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 标题 出版时间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封面画 2018年4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04期封面画 2018年4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8年04期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时光英雄》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四部半》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永生》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宇宙尽头的书店》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在其他的世界》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炸弹女孩》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无梦之境》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侏罗纪公园》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八十天环游地球》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测谎师》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刺客信条：枭雄》艺术设定集封面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碲钉国》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分形王子》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公鸡王子》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光年之外》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黑色春天》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欢迎来到黑泉镇》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环太平洋2》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环太平洋前传》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破梦游戏》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如何在派对上搭讪女孩》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神秘岛》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十方界：幽灵觉醒》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时间外史》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无人幸免》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星河彼岸》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星空动物园》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血囚房》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游荡者》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月球上的炊烟》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追逐太阳的男人》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2081：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全集》封面画 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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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封面 《虛假滿月》封面画 2018年4月

图书封面 《魂国志(天机之谜)》封面画 2018年5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封面画 2018年5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05期封面画 2018年5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8年05期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傀儡城之荆轲刺秦》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致我们所钟意的黄油小饼干》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倾城一笑》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刺客信条：诸神的命运》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后人类时代》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科幻速写》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莱博维茨的赞歌》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两个人》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量子魔术师》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没有名字的人》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梦鱼：空之谜境》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蒲公英醇夏》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人类之子》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散落星河的记忆4：璀璨》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太阳部落两万年》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亡灵》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我可能遇见了假的外星人》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星球大战：盗贼荣耀》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星球大战：索龙三部曲Ⅰ帝国传承》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星球大战：索龙三部曲Ⅱ黑潮汹涌》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星球大战：索龙三部曲Ⅲ最终指令》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一九八四》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极地恶灵（全二册）》封面画 2018年5月

图书封面 《2017中国最佳科幻作品》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超能第七感·迷雾》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歌丽美雅》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后土记》封面画 2018年6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封面画 2018年6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06期封面画 2018年6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8年06期封面画 2018年6月

杂志封面 《课堂内外·科学Fans》2018年6期封面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零号黑客》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人类基地》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时砂之王》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水晶沉默》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星际谜谍》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星际勇士》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与罗摩相会》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AI觉醒》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奥格计划》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刺客信条：沙漠誓言》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冠军早餐》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极客厨房》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迦梨之歌》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巨齿鲨》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梦鱼Ⅱ：源之国度》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莫失莫忘》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甜心极客》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永夜漂流》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这个男人四十三岁》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质量效应：仙女座》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重返黎明2》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追日》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时间裂缝》封面画 2018年6月

图书封面 《岛》封面画 2018年7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封面画 2018年7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07期封面画 2018年7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8年07期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潜入贵阳》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双峰：最终档案》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未来之城》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星际探险：地火星球狩猎场》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意外伤害100秒》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给孩子的科幻故事》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国王与抒情诗》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黑暗帝国》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机心@AI》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量子图灵》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流浪星球》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猫的摇篮》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美铁之战：第一家族》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死灵之书》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偷记忆的男孩》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万兽之地》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我的王》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五号屠场》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异乡人》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战略级天使》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折叠术》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走错未来的人》封面画 2018年7月

图书封面 《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封面画 2018年8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封面画 2018年8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08期封面画 2018年8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8年08期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十二个明天》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银河边缘001：奇境》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月球黑洞》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阿波罗23号》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安娜》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八部半》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侧影》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朝圣之旅》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大树》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海》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机器人诺比系列》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镜像恋人》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莉莉安无处不在》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罗生门·未来》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玛莎的故事》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没有名字的人2.迷失之海》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魔药课》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群》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人类灭绝》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沙丘5：沙丘异端》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神河传奇之雄兵连(1天河之战)》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时光边缘的男人》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时间不存在》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他人的脸》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天使之触》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雪崩》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因果天使》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犹太警察工会》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御龙记》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云城》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地光》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明日分解》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遥远的地球之歌》封面画 2018年8月

图书封面 《阿努比斯之门》封面画 2018年9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封面画 2018年9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09期封面画 2018年9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8年09期封面画 2018年9月

杂志封面 《课堂内外·科学Fans》2018年9期封面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蓝金阴谋》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梦蛇》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七夏娃》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双生梦》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探险家公会》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童年的终结》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AI迷航》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北欧众神》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盗梦贼》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发条女孩》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给孩子的科幻》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好兆头》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华龙之宫》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记忆》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美铁之战：彼岸使者》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美铁之战：大地惊雷》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美铁之战：红河》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美铁之战：铁大师》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日本合众国》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时光球·生死第六天》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时光球·心灵探险》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时光球·引力的深渊》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搜救队异闻录：瀚海迷踪》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新人族》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星尘》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鱼缸世界》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重返黎明3》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颠倒巷之全民女王》封面画 2018年9月

图书封面 《镜舞》封面画 2018年10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封面画 2018年10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封面画 2018年10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10期封面画 2018年10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8年10期封面画 2018年10月

杂志封面 《课堂内外·科学Fans》2018年10期封面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雷切帝国》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企鹅公路》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翌平新阳刚少年科幻小说·钢的树》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翌平新阳刚少年科幻小说·我的同桌是电子人》封面画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翌平新阳刚少年科幻小说·心灵流量》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翌平新阳刚少年科幻小说·月亮上的音乐会》封面画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生命进阶》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未竟之夏》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岛上的女儿们》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电幻国度》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独自在家1》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疯狂外星人-大漠寻星人》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疯狂外星人-小猪的宠物》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固体海洋》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红色海洋》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彗星来临》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昏睡百年》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火鸟》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火星照耀美国》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获得自由的世界》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假漂亮和苍蝇拍手》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精神之子》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苦难》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雷沙革村的读墨人》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冷战与信使》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刘慈欣科幻小说自选集》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盲人乡》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莫罗博士岛》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神秘世界的人》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神食》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时间机器》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世界大战》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水晶蛋》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太空无人生还》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太空战》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泰坦的女妖》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屠异》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未来.因你而在.上》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我们最好的十年》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我一次次活着是为了什么》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无名之城》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新人来自火星》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异形博恩》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隐身人》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永恒先生》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预见未来》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月球上的第一批来客》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战争学徒》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外星生命简史》封面画 2018年10月

图书封面 《冰冻时光之窗》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城市与群星》封面画 2018年11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封面画 2018年11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11期封面画 2018年11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8年11期封面画 2018年11月

杂志封面 《课堂内外·科学Fans》2018年11期封面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梦的化石》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少数派报告》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天堂的喷泉》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宇宙商店》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月海沉船》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100：科幻之书：Ⅲ沙王》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100：科幻之书：II异站》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100：科幻之书：I窃星》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AI迷航2：复活爱因斯坦》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爱因斯坦的梦》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玻璃魔法》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地狱的星辰》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疯狂外星人-北极通缉令》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疯狂外星人-长城砖》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海底两万里》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明日旅行者》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日本未来时》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石中女神》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她从月亮来》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异形》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银河边缘002：冰冻未来》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银河铁道之夜》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长路》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纸魔法》封面画 2018年11月

图书封面 《时间回旋》封面画 2018年11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封面画 2018年12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12期封面画 2018年12月

