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 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学影像节获奖名单（科学探究纪录片）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辅导教师 所在学校 所在市州
获奖

等级

1 SCAJ10001 会数数的鱼 卢非熊 史学谨 成都市草堂小学 成都市 1

2 SCAJ10061 倒计时，我们来演示 梁棉棉、唐逸凡、 张蓝兮 杜加强、张畅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 达州市 1

3 SCAJ10014 “小霸王”红火蚁 张尔钊 梁竹、唐云霞 西昌航天学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 1

4 SCAJ10033 创意薄纸 巧托桥梁 康露月、邓立源、王艺朵 韩凤英、赵学凤 安岳实验小学 资阳市 1

5 SCAJ10038 珍爱身命，原理碳酸饮料 沈思丹、牟博雅思、陆紫涵 柴顾英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 成都市 1

6 SCAJ10053 探索拱桥的秘密 刘西君、李渊哲、段昊宇 金瑜、罗涵 广元市昭化区实验小学 广元市 1

7 SCAJ10083 魔力转圈圈 钟梓汘、黄子傲、田依泽萱 刘捷、蒋艳 内江市第一小学校 内江市 1

8 SCAJ10111 探究落叶的秘密 向珂驿、任怡芯、蒋子涵 侯亚、刘存辉 内江市第三小学校 内江市 1

9 SCCJ10008 湿垃圾回收利用——天然色素扎染 王斌、李春梅、王灵 吴昕雯、刘耕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宜宾市 1

10 SCCJ10007 零下之下 袁宸昊 杨帆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成都市 1

11 SCAJ10012 桂花种子生根记 陈熙、赵曼辰、万霖瑶 何珍、周瑞君 雅安市雨城区第八小学 雅安市 1

12 SCAJ10091 土家手工茶浓香的奥秘 林浚毅、郑雅婷、杨伟航 唐清霞、杨梅 宣汉县育才小学 达州市 1

13 SCAJ10008 对内江特产—“甜城蜜饯”的调查 刘硕、余佳林、徐睿卿 刘新宁、李诗雨 内江市实验小学 内江市 1

14 SCAJ10084 惯性的探索 秦若依 秦岭 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 泸州市 1

15 SCAJ10093 白色的宝藏 周易航 温春梅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校 内江市 1

16 SCAJ10099 认识叶脉 王梓墨 陈华英、曾菊容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1

17 SCAJ10132 头顶梯子的科学 郭忠盈、杨俊杰、毛昕悦 杜云飞、熊杰 荥经县严道第二小学 雅安市 1

18
SCCJ10020 科学认识反季节蔬菜 刘正烨、张子尧、张皓文 苟巧、杜巧红

四川省万源市白沙文教示范幼儿园、四川省万

源中学 达州市 1

19 SCAJ10191 食品袋里的秘密 周子琰、龙思睿、郑皓予 雷蕾、熊军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第二小学校 达州市 1



20 SCAJ10153 天龙变身记 余思睿、谭舒尹、蒲俊臣 陈小娟、王芳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达州市 1

21 SCAJ10160 非牛顿流体之凯伊效应 安根宇、吴思远、 张馨越 罗亚林、谭力支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达州市 1

22
SCAJ10185

香烟真的“香”吗？——对吸食“二手

烟“危害的探究 王羽馨、温媛淇 罗云高、余浩杰 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学 达州市 1

