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 项目编号 项目标题 竞赛组别 项目成员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巴中 CY2016063 新型防盗防丢钥匙 小学 杨柠嘉 巴州区第九小学 熊昕垚 1

成都 CY2016043
基于arduino控制的智能触碰声光坐

式收纳菜板
高中 徐瑶 成都市华阳中学 张晓容 1

成都 CY2016036 一种多功能智能照明系统的研制 高中 王玺婷 成都市华阳中学 龙新明 1

成都 CY2016041 让盲区会说话--智能拐弯灯 高中 钟银明 成都市华阳中学 张晓容 1

德阳 CY2016059
校园过道转角防碰撞球面镜报警装置

设计
小学 刘云川 德阳市绵竹市汉旺学校 邱锋、杨明金 1

广安 CY2016011 管道式无绳蹦极的创意设计 高中 刘鑫、吴永孝 邻水县第二中学 陈万明、李强 1

绵阳 CY2016029 智慧城市停车系统 高中 吉婧雅、祝僖 四川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魏开 1

攀枝花 CY2016028 智能发球示教乒乓球机器人 小学 胡钰婕、王羚宇 攀枝花市第一小学 1

宜宾 CY2016045 楼房水循环系统的设置与使用 初中 何嘉怡 四川省宜宾市第八中学 王雪颜 1

资阳 CY2016024 软件虚拟运行沙盒 高中 王子龙 四川省乐至中学 王建国 1

成都 CY2016033 地震避险报警器的开发制作 高中 谢宣霆 树德中学宁夏街校区 刘宇 2

达州 CY2016019 节约用水的创新龙头组合 初中 刘林、张樱奕 四川省宣汉中学初中部 刘朝、秦暮廷 2

甘孜 CY2016053 太阳系模拟九大行星天体仪 高中 李欣翼 四川省甘孜州康定中学 魏兴昆 2

广安 CY2016012 库区节能抽沙排淤的创意设计 高中 李晨曦、刘珂滋 邻水县第二中学 陈万明 2

乐山 CY2016026 新型半潜船的设计 高中 陈霆伟 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二中学 李建民 2

凉山州 CY2016009 智能环保多变衣 小学 王圆 普格县五道箐乡中心小学校 巫金娇 2

泸州 CY2016007 有盲文和语音播报的楼梯扶手 初中 王婷 泸县海潮镇高寨学校 王明才、赵德奎 、邹娅 2

眉山 CY2016031 防撞小车 小学 谢佳成 眉山冠城七中实验学校 熊小琴 2

南充 CY2016056 出租车顶置式除霾器 初中 何玥臻、张逸爽  四川省南部中学 何小豹 2

内江 CY2016027 电梯坠落气动缓冲器 高中 林朔屹 四川省资中县第二中学 陈伟 2

遂宁 CY2016001 梯拐 小学 黎文杰 大英县蓬莱镇小学 邓牛、漆智、邓成香 2

雅安 CY2016051 自动断停输液管 小学 戴怡辰 石棉县希望小学 杨欢、刘平 2

资阳 CY2016020
Eco Home-Jingfeng低成本智能家居

解决方案
高中 王凌锋、陈井川 四川省资阳中学 王显英、肖劲松 2

资阳 CY2016023 骨传导函数填补声音还原技术 高中 倪靖力 四川省乐至中学 王建国、殷军、蒲景建 2

第31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意项目获奖名单（43项）



自贡 CY2016048 我心中的未来之城 小学 宋恩兰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 胡敬民 2

巴中 CY2016062 全角概念汽车 初中 彭杨怡 巴州区三江初级中学 毛宁 3

成都 CY2016037 一种防滑落口杯 高中  赖林 成都市华阳中学 龙新明 3

成都 CY2016038
漂浮房屋建筑基础的设计及其材料的

应用
高中 王兴颖 成都市华阳中学 张晓容 3

达州 CY2016017 液压式缓降器 高中 向贤真 达州市宣汉县南坝中学 向东、赵平、张小芳 3

德阳 CY2016058 新型智能安全隐形遮雨棚 小学 江瑞来、刘奕睿 德阳市旌阳区西街小学 江伟、左炜、吉庆友 3

广安 CY2016013 新型雾化除霾装置的设计 初中 胡潇予 广安市友谊中学 沈世忠 3

广安 CY2016014 消防机器人 高中 张毅霖 四川省邻水中学 张相军、曾萍 3

凉山州 CY2016010 新型太阳能公交车站 初中 李宗泉 盐源县中学校 李春浓、柏宗林、高丽 3

泸州 CY2016006 食物亚硝酸盐检测盘 小学 杜欣禹、邓诗涵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 尹清惠 3

泸州 CY2016008 防溺水定位手环 初中 曾智鑫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王亮、杨明超 3

眉山 CY2016032 懒人书架 小学 刘宇翔 眉山冠城七中实验学校 熊小琴 3

绵阳 CY2016030 地下管道多功能机器人 高中 杨浩梮 邓嵛文 四川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魏开 陈圳尧 张帝江 3

南充 CY2016054 运用云计算机的智能导航系统 初中 罗叶荣、赵耀 四川省南部中学 罗晓芬 3

遂宁 CY2016002 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 初中 张朕、关荐文 蓬溪县外国语学校 蒋康、李丽华 3

遂宁 CY2016003 交互式智能型垃圾分类装置 高中 孙语天 射洪外国语学校 李建勋 陶泽民 3

遂宁 CY2016004 大地录音演示器 小学 高子豫、衡怡希 遂州外国语小学校 李贤锭 邓雪琴 徐  丹 3

宜宾 CY2016046 梦境控制仪--“造梦机” 高中 聂鹏宇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

校
彭彩浩、伍鸿平、陈蓉 3

资阳 CY2016021 大型车辆两翼实时监测系统 高中 靳玲玲 四川省乐至中学 王建国、殷军、秦川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