杂志封面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8年12期封面画 2018年12月

杂志封面 《课堂内外·科学Fans》2018年12期封面 2018年12月

图书封面 《变化的位面》封面画 2018年12月

图书封面 《100：科幻之书：IV诗云》封面画 2018年12月

图书封面 《冰与火之歌》封面画 2018年12月

图书封面 《不祥的蛋》封面画 2018年12月

图书封面 《残次品》封面画 2018年12月

图书封面 《狗心》封面画 2018年12月

图书封面 《全能魔法》封面画 2018年12月

图书封面 《十二个冷湖》封面画 2018年12月

图书封面 《夜行者》封面画 2018年12月

图书封面 《蜘蛛男孩》封面画 2018年12月



作者 年份 篇幅 标题 发表类别 发表处

Akilla 2017 中短篇 地下城市 非纸质 架空公众号2017年09月08日

Kisa 2017 中短篇 三岔口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2月07日

Krall 2017 中短篇 亲密无间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krall 2018 中短篇 格里的生意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noc 2018 中短篇 J3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sin31 2017 中短篇 逃跑的机器人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6月01

日

su27 2018 中短篇 十地 非纸质
第五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科幻故事类优

秀奖

Tossot 2018 中短篇 秀色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Wiz 2018 中短篇 嗨，兰迪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5日

阿哆 2017 中短篇 穷举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0月11

日

阿莱 2016 中短篇 逃跑计划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10期

阿三之 2017 中短篇 花非花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9月20

日

阿三之 2018 中短篇
摇曳的大波斯

菊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02日

阿泰 2017 中短篇
全感官电影公

司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阿西博士 2017 中短篇 薛定谔的猫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微小说二等奖

阿西博士 2017 中短篇 零度世界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8月02

日

阿西博士 2017 中短篇 机器人革命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0月11

日

阿西博士 2017 中短篇 活星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1月17

日

阿西博士 2017 中短篇 拆迁地球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2月22

日

阿西博士 2018 中短篇 共享机体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阿西博士 2018 中短篇 观察者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1月24

日

阿西博士 2018 中短篇 赢在起跑线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1月24

日

阿西博士 2018 中短篇 前进！前进！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3月27

日

阿西博士 2018 中短篇 复制人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24日

新星推荐名单（至3月31日）



阿西博士 2018 中短篇 海洋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7月08日

阿西博士 2018 中短篇 共享机体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0月24日

阿西博士 2018 中短篇 神们 选集书
《星际简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阿元 2018 长篇 太空无人生还 单行本 新星出版社

艾崴 2017 中短篇 写给爸爸的信 报刊 《科技日报》2017年06月15日08版

艾崴 2017 中短篇 生日礼物 报刊 《科技日报》2017年07月06日08版

艾崴 2017 中短篇 共脑 报刊 《科技日报》2017年08月10日08版

安纳辛 2018 中短篇 元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3期

安平见 2016 中短篇 出“棋”不意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6期

安平见 2016 中短篇 她，来自未来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8期

安蔚 2016 中短篇 千年棋 报刊
《科幻CUBE第三辑》（百花文艺社2016

年7月）

安潇和 2017 中短篇 猎杀时空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2期

安潇和 2018 中短篇 逆行者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安潇和 2018 中短篇 西装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巴托克 2016 中短篇
你是人，还是

机器？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5期

白贲 2018 中短篇 山水囚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白贲（吴智

睿）
2018 中短篇 发条城 非纸质

第四届晨星科幻原创文学大赛最佳短篇

科幻小说奖

白伯欢 2018 长篇 战略级天使 单行本 新星出版社

白乐寒 2017 中短篇 扑火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6期

半月王子夜 2017 中短篇 磁极星 选集书
《幻境工程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2017.07）

半月王子夜 2017 中短篇 死亡列车 选集书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7.07）

半月王子夜 2018 中短篇 岁月岛 选集书
《记忆光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半月王子夜 2018 中短篇 画实 选集书
《时光棋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半月王子夜 2018 中短篇 不敢老 选集书
《星际简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薄暮 2016 中短篇 行星采集 选集书 《临界点》（重庆出版社2016年8月）

薄暮 2017 中短篇 应许之地 选集书
《不存在的星球》（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9）



鲍浩然 2018 中短篇 孤岛 选集书
《AI交响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奔放的招财

猫
2017 长篇 记忆修理屋 单行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比黑更黑 2017 中短篇 两个谎言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10月18日

冰蓝飞狐 2018 中短篇 高楼，空屋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14日

丙等星 2018 长篇
神空驱动1：钢

铁的巨神
单行本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丙等星 2018 长篇
神空驱动2：爱

因斯坦-罗森桥
单行本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丙等星 2018 长篇
神空驱动3：阿

喀琉斯之踵
单行本 少年儿童出版社

伯昏有人 2016 中短篇 时空手表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9期

补天石 2016 长篇 补天石之天坑 单行本 广东旅游出版社201512

不满百 2016 中短篇 麦客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6期

彩虹之门 2017 长篇
地球纪元Ⅰ太

阳危机
单行本 新星出版社2017年7月

彩虹之门 2017 长篇
地球纪元Ⅱ星

辰之灾
单行本 新星出版社2017年8月

彩虹之门 2018 长篇
地球纪元Ⅲ时

间旅者
单行本 新星出版社

蔡旭恒 2016 中短篇 答案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5期

曹畅洲 2017 中短篇
在月球上写信

的人
选集书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7.07）

曹曙婷 2017 中短篇 从前慢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9月20日

曹艳然 2017 中短篇 灵魂之爱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1期

曹政 2016 中短篇 金星球历险记 报刊 《知识就是力量》2016年5-6期连载

查杉 2018 中短篇 信封计划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查杉 2018 中短篇 地下室富翁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查杉 2018 中短篇 这里是火星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陈安培 2018 中短篇 流动的谎言 选集书
《光年之外》（万卷出版公司

2018.03）

陈东旭 2017 长篇 孤独心理师 单行本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

陈江 2017 长篇 门 单行本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5月

陈鲲羽 2017 中短篇 暗星之尘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4期

陈伟烨 2017 中短篇 食梦者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1期



陈意林 2017 中短篇 隐形人 报刊 《萌芽》2017年03期

陈震寰 2018 中短篇 群山的回响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晨辞 2016 中短篇 绿河之夜 报刊
《科幻CUBE第一辑》（百花文艺社2016

年2月）

晨辞 2016 中短篇 水中莲 选集书 《临界点》（重庆出版社2016年8月）

晨辞 2017 中短篇 谋杀记忆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5期

成刚 2017 长篇
超能英雄：原

力觉醒
单行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

乘号 2018 中短篇 万兽之树 非纸质
第五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科幻故事类优

秀奖

程皎旸 2018 中短篇 镜面骑士 报刊 《作品》2018年07期

程鹏 2018 中短篇 记忆手术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25日

程烁 2017 中短篇 不存在的虚拟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2期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负限奥运会 报刊 《作品》2018年第2期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哨所 报刊 《作品》2018年第2期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成都是地上一

座城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恒日囚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凛冬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冥王星密室杀

人事件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我请求成为天

空的孩子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心月狐事件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须弥山上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寻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赤膊书生

（田兴海）
2018 中短篇 引力鱼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充耳 2017 中短篇 试工 报刊 《科技日报》2017年06月29日08版