23 SCAJ10195 树叶变身“神豆腐” 贺兴鑫 孙冬、张丽娜 万源市旧院镇中心小学校 达州市 1

24 SCAJ10102 我们的神奇建筑——藏碉 杨宁熠、杨宁二 杨刚才、陈柳 小金县美兴镇营盘小学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

25 SCAJ10107 吹不灭的蜡烛 唐伟升、吴宇韩、董致远 郭彦梅、何玲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达州市 1

26 SCAJ10109 水管里的交响曲 罗旸、屈懿郎、税子凌 郝莉莉、赵宏昌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达州市 1

27 SCBJ10022 玉米 玉谜 伍鑫炜 王兰、张静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遂宁市 1

28 SCCJ10030 眼见不一定为实 雍玉兰、周明亿 王维、寇黎 四川省渠县职业中专学校 达州市 1

29 SCBJ10044 探秘潮汐能（Tidal Power） 白诗琪 王秀兰 四川省资阳中学 资阳市 1

30 SCCJ10026 生活中的“毒苹果” 雷棚、陶明洪、樊元浩 刘洪、杨毅 宜宾市叙州区第一中学校 宜宾市 1

31 SCCJ10029 卫生间的隐藏杀手 李昕玥、罗健 曾靖、蒋东旭 四川省渠县中学 达州市 1

32 SCAJ10150 蚕变 邓鑫玲、李林烽、刘俊豪 刘栩丽、罗玫 叙永县江门镇中心小学校 泸州市 1

33 SCCJ10025 又见“红高粱” 宋思锐、代晓然、高晋 闵时恺、周颖秀 四川省夹江中学校 乐山市 1

34 SCAJ10168 清水与盐水的比赛 胡芮彬 陈丽伊、张建春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1

35 SCAJ10165 “蓝色妖姬”现形记 郑珺兮、杨茜媛、李宗锴 陈丽军、杨茜 四川渠县渠江镇第一小学 达州市 1

36 SCAJ10167 左右颠倒的文字 金姐 周煜莹、钟锐 乐山市金口河区共安彝族乡初级中学 乐山市 1

37 SCAJ10174 玫瑰“变身记” 张雅婷 尚俊秀、周亚雪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1

38 SCAJ10045 探索娃娃鱼 何梓栎、李拉拉、苏佳浩 吴雪、仁青拉初 西昌市第二小学、西昌市第二小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1

39 SCBJ10026 一个菠萝引发的“血案” 严奕、赵文俊、吴沛芫 刘韵赟、文舒 四川省达州中学 达州市 2

40
SCBJ10054

探究使用时间更长的牙刷上是否有更多

的细菌和真菌？ 王晨、邱吉浩、周远航 聂国舒、李洁 南溪一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宜宾市 2

41 SCAJ10118 会燃烧的喷雾 雷镇、兰姗 刘松、陈劲松 大竹县新生乡中心小学 达州市 2



42 SCBJ10056 破茧成蝶 庾威旗、张正、李媛媛 王莉、刘永生 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三中学 乐山市 2

43 SCAJ10159 蝉与竹蝉之神奇的声音 黄橙子 孙林灵 成都市胜西小学 成都市 2

44 SCAJ10169 鸡枞生长之谜 马海伍各、吉额伍机、吉克伍沙 廖旭、冯真霞 喜德县光明镇中心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 2

45 SCBJ10028 发热包的秘密 龚雅绣 吉小云 眉山冠城七中实验学校 眉山市 2

46 SCBJ10051 蚁狮—蚁蛉 悦建松、彭思宇 刘智坤、龙伟 沐川县底堡学校 乐山市 2

47 SCAJ10142 仙人球真有特异功能吗？ 董士林、肖雨晨、官洪毅 李中华、柏顺发 达川区三里小学 达州市 2

48 SCBJ10034 归巢路漫长，信鸽靠磁场？ 罗子玉、罗冬韵、王子炫 周军、吴小松 泸县梁才学校 泸州市 2

49 SCCJ10023 桥，歪不得 韩若楠、王泯瑾 邓雪芹、李建勋 射洪绿然国际学校 遂宁市 2

50
SCAJ10144 蒸锅水能不能喝？

莫洛热加、吉潘克的莫、沙马克

布木 蒲素、冯泽学 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中所镇中心小学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 2

