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地区 项目编号 作者
成员
年级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校名称 奖项

1 阿坝州 cy2019079 倪望舒 小学
基于物联网与人工智能下的高
速公路限速策略

吴逢高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
校附属小学校

一等奖

2 阿坝州 cy2019081 张鑫毅 小学 理发机器人 杨刚才
阿坝州小金县美兴镇营
盘小学

一等奖

3 巴中市 cy2019094 胥楠 小学 带二维码扫描功能的座位 吴斌 李晓荣 平昌县华严小学 一等奖
4 成都市 cy2019002 唐浩天 高中 机械波 姚勤 成都市第八中学校 一等奖

5 成都市 cy2019005 谭晨 高中 360。旋转风扇 陈秋薇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一等奖

6 达州市 cy2019018 冯智慧 小学 城市智能除霾降温增湿系统 李华 达川区三里小学 一等奖
7 德阳市 cy2019040 魏思宇 高中 一种高楼紧急逃生救援车 魏德 四川省罗江中学校 一等奖

8 广安市 cy2019022 孙辩僖 初中
方便取用的传统家用油桶的改
进设计

杜宜伟、王辉、何玉
梅

邻水县石永镇初级中学 一等奖

9 广安市 cy2019020 徐萌 小学 蹲便式厕所无声冲水装置设计 吴开权 广安市广安区东方小学 一等奖
10 广安市 cy2019023 赵俊翔 小学 泔水油渣分离池 古四龙、梅芳、谭钦 邻水县三古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11 泸州市 cy2019032 曾陈林 高中 新型可移可回收减速带
陈雪梅、祝首君、陈
生贵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一等奖

12 南充市 cy2019055 赵熲 高中 老人防走失智能臂环 赵进 四川省南部中学 一等奖

13 南充市 cy2019058 张宇辰 高中
基于云处理下大型停车场智能
导航系统的研究

颜彦 四川省南部中学 一等奖

14 攀枝花市 cy2019086 陈思愿 初中 便携多用书架 刘社春 攀枝花市第十八中小学 一等奖
15 遂宁市 cy2019073 孙一宁 小学 洪水除草桥墩 张秀容 大英县蓬莱小学 一等奖

16 遂宁市 cy2019076 祁  粞 小学
石墨烯自发热防风速干两用溜
冰鞋

代文 遂州外国语小学校 一等奖

17 雅安市 cy2019110 马虬宇 高中
“新草高速连接线”的八卦形
创意设计

陈绍宾 四川省雅安中学 一等奖

18 雅安市 cy2019108 熊梓媛 小学
小型饮料瓶（盒）个体使用区
分性标志

吴桂琼 荥经县严道第二小学 一等奖

19 宜宾市 cy2019091 李欣蔚 小学 火灾逃生器 刘生琼  蒋文芳 南溪区前进小学 一等奖

20 资阳市 cy2019067 王绍军 高中 人工智能型水上救援机器人 刘自波、秦川、杨俊 四川省乐至中学 一等奖
21 资阳市 cy2019069 夏城 高中 新一代快捷式钢笔 张龙、吕小清、伍开 四川省乐至中学 一等奖

22 资阳市 cy2019071 翟丹钰 小学 纳米药囊抗癌机器人 韩凤英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实验
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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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贡市 cy2019101 袁粒洪 初中
高危路段防撞、弹射拦截救生
护栏

邹光平、顾勇
自贡市贡井区龙潭中学
校

一等奖

24 自贡市 cy2019100
陈何晓
彤

小学 我心中未来智能的高速公路 胡敬民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
校

一等奖

25 巴中市 cy2019098 巨琼瑶 初中
手机自启动危险等级提示熄屏
装置

彭春林 平昌县第六小学 二等奖

26 巴中市 cy2019096 刘依娜 小学 智能升降马桶 刘述琼 巴中市中坝小学 二等奖
27 成都市 cy2019001 佘睿博 高中 无线充电桌面 吴兴城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二等奖
28 成都市 cy2019004 肖翔云 高中 试卷反射器 陈秋薇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二等奖
29 成都市 cy2019007 陈思杰 高中 自适应防震婴儿车 赵博涵 新都一中 二等奖
30 成都市 cy2019009 舒同文 高中 DIY简易书写记画装置 闫霞霞 成都市新都区升庵中学 二等奖
31 成都市 cy2019010 余牧泽 高中 铁磁胶体的研究 查博、张晓容 成都市华阳中学 二等奖
32 达州市 cy2019011 吴青青 高中 温度感应筷（语音播报） 钟雪竹 大竹县职业中学 二等奖