充耳 2017 中短篇 植入 报刊 《科技日报》2017年07月27日08版

充耳 2017 中短篇 最后的约会 报刊 《科技日报》2017年08月31日08版

雏子 2017 中短篇 张老头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楚杨炫 2017 中短篇 偷记忆的人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1期



茨平 2018 中短篇
住进玻璃瓶的

人
选集书

《末日卷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刺猬 2017 中短篇 怪物入侵 选集书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7.07）

崔书馨 2018 中短篇 脑际穿越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大麦 2017 中短篇 星思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9月27

日

大梦初觉 2018 中短篇 打码之国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0月12日

大松果子 2016 中短篇 双生 选集书 《临界点》（重庆出版社2016年8月）

大雪满弓刀 2017 中短篇
野史：齐天大

圣与大力神杯
非纸质 第六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代言 2018 中短篇 寻星记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14日

单桐兴 2017 中短篇 极昼 选集书
《幻境工程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2017.07）

单桐兴 2018 中短篇 时间之神 报刊 《作品》2018年10期

当猫 2018 中短篇 蘑菇烘蛋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3月27

日

稻野熊 2017 中短篇 幻世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8月02

日

稻野熊 2017 中短篇 神人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8月11

日

稻野熊 2017 中短篇 梅花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8月31

日

稻野熊 2017 中短篇 阿诺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9月20

日

稻野熊 2017 中短篇 归途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1月01

日

稻野熊 2017 中短篇 十八士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1月17

日

稻野熊 2017 中短篇 神枪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1月24

日

稻野熊 2017 中短篇 异星繁花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2月22

日

稻野熊 2018 中短篇 蓝羊湖水怪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1月02

日

灯芯绒 2017 中短篇 在清朝 非纸质 架空公众号2017年12月15日

邓思渊 2018 中短篇 一次别离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邓心 2017 中短篇 逃离生天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5月17

日-6月7日连载

狄拉克海 2017 中短篇 建兴十二年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9月06

日

狄拉克海 2017 中短篇 给安娜的信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2月12

日

丁宇飞 2017 中短篇 镜像领域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1期



东易 2017 中短篇 诊所故事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6期

董现南 2016 中短篇 海龟的报恩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3期

豆包 2017 中短篇 地下角斗场 报刊 《超好看》2017年09月刊

杜梨 2017 中短篇
世界第一等恋

人
报刊 《花城》2017年第6期

段子期 2018 中短篇 灵魂游舞者 选集书
《银河边缘002：冰冻未来》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8.11

鸸鹋 2018 中短篇 沼地救援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22日

二湘 2017 中短篇
夏至的梅里雪

山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3期

二湘 2017 中短篇 重返2046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增刊

樊迦 2016 长篇
失控智能：觉

醒
单行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06

房子 2018 中短篇 向前看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11月10日

肥狐狸 2017 中短篇 我的太阳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肥狐狸 2017 中短篇 长夜行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2月01

日

风树 2017 中短篇 蜜月行动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9月12日

风树 2018 中短篇 食物恋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2月28日

锋庶 2017 中短篇 数字黑帮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7期

冯佳雯 2016 中短篇 荒原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增刊

冯云上 2017 中短篇 告别 非纸质 架空公众号2017年10月09日

弗兰肯林果 2017 中短篇 西部往事 非纸质 架空公众号2017年09月11日

浮动 2017 中短篇 窥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7月26

日

浮动 2018 中短篇 跨过那扇门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浮动 2018 中短篇 荒芜之地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24日

浮动 2018 中短篇 莫名失踪案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8月23日

付强 2016 长篇 时间深渊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05

付强 2017 中短篇 消失的双子 选集书
《孤独者的游戏》（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8）

付强 2017 中短篇 密室恋人 选集书
《孤独者的游戏》（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8）

付强 2017 中短篇 纠缠 选集书
《孤独者的游戏》（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8）



付强 2017 中短篇 无限小镇 选集书
《孤独者的游戏》（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8）

付强 2018 中短篇 暗夜亡灵 选集书
《银河边缘001：奇境》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8.08

付心明 2017 中短篇 武林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5期

高博 2016 中短篇 顽疾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8期

高博洋 2016 长篇
暂停时间的手

表
单行本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04

高渔 2018 长篇
时间游戏：闪

耀的前夜
单行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高雨涵 2016 中短篇 RL 报刊 《最小说》2016年12月刊

龚厚禄 2017 中短篇 水燃料的灾难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2月27

日

顾备 2017 中短篇 觉醒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6期

顾备 2018 中短篇 现场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顾馨媛 2018 中短篇
献给智人的花

束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光艇 2018 中短篇 一步登天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光乙 2017 中短篇 金钱瘟疫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1期

归芜 2017 中短篇 流放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微小说二等奖

归芜 2017 中短篇 蜕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0月18

日

归芜 2018 中短篇 犬世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3月06

日

归芜 2018 中短篇 涂鸦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7月10日

郭嘉 2017 中短篇 不得好死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9月05日

郭治学 2018 中短篇
地球的最后诗

篇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海晨星 2016 长篇 人生继承者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09

海公子 2016 中短篇 深黑之光 报刊 《超好看》2016年4月刊

海杰 2017 中短篇 尘泥之别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2期

海杰 2018 中短篇 保护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海獭 2018 中短篇
传送机事故报

告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海獭 2018 中短篇 孤独的星球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26日

海漄 2018 中短篇 觉醒的拳王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24日



函谷关喜 2018 中短篇 洞穴守夜人 选集书
《记忆光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韩荣蓉 2017 中短篇
“海马爸爸”

的日记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9期

寒郁 2017 中短篇 玻璃人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杭松 2018 长篇
魂国志(天机之

谜)
单行本 贵州人民出版社

郝赫 2017 中短篇 四郎探母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1月31日

郝赫 2017 中短篇 幼吾幼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9月16日

郝赫 2017 中短篇 警报解除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11月29日

郝赫 2017 中短篇 烈日骄阳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12月23日

郝俊莹 2016 中短篇 变异犬38号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3期

何大江 2016 长篇 超能脑波 单行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09

何大江 2017 中短篇 三星堆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4期

何荣芳 2017 中短篇
Thanks 3D妈

妈
选集书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7.07）

何涛 2016 长篇
人机战争：AI

觉醒
单行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08

何涛 2017 中短篇 记忆迷路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0期

何涛 2017 长篇
人机战争(第2

季):核爆
单行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

何涛 2018 长篇
人机战争(第3

季)-绝地反击
单行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何宛余 2016 中短篇 备份 报刊 《文艺风赏》2016年3月刊

何鑫 2016 中短篇 艾迪的玩具 报刊 《文艺风赏》2016年2月刊

何鑫 2016 中短篇 遗迹 报刊 《文艺风赏·梦旅人》2016年8月刊

何志峰 2018 长篇
蔡小米的星际

历险记
单行本 九州出版社

河狸 2018 中短篇 新世界 选集书
《时光棋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赫尔墨斯 2017 长篇
超界3：永劫之