51 SCAJ10151 一探路面之“坑” 沈庆元、李荣贵 廖锦芬、郑继虹 雅安市名山区万古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雅安市 2

52 SCBJ10036 秋风落叶化为纸 江闽、陈星宇、何祖航 陈婷钰、郑静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广安市 2

53 SCCJ10027 妈妈的洗衣宝 文溪、张婧涵、谭小芳 刘永辉、吕靖 四川省大竹县石河中学 达州市 2

54
SCBJ10027

发现之旅——压水器出水量影响因素探

秘 庹菲悦、陈秋七、祝锐 沈世忠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广安市 2

55 SCAJ10141 乌蒙山区茶族皇后——金花茶探秘 付弋芹、叶恒搏、刘晔纯 张林霜、曾维江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 泸州市 2

56 SCBJ10045 摩斯电报的制作和研究 白诗琪、魏嘉濡 王秀兰 四川省资阳中学 资阳市 2

57 SCAJ10172 冷热水不混合 黄雨航 何琦 威远县严陵镇中心学校 内江市 2

58 SCAJ10182 驯服的洪水是能源 徐灵钰、吴 晓、樊祖铨 张 琴、刘 莉 宜宾市中山街小学校 宜宾市 2

59 SCAJ10152 滚蛋吧!!甲醛君 吴杨锟、任语馨、 邓林睿 郑继虹、廖锦芬 雅安市名山区万古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雅安市 2

60 SCBJ10025 探蚯之旅 张钦旭、罗贝尔、罗岩松 杨中燕、胡小强 马边彝族自治县第一初级中学 乐山市 2

61 SCAJ10116 学校内花园黄角兰生长之谜 马钰林、张月潼、周子皓 漆智、胡应良 大英县蓬莱小学 遂宁市 2

62 SCAJ10189 超级遥控器 蒋和玥、王臆博、蒋锶妍 吴伟、潘艳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达州市 2

63 SCAJ10201 走“直线”的光 王思颖、龚代清、安彦汶 左发兵、舒启明 绵阳市富乐实验小学 绵阳市 2



64 SCBJ10046 大棚蔬菜对人体有害吗？ 王广春、李自松 李盈盈 开江县新太初级中学 达州市 2

65 SCBJ10050 飞机产生飞力的原因 郑子吾、南年伍且、阿米志愿 叶婷、廖纯波 普格县民族初级中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2

66 SCBJ10053 落叶的秘密 桑欢、彭国丽、阳方宝 秦光轩、唐芳令 开江县任市初级中学 达州市 2

67 SCBJ10057 烧不开的水 陈锐 贝志 攀枝花市第二十一中小学校 攀枝花市 2

68 SCAJ10048 长头发飘起来 李小早、吴小红、张芯 郑明、何勇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达州市 2

69 SCAJ10077 削皮后苹果变色探秘 田厚远、彭嘉怡、闫涵 肖丽、冉琼玲 巴中市恩阳区第三小学 巴中市 2

70 SCAJ10156 传热比赛 何锐浩宇、范青雅 赵显翠、何璐廷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小学部 绵阳市 2

71 SCAJ10062 豇豆的种植 李诗晴、吴芯蕊、侯静茹 陈勇、张怡 什邡市禾丰小学 德阳市 2

72 SCAJ10067 豆腐制作过程的实验探究 郑雲戈、范珂精、温思语 梁燕清、曾真 威远县实验小学 内江市 2

73 SCAJ10092 探究南溪生活污水处理 宋佳林、洪凡凌、李洁 陈小燕、聂双 宜宾市南溪区前进小学校 宜宾市 2

74 SCBJ10002 生命的力量 余昔烔、罗佳玉、刘静怡 刘天贵 攀西绵阳南山国际学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 2