33 达州市 cy2019017 王钧南 高中
城市楼房楼顶“冬水田”公园
的创意设计

李中平 达州中学 二等奖

34 达州市 cy2019014 易首任 小学 防晒防雨太阳能大桥 王正欢 宣汉县马渡关中心校 二等奖
35 德阳市 cy2019038 廖雪晗 小学 狭洞打捞机器人 王玉梅 绵竹市什地学校 二等奖

36 广安市 cy2019024 刘泽宇 高中 基于arduino远程红外设备的控

制

张相军 四川省邻水中学 二等奖

37 广元市 cy2019025 周  阳 高中 自行车健身洗衣机 黄贵元、韩文明、李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二等奖
38 乐山市 cy2019119 夏欣竹 小学 预防货车超载系统装置 范军、黄志刚 健为县新城小学 二等奖
39 凉山州 cy2019112 钟汶瑾 高中 行人闯红灯监测惩罚一体机 邱荣 西昌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40 凉山州 cy2019118
夏国超
、肖鹏

高中
城市智能化道路停车位管理系
统

王薇
会理县现代职业技术学
校

二等奖

41 凉山州 cy2019116
石一千
里

小学 校园发电机 周文 西昌市第一小学 二等奖

42 泸州市 cy2019028 王芷悠 高中 共震碎壳器
梅志容、何燕平、熊
润平

 泸化中学 二等奖

43 眉山市 cy2019043 先  坤 高中 会场各区域声音监测控制器 冯德军
眉山市彭山区职业高级
中学

二等奖

44 眉山市 cy2019044 连家诚 小学 能防撞的限高架 宋方云 彭山区观音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45 绵阳市 cy2019052 董雯青 高中
关于新型楼层供水恒流稳压装
置的研究

魏开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二等奖

46 绵阳市 cy2019046 徐偲涵 初中 服装选购助理智能机器人
王俊志、陈圳尧、任
玉莉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二等奖

47 绵阳市 cy2019050 陈林林 小学 智能寻物器 蒲晓东 盐亭县毛公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48 南充市 cy2019054 柴平 高中 智能可控减重板 何明哲 四川省阆中中学校 二等奖
49 南充市 cy2019057 罗于琅 高中 新型居家老人智能辅助系统 王代军 仪陇县宏德中学 二等奖

50 南充市 cy2019053 黎邈 初中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交互式汽
车前照灯自适应系统

何长洲 四川省阆中中学校 二等奖

51 内江市 cy2019061 吴懿 高中 pub 严庆勇 内江六中 二等奖
52 内江市 cy2019065 兰菲 小学 多功能按摩助眠枕 郑兰芬、张云丽 内江十一小 二等奖
53 内江市 cy2019059 李梓烨 小学 智能遥感仪 胡秋莲 内江三小 二等奖
54 内江市 cy2019063 梁苏宸 小学 全方位防烫警报智能垫 苏勤、徐涛英 内江十一小 二等奖

55 攀枝花市 cy2019088 程堃致 初中 转基因杨树 龚玲玲
攀枝花市第十九中小教
育集团密地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56 攀枝花市 cy2019084 陈俊霖 小学 智能书桌 罗元才、黄玲
攀枝花市仁和区五十一
公里小学

二等奖

57 遂宁市 cy2019075 周  坤 高中 新型风机电机 周佳才 四川省大英县育才中学 二等奖

58 遂宁市 cy2019078 刘  怡 小学 公交车安检门 柴婷
遂宁市安居区保石镇水
井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59 雅安市 cy2019109 竹俊薏 高中
减少小型汽车碰撞、翻滚损害
的气囊设计

