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第三十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小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和科技创意作品获奖名单 

 

一、小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按奖项和项目编号排序） 

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学校 奖项 

1 LS151008 西宁市古树生长情况调查报告 孙泓彬 西宁市少年宫 一等奖 

2 LS151013 探究南瓜天然创可贴的奥秘 刘书嫚 平昌县实验小学 一等奖 

3 LS151014T 环境因素对含羞草触觉灵敏度影

响的研究 

易蔼霖 
梁博懿 
李赞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

华英实验学校 四川省

自贡市富顺县华英实

验学校 四川省自贡市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一等奖 

4 MS151008 神奇的表面张力 林子健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

小學 一等奖 

5 MS151009 几种市售活性乳酸菌饮料的活菌

含量测定及分析 潘旻佳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

小学 一等奖 

6 SO151003 访寻漂老一族，探讨漂老一族融入

城市生活现状与对策 陈嘉琪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

心小学 一等奖 

7 SO151005 留守儿童课外阅读现状调查与策

略 王紫彤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

县青湖中心小学 一等奖 

8 SO151006 重庆市部分小学生财商现状调查

报告 詹丰瑞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小

学 一等奖 

9 TD151003  双体希罗喷泉       姚睿 灵山县新星小学 一等奖 

10 TD151014 防火防盗逃生窗 刘仁凯 濮阳市油田第六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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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学校 奖项 

11 TD151042 一种山体滑坡 GPRS 远程无线监

测报警系统 王梓任 鞍山市铁东区烈士山

小学 一等奖 

12 TD151043 螺丝钉夹带器 王衣褐 江苏省泗洪育才实验

小学 一等奖 

13 ES151001 用“量天尺”制作太阳系缩比模型的

探究 李奕朴 北京市育民小学 二等奖 

14 LS151001 蚯蚓"出逃"现象的观察和实验探究 黄昊宇 佛山市禅城区东鄱小

学 二等奖 

15 LS151002 
选用三种不同原品种的双仁果采

用挖窝壮苗法种植花生的对比实

验 

曾繁梓 广西贺州八步区莲塘

镇上寺小学 二等奖 

16 LS151005 音乐对豆科植物的影响 王家欣 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

小学 二等奖 

17 LS151007 珍稀沙漠植物茧荚黄芪“蚕茧状”花
萼的功能探究 谭楚钰 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

学 二等奖 

18 MS151010 儿童猫眼 晏炜轩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

附属小学 二等奖 

19 MS151013T 东引卡蹓骨牌风景 
梁鎮堃 
林若臻 
陳昱帆 

马祖东引中小学 马祖

东引中小学 马祖东引

中小学 
二等奖 

20 SO151001 昆明市居民使用空气能热水器的

现状调查与分析 杨沛姗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 二等奖 

21 SO151004T 
想生二胎，要先过老大这一关

吗?——关于生育二胎对第一个孩

子的心理及生活影响的调查 

赵翌辰 
窦唯奕 
王远方 

上海市黄浦区曹光彪

小学 上海市黄浦区曹

光彪小学 上海市黄浦

区曹光彪小学 

二等奖 

22 TD151001 有平衡件防暗漏的球阀 罗晓琳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吉

利小学 二等奖 

23 TD151005 一种步距可调的对联练习桌 翟家怡 合肥工大子弟学校 二等奖 

24 TD151006T 健康型测重省力书包 
马昊鑫 
甄骁东 
洪尚禹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合
肥市六安路小学 合肥

市朝霞小学 
二等奖 

25 TD151007 刀片隐藏式保鲜膜盒 陈嘉阳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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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学校 奖项 

26 TD151016 “排列函数献爱心”研究报告--数学

原理在分数保密之应用 张善美 澳门培正中学 二等奖 

27 TD151022 “老爷爷”牌高位摘果修枝器 曹迈弘 上饶市第一小学 二等奖 

28 TD151024 光伏供电智能露天泊车防护系统 马祥浦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 二等奖 

29 TD151029 老人平安拐杖 杜淑權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二等奖 

30 TD151030 新型触发发光羽毛球 刘智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六师奇台农场小学 二等奖 

31 TD151033 防作弊新型视力表 涂澜露 德化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32 TD151037 自动显示电池故障的消防应急灯 朱泉 兴化市实验小学文林

校区 二等奖 

33 TD151040 独居老人紧急遇险求救器 夏梓霖 上海市长宁区少年科

技指导站 二等奖 

34 TD151044 机场主动式仿生驱鸟器的探究 鹿泽宇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第

一小学 二等奖 

35 TD151045 遮阳避雨挡板可随意调整的安全

头盔 肖博文 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

小学校 二等奖 

36 TD151047 多媒体教学小助手 陈星辰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二等奖 

37 TD151050 便携多功能电动快速除草机 陈修舜 海南省定安县第二小

学 二等奖 

38 TD151051 隐形公路限高预警门 段万喜 兰河完全小学 二等奖 

39 TD151052 限时车位停车管控装置 杨焯 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

校 二等奖 

40 TD151054 汽车用眼球式除障外后视镜 陈锟 岳阳市岳阳楼区东升

小学 二等奖 

41 ES151002 让每一滴水都获得新生-中水利用

于厦门洗车行业的可行性研究 吴宜蓁 厦门实验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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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学校 奖项 