境
单行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2月

赫尔墨斯 2017 长篇
超界2：狼蛛与

红火蚁
单行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

黑潮 2017 中短篇 量子记忆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5期

黑桃尖子 2016 中短篇 黑 报刊 《超好看》2016年11月刊

黑桃尖子 2016 中短篇 进化前夜 报刊 《超好看》2016年3月刊



黑桃尖子 2016 中短篇 撒冷镇 报刊 《超好看》2016年4月刊

红娘子 2016 中短篇
我的机器人父

母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2期

红色十月 2016 中短篇
塞伯昆明（外

一篇）
报刊

《科幻CUBE第四辑》（百花文艺社2016

年9月）

后德嘉树 2017 中短篇 长生殿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9月27日

后岁余 2018 中短篇 龙鸢 选集书
《机械王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后弦 2017 长篇 死后任务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

胡草漫 2017 中短篇 一光年的梦 选集书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7.07）

胡功博 2017 中短篇 失败者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2期

胡功博 2018 中短篇 回家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胡绍晏 2016 中短篇
心形斑纹的花

豹
报刊

《文艺风赏·单身俱乐部》2016年11月

刊

胡绍晏 2016 中短篇 火海潜航 选集书 《临界点》（重庆出版社2016年8月）

虎皮 2016 长篇 赛尔星球 单行本 中国财富出版社201608

花彼岸 2018 中短篇 夜曲 选集书
《光年之外》（万卷出版公司

2018.03）

画倦 2018 中短篇 循环的双杀 选集书
《末日卷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荒远 2017 中短篇 蓝色上帝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11月08日

黄金明 2018 长篇 地下人 单行本 广东花城出版社

黄伟业 2017 中短篇 星际疗养院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0期

灰林 2017 中短篇 无梦的机器人 报刊 《超好看》2017年07月刊

回形针 2018 中短篇 连环套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11日

几望 2017 中短篇 未来养老院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贾飞 2017 中短篇 避难所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9期

贾郅淳 2018 中短篇 塔尖墓语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简妮 2018 中短篇
藏好你的丹尼

尔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2月28

日

简妮 2018 中短篇
阿尔吉侬的启

示录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13日

简妮 2018 中短篇
你无法抵达的

星球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08日

简妮 2018 中短篇 逃离禁闭岛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22日



江良骏 2018 长篇 鱼缸世界 单行本 金城出版社

江月 2016 中短篇
怕没有人告诉

你
报刊 《超好看》2016年11月刊

江月 2017 中短篇 生存还是毁灭 报刊 《超好看》2017年10月刊

姜来 2017 中短篇 亲爱的盖伊 选集书
《幻境工程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2017.07）

蒋成之 2018 中短篇 扬州环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蒋晖 2016 中短篇 是谁惹的祸 报刊 《科学24小时》2016年第10期

焦捷 2018 中短篇 万花筒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3月27

日

芥末 2017 中短篇 沉默的语言 选集书
《不存在的星球》（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9）

金霖辉 2018 中短篇 方格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金霖辉 2018 中短篇 最后一课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井澜 2016 中短篇 记忆银行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4期

井中月 2018 中短篇 隧道 选集书
《时光棋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静岛 2017 中短篇 碧海青天 非纸质
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近未来科幻故

事组优秀奖

峻舞涛 2016 中短篇 无命生机 报刊
《科幻CUBE第一辑》（百花文艺社2016

年2月）

咖啡杯里的

茶
2016 中短篇 寻龙少女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1期

亢霖 2016 长篇 修脑师 单行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1

柯梦兰 2018 长篇 星际谜谍 单行本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柯梦兰 2018 长篇 双宇宙的阴谋 单行本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跨客 2018 中短篇 混合现实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04日

跨客 2018 中短篇 克隆人Rock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08日

蓝鹦鹉 2017 中短篇 背包 选集书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7.07）

老沙 2017 中短篇 穿越计划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4期

雷朝扬 2016 中短篇
写诗的人与读

诗的人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6期

雷虹 2016 中短篇 无尽的等待 报刊
《科幻CUBE第二辑》（百花文艺社2016

年4月）

雷嘉俊 2017 中短篇 卡戎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0期

雷小虎 2017 中短篇 F计划 非纸质 第六届未来科幻大师奖最具改编潜力奖



雷小虎 2018 中短篇 数据人生 选集书
《临界点2：2016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

集》（重庆出版社2018.03）

雷小虎 2018 中短篇 63.51 选集书
《临界点2：2016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

集》（重庆出版社2018.03）

冷胭 2018 长篇
全宇宙你最可

爱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黎安高 2017 中短篇 千年兰计划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6期

黎木 2018 中短篇 生之所向 非纸质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李丞媛

（台）
2018 中短篇 造梦所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1月17日

李驰翔 2016 中短篇 来自地球 报刊 《萌芽》2016年10月号

李春辉 2018 中短篇 众妙之门 报刊 《作品》2018年08期

李诞 2017 长篇 宇宙超度指南 单行本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李冬宁 2016 中短篇 再一次见到你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增刊

李飞杨 2017 中短篇 归途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4期

李辅贵 2016 中短篇
喜马拉雅山的

塌陷
报刊 《知识就是力量》2016年11期

李宏伟 2016 长篇 国王与抒情诗 报刊 《收获》2016长篇专号（秋冬卷）

李慧 2016 长篇 脑渊-临界点 单行本 朝华出版社201606

李立军 2018 中短篇 卖壳 非纸质
第四届晨星科幻原创文学大赛最佳中篇

科幻小说奖

李盆 2018 中短篇 零故事 选集书
《银河边缘001：奇境》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8.08

李茜 2017 长篇 遗忘将至 单行本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

李世尧 2018 长篇 奥格计划 单行本 清华大学出版社

李霜氤 2017 中短篇 地下城的娃娃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2月12

日

李霜氤 2018 中短篇 退子神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李霜氤 2018 中短篇 人类定制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18日

李文林 2016 长篇
银河真相-光速

为零
单行本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06

李文林 2016 长篇
银河真相-青木

入侵
单行本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06

李文林 2016 长篇
银河真相-星系

陀螺
单行本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06

李旭雯 2016 中短篇 完美人生 报刊 《科学24小时》2016年第12期

李雪洁 2018 中短篇 8.12大爆炸 选集书
《记忆光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李御隆 2016 中短篇 星空之城 报刊 《知识就是力量》2016年9期

李振乾 2017 中短篇 洛丽的爱情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2月01

日

李忠跃 2018 中短篇 如果有来世 选集书
《光年之外》（万卷出版公司

2018.03）

莲洛 2018 长篇 逆转未来 单行本 青岛出版社

良苑栎 2017 长篇 地球思考期 单行本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凉言 2018 中短篇 陪伴者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梁柯 2018 长篇
游荡者：悬命

时刻
单行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靓灵 2018 中短篇 落言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11日

靓灵 2018 中短篇 子弹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9月5日

靓灵 2018 中短篇 子弹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9月5日

靓灵 2018 中短篇 黎明之前 非纸质 《未来按钮App》2018年12月8日

寥若晨星、

单林
2017 中短篇 末日纪事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2期

林戈声 2018 长篇
十方界：幽灵

觉醒
单行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林怀庭 2017 中短篇 异变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11月15日

林檎 2018 中短篇 伊苏欧曼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林潇 2018 中短篇
生命的另一种

