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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33届太原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从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
历时4个月，在全市各中小学师生的积极参与下，竞赛活动取得园满成

功。少儿科幻绘画竞赛作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用

绘画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示了学生的审美观念和科学想象，既培

育了孩子们的美学思想，又丰富了科学传播的渠道。市科协已陆续出

版多届太原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科幻绘画作品集，受到了社会

有关方面的欢迎。为展示我市少儿科幻绘画成就，扩大作品影响，吸

引更多学校和少年儿童参与活动，本画册汇集了我市第33届太原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少儿科幻绘画竞赛中荣获国家级、省级一、二、三

等奖和市级一、二等奖的作品，以彰显孩子们纯真、活跃的创新思维

和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为培养少年儿童从小养成学科学、爱科学、

用科学的良好习惯，提供一个有益的平台，为他们今后投身于科技创

新大赛的其他项目积累经验、开拓思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积极参与

到我们举办的太原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中来。

—— 编委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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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绘画全国一等奖

太空材料采集器

▲刘馨悦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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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绘画山西省一等奖

未来的减肥机

▲张芷涵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新型奶牛

▲周子渊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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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绘画山西省一等奖

移民Mars▲
贾 珂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孙淑芳

树屋净化机

▲崔宇茜 清徐县紫林路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梁欢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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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教室

▲张艺馨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刘晓红

空气净化器

▲张宏伟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秦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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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世纪

▲李博雯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秦晓清

森林绿化器

▲郭之琳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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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空气供应站

▲张家浩 古交市第二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宋宪月

天然服装制造机

▲曹议丹 古交市第三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康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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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治理

▲王梓琦 古交市第四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张翠萍

太阳能源转换器

▲李政航 古交市第十三小学校 二年级 辅导教师 武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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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雾霾清新转化器

▲黄欣楠 小店区长治路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牛艳丽

遥感机械科考

▲降翰廷 小店区八一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刘俊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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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卫士

▲张佳凝 小店区八一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刘俊俊

自动停车、为你解忧

▲陈怡杰 小店街道一中 七年级 辅导教师 刘玉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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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

▲李睿孜 迎泽区双塔北路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翟金燕

星期日

▲武校孺 万柏林区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李瑞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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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飞行校车

▲桑嘉彤 杏花岭区东华门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刘 荣

未来太空城市

▲庞力源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未来阳光能源转换器

▲郭瑾瑜 清徐县实验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蜜蜂医生

▲牛彦茹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18



科幻绘画山西省二等奖

智能探测仪

▲王晨远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天然花卉制衣机

▲张诗若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未来的造肥机

▲马紫婧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多功能树屋

▲韵嘉仪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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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城

▲王佳钰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百草奇花

▲胡瑀桐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孙淑芳

智能火锅店

▲段雅潇 清徐县实验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孙淑芳

环保净水节能器

▲王知乐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夏 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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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急救全能车

▲李禹璐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孙淑芳

果园采摘机器人

▲乔雅萱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史丽琴

智能房屋

▲左宜平 清徐县实验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常丽丽

宇宙生态节能楼

▲常泽渊 清徐县实验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常丽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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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学校

▲任孜煊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刘晓红

植物城市

▲张艺馨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韩 敏

神奇的南瓜房

▲张圆圆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韩 敏

未来的学校

▲曹璐茜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刘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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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朵上的学校

▲胡益菲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韩 敏

植物汽油提取器

▲王文婕 尖草坪区东方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张 蕾

神奇的“崛起号”避难滑梯

▲李培涓 尖草坪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宋 洁

未来的家

▲胡潇艺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秦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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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车

▲侯佳然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宇宙能源转换站

▲弓文轩 古交市第二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邢晋芳

空中游乐园

▲张 悦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地球吸尘器

▲阴展悦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二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