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青少年数字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长春市少年宫 长春市少年宫1队 多功能智能书上桌 陆柏、李严 郭昊源、荣歆艺、王治衡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
校

三线合一 海洋城市 郑策、 李权效、王竞宇、陈松石

长春南湖实验中学 战狼队 机械躺椅 刘欣、 刘奕璠、李昱达、卢浩宇

长春市第二中学 锉刀团队 家庭智能多功能种植器 杨光、鞠超 赵志国、张润诚、张傲旋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创想战队 骑行行李箱 林黛芳、 罗婧怡、刘怀宇

红钢城小学 抗疫勇士 校园防疫机器人 曾飞、 张博文、李昭伊

东师中信实验学校 筑梦队 学习管家机器人 侯伟、 张雨晴、谷金禹

上海中学国际部
上海中学国际部3D

打印社
折叠式多功能医疗手术台 何天舟、

赵恺文、张雨田、
ChenYuYingShuo

厦门市民立小学 智能创新战队 蜘蛛型智能清洁机器人 陈蓉、 肖扬、梁峥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
验小学

厦门白鹭战队 智能下穿隧道救援系统 张茜、高扬 魏婧萱、许苏恩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街
小学校

旋风队 智能眼镜 杜国乐、 田野

厦门市莲河中学 厦门莲中战队 智能衣柜 陈金定、 高维成、李雯瑾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青少年数字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仁智科教 星梦队 便携式座椅书包 王天赐、 邓凯文、董昊鹏、孙一文



北京医学院附属中学 地洁科技 地板智能清洁机器人 杨非、 敖翔、夏志昂、曾庆雨

长春市第五中学 星晴 多功能巡逻机器人 马爽、王伟儒 张函语、杨杰

厦门市思明小学 我心飞翔队 公交站智能座椅 汤岚琛、 肖心翔、张逸霏

厦门市新圩学校 厦门飞扬战队 海上垃圾清洁机 蔡蕴琦、 黄佳玮、吴玲珊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TornadoTrump 集成式厨房一体机 田爽、 刘嘉奕、杨竣乔、张泽栋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恪勤队 家庭废水光解发电系统 梁婕、 施烁羽、许莹莹

北京医学院附属中学 爱吃蛋糕的老哞龙 家庭陪护机器人 杨非、
王冠一、师文晋、周君豪、

洪湛伦、

长春南湖实验中学 哲理的山路八十弯 家庭智能按摩椅 刘欣、 刘奕圻、艾千依、闫家宝

宜宾市翠屏区西郊中
心小学校

征萌战队 抗疫科技医院 代艳霞、张仁莉 黄奕萌、张征

仁智科教 干饭人 美食打印机 李伟、 宋瑾、张赫洋

厦门市槟榔小学 超梦战队 社区智能塑料再造机 李鹭燕、 吕牧歌、李俊逸

长春市第一实验中学
银河小学

YHStarsteam 数字化智能汽车 石蕾、 罗思航、贺禹泽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
心小学

厦门超越战队 无人快递车 黄采虾、林明辉 黄宇浩、黄文岑

长春市第一实验中学
银河小学

银河队 校园清洁机 石蕾、 王垚迪、王怿恺、孙诗博

东师中信实验学校 励志队 学习伴侣机器人 牛骏东、 刘奇霖、刘瀚元

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
校

APEX 一体化汽车服务中心 陈柯均、 郑龙杰、刘羲林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
学校

雷电极光队 植物自动培养机器 王英琪、 刘璟睿、庞贺夫、刘昊彤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
沧附属学校

宝可梦大师队 智能超声波洗菜机 陈会芳、武佳琦 温恒荣、江佩曈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
校

天狼战队 智能床 杨英杰、 薛蔚宽、林子涵

厦门市民立小学 朝阳队 智能电吹风 陈蓉、 黄嘉睿、周弋涵

厦门市鹭江新城小学 小王子队 智能儿童床 柯雅辉、 黄子为、邱崇轩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慧仁学校

蛟龙队 智能家庭医疗管家 李昕芮、 王梓轩、刘佳睿、马嘉泽

厦门市鹭江新城小学 后浪队 智能晾晒熨烫机 连琳琳、 赖宇皓、蔡静宜

厦门市民立小学 迪迦战队 智能灭火系统 陈蓉、 张蒋、张华烜

厦门市第五中学小学
部

智能战队 智能沙发 吴琼静、 王毅、邢瑞淇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
验学校

龙鼎少年 智能生态别墅 苏向红、李卓霖
刘镒瑒、卢子辰、焦鹏搏、

高瑗泽、江昊阳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街
小学校

晴天队 智能碗橱 王铁柱、 桑浩人

2021第14届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青少年数字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小
学

东盛创客 3D创意声控铅笔盒 吕富雪、
张博熙、赵梓烨、陈馨蕾、

魏子喧、

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我不发光谁发光！ RX-99B式防空坦克 汤建浩、李钢锋
蔡利春、黄梓峰、蔡伦、张

硕、黄伟斌

仁智科教 创想队 便携式发电学习平台 袁静、王天赐 韩念岑、陈佳禾

东北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小学

部
想象队 多功能游标卡尺 王珍君、 王思俊博



厦门市民安中学 厦门民安战队 海洋垃圾收集艇 陈明昆、 杨建俊、陈家瑜

广州市祈福新邨学校 方块儿 航天报国，百年梦圆 赖柳青、 冯睿、林泰豪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
验学校

MAYA之玨 护目智能眼镜 苏向红、 王梓鉴、王艺茗

厦门市梧村小学 勇者队 空中自行车停车装置 林文茹、 杨译晨、林明杰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
验学校

蛟龙队 全智能学霸手环 苏向红、 张展熙、李世圣林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尚德学校

魔术王 太极魔术师 闫晖丹、
李鸿鹏、杨舒涵、贾韩伊、

王翎宇、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
校

致远组 太空垃圾处理器 郑策、 满思齐、赵云

厦门市莲龙小学 巨神战机队 太阳能发电照明百叶窗 应和锦、 高嘉熙、林佳熠

厦门市第五中学小学
部

凌云战队 太阳能烧烤器 彭晓彰、 廖振旭、沈俊龙

东北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小学

部
勇士队

先行者”火星激光3D
打印机器人

刘宇丰、赵日超
赵巴图、姜敏雅、董一麟、

王硕晨、国廉雨

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
验中学

旅行者 新型多功能观光车 王天赐、 顾允豪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尚德学校

未来战士 一站式智能厨房 闫晖丹、 袁珑菡、任梓尧、刘馨泽

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
校

剑客家族 油气分离装置 闫晖丹、 韩昊祤、白奇申

长春市少年宫 长春市少年宫2队 智能公交站亭 陆柏、李严
郭泽宇、蔡可桢、陆芃棋、

王玥熹、王帝博

长春南湖实验中学 哲理的水路九十环 智能恒温婴儿车 刘欣、 艾千雨、高晨硕

东北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小学

部
神龙队 智能花盆 王珍君、赵日超

崔墨轩、林熙翔、高薇辰、
姜品垚、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双子星战队 智能健身发电茶几 冯延璋、 林子喻、林子竣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街
小学校

智慧队 智能刷鞋器 王辉、 余思嘉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
沧附属学校

火箭战队 智能沙发 王昕、 江俊国、江春钰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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