可能
报刊 《作品》2018年04期

林潇 2018 中短篇 孤独的8hz 选集书
《机械王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林茵 2016 长篇 旭星灿烂 单行本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06

林泽澜 2017 中短篇 守护之光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8期

凛 2018 长篇 你是你的神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刘赫铮 2017 中短篇 太阳的背面 报刊 《科普创作》2017年第3期

刘红 2018 中短篇 月亮假日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刘剑锋 2016 长篇 三体世界 单行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07

刘瑞泽（香

港）
2017 中短篇

爱的永生和死

亡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9期

刘时予 2018 中短篇 雨夜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刘时予 2018 中短篇 故梦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2期



刘天一 2018 中短篇 废海之息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21日

刘文丽 2018 中短篇 第三方编译 选集书
《记忆光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刘相辉 2016 中短篇 物归原主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4期

刘鑫 2016 中短篇 最后的人类 报刊 《科学24小时》2016年第2期

刘洋杉 2016 长篇 牙慧世界 单行本 团结出版社201608

流沙 2018 中短篇 百年一梦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流沙 2018 中短篇 麦田画师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流沙 2018 中短篇 庞贝之殇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流沙 2018 中短篇 收藏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流沙 2018 中短篇 信使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流沙 2018 中短篇
这个李白不太

冷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流苏 2016 中短篇
来自流星的旅

行者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11期

柳舒茵 2017 中短篇 婚礼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0期

六记 2017 中短篇 方舟上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2期

龙心垚 2016 中短篇 高空隔绝 报刊 《超好看》2016年9月刊

龙一 2018 长篇 地球省 单行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龙智慧 2018 长篇 后土记 单行本 万卷出版公司

卢杰 2016 中短篇
广告与女

孩
报刊 《文艺风赏》2016年1月刊

陆伍 2017 中短篇 尘埃散尽之时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5期

鹿山 2017 中短篇 忠臣 非纸质 第六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鹿山 2018 中短篇 北海道之春 选集书
《临界点2：2016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

集》（重庆出版社2018.03）

鹿山 2018 中短篇 他和他的城 选集书
《临界点2：2016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

集》（重庆出版社2018.03）

露苑 2016 中短篇
不眠城的造梦

师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5期

罗际扬 2017 中短篇
穿越的五大死

因
报刊 《科普创作》2017年第1期

吕超 2017 中短篇 终极幻想 选集书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7.07）

马广 2018 长篇 盲神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马易川 2017 中短篇 爱的迷惘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5期

瞒憨 2017 中短篇 梦端 选集书
《幻境工程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2017.07）

满地梨花雪 2018 长篇 第九调查局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猫爪君 2018 中短篇 春天的奥德赛 非纸质
第五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科幻故事类特

邀评委选择奖

美菲斯特 2017 中短篇 点亮星辰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6月21

日

美菲斯特 2017 中短篇
拯救米其林大

厨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7月12

日

美菲斯特 2017 中短篇 赌约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8月02

日

美菲斯特 2018 中短篇 冰河期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03日

美菲斯特 2018 中短篇 马钧的烦恼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8月15日

美菲斯特 2018 中短篇
赫克托耳的进

化之境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0月15日

美菲斯特 2018 中短篇 歧路同路 选集书
《机械王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美菲斯特 2018 中短篇 Q城霾事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美菲斯特 2018 中短篇 楼兰往事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美菲斯特 2018 中短篇 绕圈跑 选集书
《星际简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门海宁 2016 长篇
我也像你一样

魔幻
单行本 团结出版社201604

孟嘉杰 2017 中短篇 缪斯 选集书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7.07）

孟嘉杰 2018 中短篇 分生 选集书
《AI交响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孟槿 2016 中短篇 伊芙琳 报刊 《最小说》2016年12月刊

孟槿 2017 中短篇 清道夫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9月18日

孟庆勇 2018 长篇 外星人接待办 单行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梦窗 2016 长篇 第五维度 单行本 新星出版社201608

梦人 2017 中短篇
我成为怪物那

天
选集书

《我成为怪物那天》（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04）

梦想之鱼 2018 中短篇 生存的权利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1月10日

迷糊珠 2016 中短篇 变美游戏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5期

迷糊珠 2016 中短篇
我的姐姐是机

器人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9期

米西亚 2017 长篇
重启时光的女

孩
单行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



渺渺 2018 中短篇 过冷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明明 2016 中短篇 秘密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7期

茉莉 2017 中短篇 科瑞拉漂流夜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2期

木卫 2018 中短篇 寒武纪的噪音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10月10日

慕明 2018 中短篇
开往西站的特

别列车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2月17日

慕明 2018 中短篇 假手于人 非纸质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一等奖

慕明 2018 中短篇 宛转环 非纸质
第五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科幻故事类特

别奖

慕明 2018 中短篇 时间之心 选集书 《时间不存在》作家出版社2018.08

慕明 2017 中短篇 空中悬人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2月05日

那森 2016 长篇 时空旅人 单行本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12

泥巴柴柴 2018 中短篇 包裹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11月17日

倪楠 2017 中短篇 纵观者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1期

聂胜国 2017 长篇 末日大浩劫 单行本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

宁航一 2018 长篇 第三类秘密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柠檬黄 2018 中短篇 雪中的火种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11月7日

欧阳乾 2018 长篇 来临之日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胖瓜 2017 中短篇
一个中年男人

打算去死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彭超 2017 中短篇 群山行云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4期

彭超 2017 中短篇 死亡之森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7期

彭超 2018 中短篇
青海湖爱情故

事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彭超 2018 中短篇 异兽异兽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期

七里 2018 中短篇 少年离落 选集书
《时光棋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柒武 2016 中短篇
神迹：僵死定

律
报刊

《科幻CUBE第四辑》（百花文艺社2016

年9月）

柒武 2016 中短篇
太空中的抹香

鲸
报刊

《科幻CUBE第一辑》（百花文艺社2016

年2月）

柒武 2016 中短篇 喜丧 选集书 《临界点》（重庆出版社2016年8月）

柒武 2017 中短篇 忒修斯之躯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3期



柒武 2018 中短篇
在影院里发生

的，就让它留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柒武 2018 中短篇 返家长路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柒武 2018 中短篇 不灭之火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柒武 2018 中短篇 旧日时光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2期

柒武 2018 中短篇 喜乐之城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3期

柒武 2018 中短篇 再生尸 选集书
《光年之外》（万卷出版公司

2018.03）

奇葩革命 2017 中短篇 人形囚笼 非纸质 第三届晨星科幻文学奖最佳微科幻小说

钱武天 2017 中短篇 今夜无人入睡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7期

钱武天 2018 中短篇 米虫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乔赢 2017 长篇
康酷客

（木）：若婵
单行本 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年12月

青锋 2018 中短篇 真实偶像 选集书
《临界点2：2016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

集》（重庆出版社2018.03）

青锋 2018 中短篇 记忆的模样 选集书
《临界点2：2016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

集》（重庆出版社2018.03）

清夜山水 2018 中短篇 冲蚀线 选集书
《光年之外》（万卷出版公司

2018.03）

秋风清 2018 长篇 超能者 单行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秋泓小筑 2016 中短篇 神秘隐形眼镜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8期