75 SCBJ10003 山体滑坡的成因 阿力子聪、吉各日发、温银行 米德旺、吉拖么色作 布拖县交际河中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2

76 SCCJ10003 神奇的香樟精油 屈家旭、许寒 徐桃燕、唐宇 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高级中学校 眉山市 2

77 SCAJ10019 小小绿叶大乾坤 胡世唯、曾宥童 林润梅、王雯琪 成都市龙祥路小学 成都市 2

78 SCAJ10025 黑鹳的家园 陈俊谋、洪丙昕、陈思妤 郎孟可、衡燕 西昌市第二小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2

79 SCAJ10078 包子为什么会变软 吴建林 刘广鸿、杨浩 遂宁市安居区西眉镇富果初级中学校 遂宁市 2

80 SCAJ10016 害羞的“毛毛虫” 鲁修齐、胡竞洋 李名流、方婷婷 成都市华阳中学附属小学 成都市 2

81 SCAJ10044 神奇的种子 高瑜欣 喻仁容、郑燕琴 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中心小学 雅安市 2

82 SCAJ10082 奇妙的爬行—蜗牛 符涵媛、蒋安吉、谭湘 伍小青、张影勤 四川省武胜县城南小学校 广安市 2

83 SCAJ10178 水中火山 麻翔鑫 尚俊秀、陈丽伊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2

84 SCAJ10004 冬日寻找彩虹 陈瑞轩、米仁新 朱冬梅 遂宁市船山区大南街小学 遂宁市 2

85 SCAJ10010 落叶的密码 陈奕含、李佳瑶 罗彦彦、张柔 资阳雁江八小 资阳市 2

86 SCAJ10032 探秘大气压力 崔岚钦、章晋源、马攀 唐超、龙维勇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南坝镇第二中心小学 达州市 2

87 SCAJ10094 探索特斯拉线圈 黄荣璟 黄耀剑 喜德县城关小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2



88 SCAJ10117 热得有形 丁彩艺、王钰萱、王洁 杨兴业 兴文县古宋镇第二小学校 宜宾市 2

89 SCAJ10027 蜗牛的秘密 车雨轩 刘天贵 攀西绵阳南山国际学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 2

90 SCAJ10028 蜗牛那些事 王嘉璐、张宇昊 叶灵芝、黄安静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中心小学校 内江市 2

91 SCAJ10043 神奇的“八点半” 刘亚灵、邓语枫 曾玉华、游涛 中江县大西街小学校 德阳市 2

92 SCAJ10069 陀螺转转转 杨阡恂 罗莉、袁爔 宝兴县灵关中心校 雅安市 2

93 SCAJ10070 不会“游”的鱼 吴宗其、邱竟锋 谢长廷、李艳丽 达川区逸夫小学 达州市 2

94
SCAJ10020

“神奇的生态系统——探究鱼趣池里的

生态环境” 张文竺、林予涵、欧阳辰辰 康丽、赵钊 中江县小南街小学校 德阳市 2

95
SCCJ10010

新衣服不洗容易致癌？危险该如何处

理？ 陈林皓、魏丹、陈艳 覃凤鸣、魏建军 四川省平昌中学 巴中市 2

96
SCAJ10041

100℃的水和 100℃的水蒸气哪个更容

易让人烫伤 杨力硕、章纭维 陈波、熊亮 眉山市东坡区三苏路小学 眉山市 2

97
SCCJ10012

流言终结系列蔬菜瓜果歪瓜裂枣等于农

药残留少 曾品斌、舒建淇、刘文静 刘小凡 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河中学 攀枝花市 2

