春燕 3
235 SF210018 内江市 节能高铁 水粉画 杨晨希 女 小学五年级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 廖翔燕 3
236 AL210110 内江市 《未来减肥机》 综合 刘夕乐 女 小学四年级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肖燕 3
237 SC210079 内江市 阿尔兹海默病眼镜 水彩画 廖智涵 男 小学六年级 内江市第二小学 张佳玉 3
238 OT210043 内江市 植物医生 其他 赵靖雯 女 小学六年级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田建 3
239 AL210020

攀枝花
市 节能环保自助餐厅 综合 袁嘉韩 女 小学五年级 攀枝花市第四小学 李青莲 3

240 AL210097

攀枝花
市 消灭新冠病毒机 综合 彭柳烨 男 小学一年级 攀枝花市第二小学龙珠学校 赵桂萍 3

241 SC210129

攀枝花
市 智能采矿转换新能源机 水彩画 柴嘉瑜 女 小学四年级 攀枝花市东区银江中心学校 庄丽 3

242
SC210082

攀枝花
市 太空水母飞船 水彩画 宋律霏 女 小学四年级

攀枝花市第二十五中小阳光外
国语学校 骆依杉 3

243 AL210111

攀枝花
市 《抗疫爱心树》 综合 王新睿 男 小学五年级 攀枝花市花城外国语学校 廖作菁 3

244 BH210001 遂宁市 电力蜘蛛人 版画 刘俊枫 男 小学六年级 射洪市第六小学校 邹锦 3
245 OT210045 遂宁市 文物修复器 其他 黄佳怡 女 初中一年级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王凯 3
246 OT210016 遂宁市 《抗疫急先锋》 其他 张梓函 女 小学六年级 遂宁市船山区燕山小学校 张治国 3



247 AL210071 遂宁市 关注生命：盲区感应器 综合 杨晨瑄 女 小学三年级 四川美丰射洪实验学校 喻桂先 3
248 AL210091 遂宁市 《回到侏罗纪》 综合 刘苒 女 小学三年级 遂宁安居育才卓同国际学校 薛姗 3
249 DN210002 遂宁市 《时光穿梭》 电脑绘画 霍黎希 女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下河小学
校 谢佳桐 3

250 SF210001 雅安市 美梦制造机 水粉画 陈悠然 男 小学四年级 天全县城区第一完全小学 冯佳 3
251 SC210131 雅安市 智能健康体检鞋 水彩画 李璟熙 女 小学三年级 四川省石棉县希望小学 姜琪敏 3
252 AL210092 雅安市 新型野生动物病毒检测治疗仪 综合 杨艾琳 女 小学五年级 芦山县芦阳第三小学 徐蓉 3
253 ZT210012 雅安市 灭虫机器青蛙 粘贴画 宋雨屿 女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石棉县希望小学 赵敏 3
254 AL210121 雅安市 防走失鞋垫 综合 张钿欣 女 小学三年级 宝兴县灵关中心校 杨明翠 3
255 SF210014 雅安市 海水净化器 水粉画 李思诚 男 初中一年级 天全县第二初级中学 石韩英 3
256 SC210100 宜宾市 环保式烹饪机 水彩画 熊晨晰 男 小学六年级

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胜利街小
学 平航宇 3

257 SC210115 宜宾市 可静电分离的破粹机 水彩画 杨媛淑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兴文中学校 肖颖 3
258 ZT210001 宜宾市 细菌研究所 粘贴画 孙瑞 女 小学四年级

宜宾市南溪区仙临镇中心小学
校 王慧 3

259 AL210154 宜宾市 未来空气净化器 综合 王志富 男 初中一年级 兴文县太平初级中学校 张力文 3

260
SC210086 宜宾市 《生命口罩》 水彩画 李育欣 女 小学五年级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共乐镇东
阳小学校 袁方 3

261 AL210152 宜宾市 未来畅想 综合 黄欣月 女 小学五年级
兴文县仙峰苗族乡仙峰民族学

校 申友聪 3
262 AL210067 宜宾市 飞向火星 综合 李浠怡 女 小学五年级 长宁县希望小学校 王恒 3
263 OT210061 资阳市 神奇的体检椅 其他 陈锐涵 女 小学五年级 乐至县城西小学校 张义明 3

264
OT210063 资阳市

自动检测仪（检查、预防、治
疗一体化） 其他 蒲佳怡 女 小学六年级 乐至县希望小学 刘芳 3

265 AL210120 资阳市 智能艺术辅导机器人 综合 李成钰 男 小学五年级 乐至县城东小学校 刘佳 3
266 OT210064 资阳市 蜜蜂仿生花粉采集器 其他 郭思宇 男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乐至中学 陈丽梅 3
267 QB210005 资阳市 《血管守护神》 铅笔画 陈书语 女 小学一年级 安岳县岳阳镇东方红小学 姚红梅 3
268 AL210102 资阳市 机械纪元 综合 龚雅萱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乐至实验中学 王佳 3
269 AL210012 资阳市 《火星软着陆基地》 综合 陈慧铃 女 小学五年级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万敏 3
270 AL210093 资阳市 即食餐厅 综合 王锦霖 女 初中一年级 四川省乐至中学 王爱华 3
271 OT210056 资阳市 花房 其他 李姝瑜 女 小学六年级 安岳县岳阳镇小学 李晓莉 3
272 AL210022 自贡市 防地震沙发 综合 周艺琴 女 初中二年级 富顺县代寺镇初级中学校 宋玉 3
273 OT210042 自贡市 测癌睡衣 其他 谭欣儿 女 小学四年级 自贡衡川实验学校 吴燕 3
274 OT210035 自贡市 婴儿语言翻译奶嘴 其他 王皓仟 男 小学六年级 自贡衡川实验学校 何萍 3
275 AL210096 自贡市 智能文物修复机 综合 程越 女 小学五年级 富顺县安和实验学校 刘莉 3
276 AL210085 自贡市 《未来速递》 综合 舒端 女 小学五年级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 官钰莎 3
277 AL210088 自贡市 疫苗快速生成器 综合 舒睿童 男 小学六年级

自贡市富顺县板桥镇九年制学
校 陈世扬 3

278 AL210127 自贡市 中药蜂蜜 综合 何欣洁 女 小学六年级 自贡市育才小学 张梦颖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