权心 2016 中短篇 一梦不醒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3期

拳王的故事 2018 中短篇 回光 报刊 《作品》2018年11期

群书 2016 长篇
媒丽山海（全2

册）
单行本 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06

日晶 2018 中短篇 神之死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10月31日

熔岩原孤丘 2017 中短篇 归途 非纸质 架空公众号2017年12月12日

睿雨 2018 中短篇 怪兽之母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睿雨 2018 中短篇 肉食世界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09日

撒冷 2016 长篇
诸神的黄昏

（全二册）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10

沙柳士 2016 中短篇 数字人 报刊 《超好看》2016年1月刊

沙陀王 2017 中短篇 太阳照常升起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9月19日

沙陀王 2018 中短篇 野蜂飞舞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18日



沙陀王 2018 中短篇 下山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9月13日

深渊 2018 中短篇 图灵测试 非纸质
第五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科幻故事类优

秀奖

沈轻舟 2016 中短篇 头发小精灵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7期

沈屠苏 2017 中短篇 无路可逃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1期

沈屠苏 2018 中短篇 梦棺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沈屠苏 2018 中短篇 黑暗日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第1期

石潮上 2018 中短篇 觉醒者游戏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石黑曜 2016 中短篇 潘 选集书 《临界点》（重庆出版社2016年8月）

石黑曜 2017 中短篇 朝圣 非纸质 第六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一等奖

石黑曜 2018 中短篇 霍金效应 报刊 《南方人物周刊》第546期

石黑曜 2018 中短篇 仿生屋 非纸质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二等奖

石黑曜 2016 中短篇 智人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6期

石囡 2017 中短篇 梦境改造车间 选集书
《幻境工程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2017.07）

抒雅 2017 中短篇
在你走过和我

们相爱以前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水巢 2018 中短篇 如封似闭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16日

水湄伊人 2017 中短篇 消失的玫瑰园 选集书
《幻境工程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2017.07）

斯诺 2016 中短篇 想象空间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8期

斯学 2016 中短篇 枷锁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12期

宋钊 2017 长篇
世界的误算：

完美缺陷
单行本 新星出版社2017年12月

苏伐 2018 中短篇 回不去的世界 非纸质 《超好看故事APP》2018年8月9日

苏方音 2017 中短篇
玻璃外面的样

子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增刊

苏莞雯 2018 中短篇 奔跑的红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14日

苏民 2018 中短篇 绿星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25日

苏苏 2018 长篇 地狱的星辰 单行本 四川文艺出版社

苏湲 2018 长篇
太阳部落两万

年
单行本 作家出版社

岁月看客 2017 长篇 军武使命 单行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



孙国赟 2016 中短篇 金灾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8期

孙宁蔓 2017 中短篇 记忆整理师 选集书
《幻境工程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2017.07）

孙倩雯 2016 中短篇 光明计划 报刊 《科学24小时》2016年第5-6期连载

孙望路 2017 中短篇 俏夕阳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1月25日

孙望路 2018 中短篇 送别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2月23日

孙望路 2018 中短篇 地震云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5月12日

孙望路 2018 中短篇 解冻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8月8日

孙望路 2018 中短篇 老师 非纸质 《未来按钮App》2018年6月9日

孙望路 2018 中短篇 残缺真理 选集书
《光年之外》（万卷出版公司

2018.03）

塔塔 2017 中短篇 相约1998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2月04日

太初有七 2017 中短篇 孤岛余欢 非纸质
第三届晨星科幻文学奖最佳短篇科幻小

说

钛艺 2016 中短篇 英雄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12期

钛艺 2016 中短篇 响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1期

钛艺 2016 中短篇 圣诞夜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3期

钛艺 2016 中短篇 生命的河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5期

钛艺 2016 中短篇 小小的幸福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7期

钛艺 2016 中短篇 盛夏物语 选集书 《临界点》（重庆出版社2016年8月）

钛艺 2017 中短篇 雪降之歌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2期

汤介生 2017 中短篇 控梦东京 选集书 《控梦东京》（作家出版社2017.10）

汤介生 2017 中短篇 丈夫杀死过你 选集书 《控梦东京》（作家出版社2017.10）

汤介生 2017 中短篇
人类的最后首

领
选集书 《控梦东京》（作家出版社2017.10）

汤介生 2017 中短篇 娃娃与女友 选集书 《控梦东京》（作家出版社2017.10）

汤介生 2017 中短篇 东方蒸汽帝国 选集书 《控梦东京》（作家出版社2017.10）

汤思一 2018 中短篇 鹊桥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

唐源儿、疏

影
2018 长篇 我的王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滕野 2016 中短篇 至高之眼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12期



滕野 2017 中短篇 宇宙牌香烟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1月26日

滕野 2018 中短篇 昆仑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2月7日

滕野 2018 中短篇 风中之岛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9月17日

滕野 2018 中短篇 黑色黎明 选集书
《临界点2：2016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

集》（重庆出版社2018.03）

滕野 2018 中短篇 灾星 选集书
《临界点2：2016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

集》（重庆出版社2018.03）

滕野 2018 中短篇 时间之梯 选集书 《时间不存在》作家出版社2018.08

滕野 2016 中短篇 第四人称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12期

提沙 2018 中短篇 向上！向上！ 非纸质 《未来按钮App》2018年7月28日

提子墨 2016 长篇 热层之密室 单行本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10

天狗望月 2018 中短篇 脑控 选集书
《AI交响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天狗望月 2018 中短篇 妈妈 选集书
《机械王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天狗望月 2018 中短篇 活着 选集书
《时光棋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天降龙虾 2017 中短篇 特殊教育学校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2月12

日

天降龙虾 2018 长篇 生命进阶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天降龙虾 2018 中短篇 天国之路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0月11日

天降龙虾 2018 中短篇 百口莫辩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天降龙虾 2018 中短篇 超时空复仇 选集书
《时光棋盘》（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铁与绣 2017 中短篇 不朽 选集书
《不存在的星球》（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9）

铁与锈 2018 中短篇 分手信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涂彪 2016 长篇
飞龙舰队：郑

和宝船密码
单行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02

万弛 2018 中短篇 空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王帝乔 2018 中短篇
图灵时代的爱

情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王凫 2017 中短篇 剪切 选集书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7.07）

王鸿冰 2018 长篇 联体 单行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王稼骏 2016 长篇 阿尔法的迷宫 单行本 新星出版社201608

王江山 2016 中短篇 咒语 选集书 《临界点》（重庆出版社2016年8月）



王洁 2016 中短篇 地底虫穴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12期

王洁 2016 中短篇
铅笔盒里的外

星刑警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3期

王洁 2016 中短篇 水怪疑踪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5期

王立铭 2016 中短篇 守夜人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4期

王凌霄 2018 中短篇 我这一辈子 报刊 《作品》2018年第2期

王诺诺 2017 中短篇 改良人类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3期

王诺诺 2017 中短篇 地球无应答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3期

王诺诺 2017 中短篇 风雪夜归人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3期

王诺诺 2017 中短篇 全数据时代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8期

王诺诺 2018 中短篇 冷湖之夜 选集书
《银河边缘002：冰冻未来》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8.11

王平 2018 中短篇 九维空间来客 报刊 《作品》2018年12期

王瑞 2017 中短篇 明殇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1期

王十月 2018 长篇 如果末日无期 单行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腾 2018 中短篇 夏日往事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5月6日