98 SCCJ10013 神奇的菟丝子 彭露瑶、张戈、颜睿 朱儒斌、何学敏 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一中学校 乐山市 2

99 SCAJ10104 番茄会膨大吗 汤馨兰、高子淇、何佳原 吴容、胡华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 乐山市 3

100 SCAJ10145 叶脉书签的制作方法探究 夏子寒、杨思琪 杨艳莉、杨艳 天全县城区第二完全小学 雅安市 3

101 SCAJ10148 探秘豆花中的科学 苏子然、邱芷倩、苟天一 蒋建银、万才文 乐山市沙湾区福禄镇中心校 乐山市 3

102 SCBJ10062 探究小鼠走迷宫获取食物的学习行为 周科成、陈心钰 郑凯、易玲 泸州市天立学校 泸州市 3

103 SCAJ10163 藏茶诞生记 张镱豪、赵紫屹 代先芬、周天锦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3

104 SCAJ10105 洗涤用品对绿萝生长的影响 张诗琪、宋沿霖、舒铃垒 刘加惠、胡华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 乐山市 3

105 SCAJ10161 影子的秘密 钟成希、王乐一震、陈艺夫 赵显翠、李宜真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小学部 绵阳市 3

106 SCAJ10188 魔术师的秘密 李璧定、程杨雨、刘子晗 寇林清、严桂珍 宣汉县江口学校 达州市 3

107 SCAJ10192 勺子成像大揭秘 陈悦、刘琦、罗成 冯晓蓉、王小玉 宣汉县胡家镇小学 达州市 3



108 SCAJ10198 健康饮食远离油炸食品 毛释毅、黄桢量、刘思辰 冷雪梅、吴卫 四川省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内江市 3

109 SCBJ10048 鸽子是如何辨别方向的？ 阿尾色鬼、比曲么日外、朱维杰 米德旺、李万明 布拖县交际河中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110 SCBJ10058 探究光的直线传播 刘航麟 贝志 攀枝花市第二十一中小学校 攀枝花市 3

111 SCAJ10108 各回各家 刘云茜 杨朝琼 开江县东城小学 达州市 3

112 SCAJ10177 凤梨头夏冬季水培观察 龚子豪、梅依然、李易骋 李玲、张云丽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内江市 3

113 SCAJ10196 奇妙的茶叶 周芸熙、张佳一、杨骏哲 赵跃、杨令 万源市太平镇第二小学校 达州市 3

114 SCAJ10202 水的平衡术 谢卓岐、张芷铱 苏桂平、黄倩 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绵阳市 3

115 SCAJ10115 声音的奥秘 罗文萱 邹凤、吴泽军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东区） 内江市 3

116 SCAJ10124 会吃鸡蛋的瓶子 杨旭、杨雪、李诗棋 袁洪启、曾祥龙 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小学校 遂宁市 3

117 SCAJ10173 人类的第三只手 陈希昂 蒋彪、钟平安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3

118 SCBJ10049 基于 STEM 理念的无线输电科学实验 胡可文、王晶 邓欢、龙琳文 岳池县翔凤学校 广安市 3

119 SCBJ10055 新型泡菜保藏液 刘凯蒙 吉小云 眉山冠城七中实验学校 眉山市 3

120 SCAJ10101 牛奶 酸味 酸奶？ 陈香君、赖雨涵 唐冬梅、王帆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大南街小学 遂宁市 3

121 SCAJ10112 水火交融 谢龙熠、李刚阳、乔弈涵 刘源、殷纲 泸州市实验小学校 泸州市 3

122 SCAJ10113 制作水钟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晓峰、李航宇 杜申祥、普兴刚 会理县城关第一小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123 SCAJ10121 防滑鞋 钟斌 张欢 旺苍县大德乡中心小学校 广元市 3

124 SCAJ10138 水果电池探秘 黄荣璟、黄荣蕾、潘徐婧颖 饶文海 喜德县城关小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125 SCAJ10149 探究水的三态转换 卢艾佳、任诗月、李家轩 敬亚君、夏国恩 遂宁市船山区油房街小学校 遂宁市 3