姜岸 四川省雅安中学 二等奖

60 宜宾市 cy2019089 周玉红 小学 太阳能晾衣架 段召贵 筠连县维新镇中心校 二等奖
61 资阳市 cy2019068 蔡梦轩 初中 可不停站的高铁 孟小军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二等奖
62 资阳市 cy2019070 刘欣怡 小学 “神奇”的油壶漏斗 李玲玉、李雪梅、陈 乐至县希望小学 二等奖
63 自贡市 cy2019103 刘垚希 初中 智能环保公交岛 刘华 富顺第二中学校 二等奖

64 阿坝州 cy2019080 昌友全 小学 电梯收放椅 杨刚才
阿坝州小金县美兴镇营
盘小学

三等奖

65 阿坝州 cy2019082 皮松 小学 便携式脚动开门器 杨刚才
阿坝州小金县美兴镇营
盘小学

三等奖

66 巴中市 cy2019095 何雨霞 高中 激光打印纸张复原机 易国良 廖皓疆 通江县实验中学 三等奖
67 巴中市 cy2019099 向叶飞 初中 智能保险输液器 吴文兴 平昌县岳家小学 三等奖
68 巴中市 cy2019097 彭建升 小学 幼儿体温报警服 游婷婷 南江县东榆镇小学 三等奖

69 成都市 cy2019003 李凌云 高中 小发明 大方便 胡道学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 三等奖

70 成都市 cy2019006 张栩溢 高中 城市道路自动变向调节机构 李季 成都市树德中学 三等奖
71 成都市 cy2019008 黄睿姝 高中 车辆驾驶员读心器 谢荣华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三等奖
72 达州市 cy2019012 冉金豪 高中 一箱情愿 袁兴渊、冉丹、李元 万源市第三中学校 三等奖
73 达州市 cy2019015 谭宇轩 高中 厨余垃圾热能发电装置 吴平、唐亚琳、陈道 开江县职业中学 三等奖
74 达州市 cy2019013 王宝珠 小学 创意斑马线 秦书院 宣汉县天宝乡中心校 三等奖
75 达州市 cy2019016 向开鑫 小学 智能酒驾锁定仪 高成霞、李天宇 开江县天师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76 德阳市 cy2019039 胡恒嘉 初中
关于国产新型单兵作战系统的
改进与构想

董欢、艾艳 四川省德阳中学 三等奖

77 德阳市 cy2019034 谢圣姸 小学 便携式语音智能打印笔 熊艳萍、张育培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78 德阳市 cy2019035 罗鋆 小学 彝路阳光 江伟 德阳市旌阳区西街小学 三等奖
79 德阳市 cy2019036 杨有成 小学 泥土干湿度感应调节器的研究 周世富 德阳市罗江略坪镇小学 三等奖
80 德阳市 cy2019037 陈诚 小学 智能旅行便捷式牙刷 黄志远、陈传礼、王 什邡市北京小学 三等奖

81 广安市 cy2019019 孙小炫 初中 校园智能安全楼梯
张合云、刘菊、邹巧
俐

四川省武胜县鼓匠初级
中学

三等奖

82 广安市 cy2019021 曾子灿 初中
基于压电陶瓷发电技术的夕阳
康养手杖

彭道红 四川省邻水县第二中学 三等奖

83 广元市 cy2019026 刘佼佼 高中 管道飞行列车 刘荣、殷邦文、陶仕 四川省苍溪县城郊中学 三等奖

84 广元市 cy2019027 吴政君 高中
增强空投稳定性、提高落地精
准度、快速识别空投

黄国强、李安平、文
鑫

四川省广元中学 三等奖

85 乐山市 cy2019120 邱孟瑶 高中 堆叠种植盆 邵俊毓
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一中
学校