王一然 2016 中短篇 天外有天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2期

王雨程 2017 中短篇 北方 选集书
《幻境工程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2017.07）

王雨程 2018 中短篇
大碰撞，野蛮

人
选集书

《末日卷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王玉晗 2017 中短篇 归途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3期

王渊 2018 中短篇 美好生活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3期

王元博 2017 中短篇 路过这座城市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1期

王元博 2017 中短篇 常回家看看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2月09日

王约翰 2017 中短篇 怪声 非纸质 架空公众号2017年12月18日

王真桢 2018 中短篇 排雷者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王真祯 2018 中短篇 共享“单”车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11月3日

王震元 2016 中短篇 天使与魔鬼 报刊 《科学24小时》2016年第11-12期连载

王茁源 2018 长篇 重返黎明2 单行本 广东旅游出版社



王茁源 2018 长篇 重返黎明3 单行本 广东旅游出版社

王子美 2016 中短篇 梦的矢量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4期

王子美 2016 中短篇
突然长大的机

器人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10期

王子美 2017 中短篇 赤犬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1月08

日

王子美 2017 中短篇 贩梦人玛丽 选集书
《不存在的星球》（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9）

王子兮 2016 长篇 手葵 单行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03

王宗穆 2018 中短篇 星团放逐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王宗穆 2018 中短篇 哥德尔的命题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24日

微小曦 2016 中短篇 宠物 报刊 《最小说》2016年5月刊

韦语桐 2017 中短篇 归途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5期

未蓝 2016 中短篇 真理之钥 报刊 《超好看》2016年9月刊

巫昂 2016 长篇 瓶中人 单行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06

巫家程 2016 中短篇 泰坦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12期

巫家程 2016 中短篇 地心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9期

无色方糖 2016 长篇 无限房间 单行本 长江出版社201610

吴楚 2017 长篇 长生 单行本 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

吴将就 2018 中短篇 黑瓶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4日

吴元锴 2018 长篇
看不见的零等

星
单行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吴志硕 2016 中短篇 漫长的重逢 报刊 《超好看》2016年11月刊

吴志硕 2016 中短篇 专访轮回者 报刊 《文艺风赏》2016年7月刊

吴忠全 2017 长篇
失落在记忆里

的人
单行本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吴宗群 2017 长篇
记忆遗产之混

血神童
单行本 金城出版社2017年5月

吴宗群 2017 长篇
记忆遗产之诡

异魔音
单行本 金城出版社2017年5月

武夫刚 2017 中短篇 泪潮 非纸质
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近未来科幻故

事组特别奖

武夫刚 2017 中短篇 协商逻辑 选集书
《不存在的星球》（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9）

武夫刚 2018 中短篇
雪与火与风的

信使
选集书

《临界点2：2016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

集》（重庆出版社2018.03）



武夫刚 2018 中短篇 红光 选集书
《临界点2：2016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

集》（重庆出版社2018.03）

武夫刚 2018 中短篇
外星遗迹上的

三叶虫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武小武 2017 长篇 时间潜行者 单行本 长江出版社2017年12月

夕文 2018 中短篇 备案号F 选集书
《机械王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西娍 2018 中短篇 思维网 选集书
《AI交响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熄歌 2018 长篇 破梦游戏 单行本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夏邦 2018 长篇 异度拯救 单行本 新星出版社

夏度 2016 中短篇 魂归之所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10期

夏桑 2017 中短篇 胡不归 选集书
《不存在的星球》（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9）

鲜橙 2018 长篇
未来.因你而在

(上)
单行本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相非相 2018 中短篇 自动驾驶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肖遥 2018 长篇 AI迷航 单行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肖遥 2018 长篇
AI迷航2：复活

爱因斯坦
单行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骁泽 2018 中短篇 失业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3月27

日

小猫君 2016 中短篇 朝菌宇宙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7期

小托 2016 长篇
镜像人之末世

如你
单行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11

邪灵一把刀 2018 长篇
绝处逢生：异

能者觉醒
单行本 贵州人民出版社

心宿二 2018 中短篇 晋阳秋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心宿二 2018 中短篇 七绝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星尘 2016 中短篇 救世主 报刊 《知识就是力量》2016年8期

星海一笑 2018 中短篇 面朝大海 选集书
《星际简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邢立达 2018 长篇
御龙记:史前闯

入者
单行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熊琳静 2016 中短篇 发令枪响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11期

虚空 2018 长篇 智能电磁波 单行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需要风 2018 中短篇 图 选集书
《星际简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许刚 2017 中短篇 陆奥的风车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6期



许刚 2017 中短篇 小蓝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8期

薛西斯 2016 长篇 虚拟战争 单行本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09

闫老板 2018 长篇 目击者报告 单行本 暨南大学出版社

言七苦 2017 中短篇 血雨 报刊 《超好看》2017年10月刊

颜桥 2016 长篇 芯存者 单行本 作家出版社201606

阳龙 2018 长篇 时间裂缝 单行本 新世界出版社

杨枫 2017 中短篇 平凡的日子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1期

杨剑宇 2016 中短篇 潜渊流火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9-10期连载

杨林 2017 长篇 黎明降临 单行本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5月

杨铁铭 2017 长篇
地球之子与回

忆宝石
单行本 广东花城出版社2017年8月

杨晚晴 2017 中短篇 墓碑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短篇一等奖

杨晚晴 2017 中短篇 种子 非纸质 第六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二等奖

杨晚晴 2018 中短篇 麦浪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杨晚晴 2018 中短篇
爱在地裂天崩

时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3期

杨晚晴 2018 中短篇 折纸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杨晚晴 2018 中短篇 墓志铭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一等奖

杨晚晴 2018 中短篇 罪 非纸质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二等奖

杨晚晴 2018 中短篇 天上的风 非纸质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杨晚晴 2018 中短篇
来自火星的孩

子
选集书

《十二个冷湖》四川科技出版社

2018.12

杨映川 2018 中短篇 取经 报刊 《作品》2018年09期

杨宇翔 2016 中短篇
人才选拨进行

史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7期

杨远哲 2017 中短篇 无限宇宙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7月06

日

杨远哲 2018 中短篇 看奶奶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杨远哲 2018 中短篇 纹身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2月23

日

杨远哲 2018 中短篇 生物入侵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8年03月16

日

杨远哲 2018 中短篇 寻亲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20日



杨远哲 2018 中短篇 摇篮文明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01日

杨泽凡 2017 中短篇 奥斯瓦尔公寓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2期

椰子酱 2017 中短篇 千禧年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4期

椰子酱 2018 中短篇 谜恋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也一 2017 中短篇 极地奇花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0月16

日

叶端 2017 中短篇
抵挡太平洋的

堤坝
选集书

《弦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07）

叶临之 2017 中短篇 人类塌陷 选集书
《弦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07）

叶子青 2018 长篇 平行宇宙 单行本 敦煌文艺出版社

夜流沙 2016 中短篇
拯救未来的自

己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3期

夜流沙 2016 中短篇
来自遥远星空

的爱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4期

夜知秋 2017 中短篇 寄生时代 报刊 《超好看》2017年01月刊

夜知秋 2017 中短篇 后寄生时代 报刊 《超好看》2017年04月刊

夜著 2017 中短篇 天择之路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7月26

日

亦落芩 2018 长篇 明日旅行者 单行本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亦落芩 2018 中短篇
我们无法恋爱