126 SCAJ10154 水果蔬菜饮料可以发电吗 曾思颖 罗婷 威远县严陵镇中心学校 内江市 3

127 SCAJ10158 神奇的气球 谢秉灼、顾乐 张洁 中江县实验小学校 德阳市 3

128 SCAJ10162 蝗虫与螽斯 林尹文 殷兰、曾诺曦 自贡市贡井区青杠林小学校 自贡市 3

129 SCAJ10199 黄豆变形记 郑海鑫 周天锦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3

130 SCBJ10060 点水成冰 滴水成山 刘雨宸 邹佩娟 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绵阳市 3

131 SCBJ10065 为什么树叶正面更绿 邓智丹、邓浩扬、邓力月 邓超君、尚佩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广安市 3



132 SCCJ10031 吹散雾霾 洁净天空 王元姗、周明亿 寇黎、王维 四川省渠县职业中专学校 达州市 3

133 SCAJ10135 弯腰逃生 孙洋、廖佳煜、吉礼涵 李克春、林燕 内江市第三小学校 内江市 3

134 SCAJ10171 水中花 马一骁 尚俊秀、李晓丽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3

135 SCAJ10175 消失的玻璃杯 张菁瀚 陈丽伊、蒋彪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3

136 SCAJ10184 神奇的山坡石 朱鹏宇、敬语彤 姚诚、李建勋 射洪绿然国际学校 遂宁市 3

137 SCAJ10194 旋转水瓶能提高流速吗？ 罗依依、李奕蓓、杨珺珺 任雅莉、杨心怡 天全县城区第一完全小学 雅安市 3

138 SCAJ10110 神奇的镜子 易楷、李帅、李昕瑶 金瑜、贺国伟 广元市昭化区实验小学 广元市 3

139 SCAJ10134 奇妙的河水 沈艳、杨浩民 王漪、李彦霖 石棉县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 雅安市 3

140 SCAJ10146 西红柿发电 邓熙文 殷兰、曾诺曦 自贡市贡井区青杠林小学校 自贡市 3

141 SCBJ10042 青芒速成记 唐维齐、殷钰翔 段琴、陈超 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大坡初级中学校 遂宁市 3

142 SCCJ10019 福宝·豆花 何开行 杨婷、罗庆芳 四川省合江县福宝职业中学校 泸州市 3

143 SCAJ10126 冷水烧开水 罗占、李姿涵、廖紫萱 童远吉、卢桂兰 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小学校 遂宁市 3

144 SCAJ10137 探访夹江年画 彭鹳丞、欧梓妍、李子辛 刘艳平、刘耀华 乐山市夹江县第一小学校 乐山市 3

145 SCAJ10052 蛋黄变绿之谜？ 翟艺静、黄冠天 唐冬梅、王帆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大南街小学 遂宁市 3

146 SCAJ10058 从不喝水的爬虫——米象 王宇坤、谢佳利、何欣芮 李忠华、陈晓琴 乐山市沙湾区嘉农镇中心小学 乐山市 3

147 SCAJ10089 泥宝宝修炼之路 韩昱伊、周子钰、张博玥 代先芬、俆强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3

148 SCAJ10011 伯努利猜想 龙智丞、苟炜嵘、刘佳奇 李玉庆、赵可心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成都市 3

149 SCAJ10015 蚕的生命和成长的研究 颜子涵 史学谨 成都市草堂小学 成都市 3

150 SCAJ10085 纸没入水中不会湿 夏嫣、黄璇 朱发芬、张梅 会理县城关实验小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151 SCBJ10018 植物的魔术师 蒋卓伶、唐婕 代光兵、王和兰 四川省达县第四中学 达州市 3

152 SCCJ10004 3D 全息投影 李金燕、陈俊光、曹斐 黄翠 四川省营山职业高级中学 南充市 3

153 SCAJ10036 有磁性的水 丁智轩、孙榕、余昕远 李荣新、赵天琴 会理县城关镇第二小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154 SCAJ10056 蘑菇生长记 康洪嘉 刘丁瑜、杨小婷 四川省内江市第四小学 内江市 3

155 SCAJ10095 胎生鱼的一生 彭毓婕、舒俊豪 张玲、廖运侨 宜宾县复龙镇小学校 宜宾市 3



156 SCCJ10011 被催熟的西红柿食用安全吗 曾靖淞、刘昳昕、杨淦雲 冯泽军、马睿 四川省平昌中学 巴中市 3

157 SCAJ10006 探究食盐变化的实验 向家鑫、汪发聪 赖梦、杨欢 德昌县第二完全小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158 SCAJ10009 烧不断的线 田稼杨 陈学杰、钟亚萍 内江市实验小学 内江市 3

159 SCAJ10040 苏遇柠溶气漫天 王藩、罗羽锋、罗胡灏琨 李荣新、王燕 会理县城关镇第二小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160 SCBJ10001 煮过的种子为啥不发芽？ 何玺燕 陈善斌、刘佳燕 四川省阆中市金子乡中心学校 南充市 3