三等奖

86 凉山州 cy2019114 杨鑫怡 高中 切换场景式跑步机 唐德汉 西昌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87 凉山州 cy2019115 欧洁 高中 看得见的刹车距离 李春浓 盐源县中学校 三等奖
88 凉山州 cy2019111 聂照举 小学 智能足球陪练机器人 蔡洪 会理县城关第二小学 三等奖
89 凉山州 cy2019113 康宇澄 小学 升降式减速栏 彭诗德 会理县城关第二小学 三等奖
90 泸州市 cy2019030 税  越 高中 汽车防撞保护系统 陈坤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三等奖
91 泸州市 cy2019031 付迪然 高中 智能便捷超市 王长远、吴蜀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三等奖
92 泸州市 cy2019029 刘健宏 初中 可升降水位的安全小游泳池 侯焱华 四川省泸县第六中学 三等奖
93 泸州市 cy2019033 黎焱琳 小学 多功能小型太阳能遥控播种机 何光琴 龙马潭区长安镇中心学 三等奖
94 眉山市 cy2019041 先泓霖 小学 未来台海大桥的创意构想 章晓斌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 三等奖
95 眉山市 cy2019042 辛安南 小学 新型太阳能玻璃 翟亮亮 眉山冠城七中实验学校 三等奖
96 眉山市 cy2019045 王可馨 小学 盲人导航器 叶咏梅 仁寿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97 绵阳市 cy2019049 丁翰林 高中
量子在“新时空”传递物质的
构想

李先进、徐 勇、李
胜高

四川省绵阳第一中学 三等奖

98 绵阳市 cy2019048 王正 初中 太阳能双向电动公路 苟长海 江油实验学校 三等奖
99 绵阳市 cy2019047 于沛言 小学 湖里的机械鱼 李宜真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三等奖
100 绵阳市 cy2019051 陈璇 小学 汽车自身侧移位 吴苹 安州区泸州老窖永盛小 三等奖
101 南充市 cy2019056 黄国锋 高中 智能空调伞 张苡轩 四川省南部中学 三等奖
102 内江市 cy2019060 吴梦梦 高中 悬浮加湿器 陈宏 内江六中 三等奖
103 内江市 cy2019062 夏嘉伶 高中 新式防爆自行车胎 内江六中 三等奖
104 内江市 cy2019064 梅依然 小学 可控温度的节能被子 李玲、刘强 内江十一小 三等奖



105 攀枝花市 cy2019087 付  滟 初中 能瞬移的地球仪 陈婷婷
攀枝花市第十九中小学
校教育集团密地外国语

三等奖

106 攀枝花市 cy2019083 虞粟雅 小学 键盘飞指 龙伟奎 攀枝花市第十八中小学 三等奖

107 攀枝花市 cy2019085 徐莉华 小学 不用更换镜片的眼镜 罗元才、董芝菊
攀枝花市仁和区五十一
公里小学

三等奖

108 遂宁市 cy2019074 高大富 高中 新型空调室外机自动清洗装置 周佳才 四川省大英县育才中学 三等奖
109 遂宁市 cy2019077 朱  妍 小学 智能书写笔 曾祥龙 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小学 三等奖
110 雅安市 cy2019104 郑哲溪 小学 高速路车祸5km应急预警系统 李斌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 三等奖
111 雅安市 cy2019105 陈志瑞 小学 防盗门槛 李永蓉 天全县城区第一完全小 三等奖

112 雅安市 cy2019106 纪鑫昊 小学 寻雷避雷针 周亚琼
雅安市名山区车岭镇中
心小学

三等奖

113 雅安市 cy2019107 罗筱雅 小学 导雨无人机 何淑琼 四川省石棉县希望小学 三等奖

114 宜宾市 cy2019090 唐华乔 高中 磁悬浮电控VR椅 伍鸿平  彭彩浩 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
校

三等奖

115 宜宾市 cy2019092 刘  伟 高中 闲置物品共享平台 伍鸿平 彭彩浩 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
校

三等奖

116 宜宾市 cy2019093 曾锡银 高中 多功能登山拐杖 范晓棫 南溪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117 资阳市 cy2019066 田野 高中 智能食堂 宁勇、邓崇明、丁国 四川省乐至中学 三等奖
118 资阳市 cy2019072 姚康栎 小学 “穷游”车顶帐篷 吴建军、吴剑锋 乐至县城东小学校 三等奖
119 自贡市 cy2019102 张耘硕 小学 人工智能远光灯 沈鹏程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