的理由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二等奖

亦南 2018 中短篇 河鱼 选集书
《记忆光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佚川 2017 中短篇 追星族 非纸质 架空公众号2017年12月20日

逸兰埃 2016 中短篇 索多玛的羽化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10期

胤凰 2017 中短篇
斯芬克斯的诅

咒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6月14

日

胤凰 2017 中短篇 图穷匕见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7月26

日

英神操 2018 中短篇
城市异能系

列：毒液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14日

英神操 2018 中短篇 遗迹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7月27日

英神操 2018 中短篇
城市异能系

列：速手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9月28日

萤潮 2016 中短篇 红潮 选集书 《临界点》（重庆出版社2016年8月）

影三人 2016 中短篇 时空惩戒 报刊
《科幻CUBE第三辑》（百花文艺社2016

年7月）

永城 2017 长篇 复苏人 单行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3月



咏华 2017 中短篇 第十一次的酒 非纸质 架空公众号2017年11月11日

尤曼斯 2018 中短篇 地球故事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尤暮 2016 中短篇 困兽之斗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4期

游星烛 2016 中短篇
谁偷了我的生

日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6期

有人 2017 中短篇 教父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6月07

日

有人 2018 中短篇 亲人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8月03日

柚兮 2016 中短篇
如果记忆说谎

了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12期

于博 2018 中短篇 霾海孤云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于博 2018 中短篇 群星之宴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于博 2018 中短篇 冰墓之下 选集书
《星际简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鱼饮墨 2017 中短篇 月影 选集书
《不存在的星球》（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7.09）

虞鹿阳 2017 中短篇 高碑·霾都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2期

虞鹿阳 2017 中短篇 荒馑 非纸质
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近未来科幻故

事组特别奖

虞鹿阳 2018 中短篇 高碑·默剧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2-3期连载

予执 2018 中短篇 围猎 选集书
《记忆光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昱天虹 2018 长篇 月球上的炊烟 单行本 九州出版社

袁振民 2018 中短篇
冷湖火星小镇

的消失与复活
选集书

《十二个冷湖》四川科技出版社

2018.12

源培西 2017 中短篇 时间禁区 报刊 《超好看》2017年10月刊

源清 2017 中短篇 大娱乐家 报刊 《科幻立方》2017年第1期

月徽琬琰 2017 中短篇 计划生育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2月08

日

云际 2018 长篇 月球之谜 单行本 北京日报出版社

云芎 2018 中短篇 生存逻辑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云芎 2018 中短篇 嗡嗡，嗡嗡叫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云梓君 2018 中短篇
昨日、今日和

明日的旅途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10月3日

造梦师 2018 长篇
星际探险：地

火星球狩猎场
单行本 清华大学出版社

詹朝军 2018 长篇 机心@AI 单行本 四川天地出版社



张根龙 2017 长篇 轮回 单行本 团结出版社2017年5月

张寒寺 2017 长篇 昨日重现 单行本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

张静 2018 中短篇 芳名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张军 2016 中短篇 净水之战 报刊 《知识就是力量》2016年3期

张前 2018 长篇
霍金归来（上

下）
单行本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张庆翥 2017 中短篇 智能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2期

张圣林 2017 中短篇 宇航员 非纸质 第六届光年奖微小说一等奖

张菀琦 2017 中短篇 轮回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6期

张湘玮 2018 中短篇
落满星辰的故

事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期

张潇 2017 中短篇 成为人的步骤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1期

张潇 2017 中短篇
沧海明月忘川

途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12期

张潇 2018 中短篇 天龙两生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张潇 2018 中短篇
欢迎到北京来

吃烤鸭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3期

张潇 2018 中短篇 万灵酒吧 非纸质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张潇 2018 中短篇 玛佐和她的鱼 选集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张旭 2016 中短篇 月表之下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8期

张旭 2016 中短篇 再见红日 报刊 《科幻世界》2016年增刊

张艳华 2017 长篇 本司汀 单行本 新星出版社2017年2月

张芋 2018 中短篇 明暗之间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赵安康 2017 中短篇 珍贵之吻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7期

赵聪 2016 中短篇 拍卖生命 报刊 《科学24小时》2016年第1期

赵佳铭 2018 中短篇 圆周率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3月14日

赵垒 2018 长篇
傀儡城之荆轲

刺秦
单行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赵垒（赵猫

鱼）
2017 中短篇 如此包装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7年01月29日

赵松 2017 中短篇 极限 报刊 《花城》2017年第6期

赵轩翊 2016 中短篇 机器人形 报刊 《超好看》2016年1月刊



赵雪菲 2018 中短篇
像正常人那样

活着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18日

赵洋 2016 长篇
脸谱侠：突变

时代
单行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08

赵咏真 2017 中短篇 漠里拾荒人 选集书
《我成为怪物那天》（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04）

赵云腾 2017 中短篇 思源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3期

赵中豪 2017 中短篇 亮子物理 选集书
《在月球上写信的人》（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17.07）

针织 2016 中短篇 音乐家树女孩 报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6年第9期

征羽 2018 中短篇 脂肪人渣 选集书
《光年之外》（万卷出版公司

2018.03）

钟推移 2017 中短篇 融合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8期

钟推移 2017 中短篇
尼伯龙根的救

赎
报刊 《科幻世界》2017年09期

钟推移 2018 中短篇 文明故事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钟推移 2018 中短篇 撤离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

钟推移 2018 中短篇 巨像与微尘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钟推移 2018 中短篇
不合时宜的本

能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钟推移 2018 中短篇
疯狂、苦味与

蜜糖
非纸质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二等奖

钟云 2016 长篇
灵海：黑镜危

机
单行本 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05

钟云 2016 长篇
人工智能：伏

羲觉醒
单行本 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12

钟云 2017 长篇
人工智能：伏

羲觉醒
单行本 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

钟云 2018 长篇
灵海(II)-异类

入侵
单行本 辽宁人民出版社

钟云 2018 中短篇 无忧世界 选集书
《光年之外》（万卷出版公司

2018.03）

仲夏 2017 中短篇 荒凉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08月30

日

仲夏 2017 中短篇 他们 非纸质
蝌蚪五线谱幻海漫游栏目2017年11月24

日

重木 2017 中短篇 黑名单 选集书
《弦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07）

重木 2018 中短篇 守时者的等待 选集书
《记忆光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朱峰 2018 中短篇 噬魂者 非纸质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7日

朱琨 2017 长篇
重返地球:虚像

次时代
单行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2月

朱一叶 2017 中短篇 哈扎尔之匙 非纸质
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近未来科幻故

事组优秀奖



庄蝶庵 2016 长篇
爱因斯坦与上

海神秘人
单行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02

拙真 2017 长篇 谁是外星人 单行本 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年4月

邹佶林 2018 中短篇 蓝色夕阳 报刊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左力 2018 中短篇
当雪花落下的

时候
选集书

《机械王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03）

左左薇拉 2018 中短篇
生而为人，我

很抱歉
报刊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