161 SCBJ10015 可乐的秘密 张静雅、胡子瑜、雷清阳 向俊安、姚世成 自贡衡川实验学校 自贡市 3

162 SCBJ10007 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探究 陈一、夏安江、易涵 宋佳煕 四川省雷波中学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163 SCBJ10010 Chem is try_探究有色饮料中的色素 罗杰、张心语 赵金泥、张晓恒 沿滩区龙湖中学校 自贡市 3

164 SCCJ10009 躺着看书那么舒服，为啥却更容易疲倦?张轲贻、刘双、覃培展 李华、曾荣 四川省平昌中学 巴中市 3

165 SCAJ10071 探索声音传播的原理 李妍然、涂思源 任志颖 眉山东辰国际学校 眉山市 3

166 SCAJ10123 5＋5 等于 10 吗？ 朱妍、赵杨阳 曾祥龙、童远吉 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小学校 遂宁市 3

167 SCBJ10005 花青素变色记 周映同 徐桃燕 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高级中学校 眉山市 3

168 SCAJ10035 寻蛛记 张旗、何娜、唐胤月 姚琼、李林 旺苍博骏公学、旺苍博骏公学 广元市 3

169 SCAJ10081 探究倒立瓶口乒乓球不掉的原因 吴灿、段俊贤、韩松铭 张静、曾玉华 遂宁市安居区明德学校 遂宁市 3

170 SCAJ10090 科学小实验之法老之蛇 杨叶萱、李季涵 贺雪飞、阴晓峰 内江市第一小学校 内江市 3

171 SCAJ10166 蚕小蚕的自述 任珈谊、余菡雪 范祖会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 乐山市 3

172 SCBJ10009 探究金鱼之死 吴梦羽、冯世针、郭太琴 刘强、唐雪 四川省屏山县新市中学校 宜宾市 3

173 SCAJ10037 雪碧是如何制成的 曾浩然、蒋芯铃 刘良伟、董凯霞 武胜县嘉陵小学校 广安市 3

174 SCAJ10047 走进神秘的酸奶 王飞琳 杨平、陶玉 雅安市名山区廖场乡中心小学 雅安市 3

175 SCAJ10054 奇妙实验室 王淇琨 高庆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第二小学校 自贡市 3

176 SCAJ10097 生活中“奇怪”的瓶子 曹宁、张蕾佳、羊芸丽 曹均东、牛育翔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沿滩小学校 自贡市 3

177 SCBJ10021 淬火与回火 何诗、陈英 邓星星、李婷 四川省武胜县新学初级中学 广安市 3

178 SCCJ10006 湿纸巾真的卫生吗 余红英、阳婷 龚文、何畏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 遂宁市 3

179 SCAJ10024 地震预测实验 杨翔麟、金浩宇、兰梨雪 彭芸 冕宁县泸沽小学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180 SCAJ10066 小蘑菇里的大科学 苏珊莹、向铃梅 陶玉、杨平 雅安市名山区廖场乡中心小学 雅安市 3

181 SCAJ10098 我复活啦——小蚯蚓的再生探索 刘晗蕊、吴桐宇 邓书芬、唐亚萍 开江县实验小学 达州市 3

182 SCAJ10136 煮熟的汤圆为什么会浮起来 熊紫卉、熊哲、李旨轩 熊惠芳、丁小勇 渠县有庆镇第一中心小学 达州市 3

183 SCAJ10003 水往上爬 李俊渤、吴思翰、周川熊 朱冬梅 遂宁市船山区大南街小学 遂宁市 3

184 SCAJ10055 鲤科（鲫鱼）鱼类鱼鳔功能探究 许诺 李斌、李锡雅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 雅安市 3

185 SCBJ10004 独蒜怎样繁殖 林尹乐 唐宇 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高级中学校 眉山市 3

186 SCAJ10007 模拟火山爆发 冯雯、蒲怡君 冯莎 阆中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南充市 3

187 SCBJ10020 我们的井水能饮用吗 刘茂阳、周雪梅 何苗、张西 遂宁市安居区步云乡初级中学校 遂宁市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