42 ES151003 日出日落演示仪 阎安 天津市河西区中心小

学 三等奖 

43 LS151003 不同虫龄美凤蝶幼虫防御机制的

演变 向方时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 三等奖 

44 LS151004 东湖沿岸水生植物种类及其分布

的研究 王铭源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三等奖 

45 LS151006 入孵蛋重对武定鸡孵化率和生长

性能的影响 许廷锴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 三等奖 

46 LS151009T 高原气候条件下航天育种番茄果

实内营养成分含量的研究 
何佳乐 
李润杰 

西宁市城北区马坊小

学 西宁市城北区马坊

小学 
三等奖 

47 LS151010 非洲绿巨螳螂饲养观察日记 李骁儒 石家庄市中山路小学 三等奖 

48 LS151011 显微观察蝶翅鳞片表面结构新方

法的研究 李泽宇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

国际学校世纪小学 三等奖 

49 LS151015 长白山野生银线草的形态特征及

食用、药用价值的研究 刘轩瑞 集安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50 MS151002 蒜汁巧除虫 程梓恒 河北省承德县实验小

学 三等奖 

51 MS151004 利用热能反射提高室内温度的研

究 崔子砚 天津市求真小学 三等奖 

52 MS151005 瓜果皮蔬菜叶再利用的实验研究 曹文琪 太原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53 MS151006 苹果、梨、火龙果在空气中被氧化

过程的研究报告 郑博远 邢台市郭守敬小学 三等奖 

54 MS151011 新型传感式敲门开锁的研究 顾传卿 上海市徐汇区日晖新

村小学 三等奖 

55 MS151012 天然染料三颗针的初步研究 谢尧 四川省平昌县响滩小

学 三等奖 

56 SO151002 怒江弩弓调查 尹金堂 怒江州实验完小 三等奖 

57 SO151007T 落叶，你到哪里去？ 
钮兰皓 
任新航 
徐静怡 

天津市河西区滨湖小

学 天津市河西区滨湖

小学 天津市河西区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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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学校 奖项 

湖小学 

58 TD151002 新型多用途可伸缩警示器 吕添辉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

学 三等奖 

59 TD151004 恐龙战棋 赵轩昂 嘉荫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60 TD151008 遥控快艇救生器 刘一诺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沈家门第一小学 三等奖 

61 TD151009 简易拔烟杆装置 高明 余庆县太平小学 三等奖 

62 TD151011 农村牧区简易装卸机 宋壹 察右后旗白音察干第

一小学 三等奖 

63 TD151013T 水火箭抛伞装置 李然 袁
嘉欣 

乌海市海勃湾区第五

小学 乌海市海勃湾区

第五小学 
三等奖 

64 TD151015T 感温提醒器 萧天朗 
黄锦欣 

镜平学校(小学部) 镜
平学校(小学部) 三等奖 

65 TD151017 公交车安全锤使用、防盗报警器 吴文竟 遵义市文化小学 三等奖 

66 TD151020 行车双向安全预警系统 阴帅朴 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67 TD151023 双轴太阳能自动跟踪器 王绎哲 淄博市桓台县起凤镇

起凤小学 三等奖 

68 TD151025 公交车简易悬挂式防摔安全带 任美颖 宝鸡高新第一小学 三等奖 

69 TD151026 自行车车座一体式打气筒 周转 济南市育贤小学 三等奖 

70 TD151027 家用节能环保储粮囤 陈启萌 中卫市第四小学 三等奖 

71 TD151031 新式昆虫观察盒 杨宇恒 南昌市朝阳小学 三等奖 

72 TD151032 可对接的移动机器人 张家祺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

同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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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学校 奖项 

73 TD151038 家禽自动饮水器 董帅帅 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

逸夫小学 三等奖 

74 TD151039 一种可利用城市下水道热能发电

的斯特林发电机 马逸扬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

西飞第四小学 三等奖 

75 TD151041 混合动力发电装置 宁诗涵 沈阳市大东区杏坛小

学 三等奖 

76 TD151046 罐头好吃口难开 刘人龙 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小学 三等奖 

77 TD151048 绿色清洁速干奶酪器 海娜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蒙

古族实验小学 三等奖 

78 TD151049 多用途电动高压喷水洗刷器 洪健凯 定安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79 TD151053T 体温监测远程提醒器 阮煜昕 
白翔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

小学 厦门外国语学校

附属小学 
三等奖 

80 TD151055 旋转“消失”的注射器 王思涵 新疆库尔勒市第一小

学 三等奖 

二、小学生科技创意作品（按奖项和作品编号排序）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奖项 

1 CBI1510001 新型防虫生物漆的制作 张艺钟 昆明市五华区莲华小学 一等奖 

2 CBO1510002 智能植物生长芯片 李非阳 日照市金海岸小学 一等奖 

3 CCS1510001 可自动解“数独游戏”的软件 何嘉骐 广西南宁市凤翔路小学 一等奖 

4 CCS1510005T 盲人智能太阳能探测仪 
沈曈 赵

皓爽 

昆明市盘龙区盘龙小

学,昆明市盘龙区盘龙

小学 

一等奖 

5 CCS1510010T 
快乐老人(病人)陪伴装置（小

黑仔机器人） 

张家瑞 

刘送朝 

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烟

塘学校,湖南省湘潭县

易俗河烟塘学校 

一等奖 

6 CCS1510011 
手机、语音、手势控制机器人

DIY 
刁俊涵 重庆市永川区萱花小学 一等奖 

7 CCS1510015 有声眼镜 邓宇杰 龙岩市西安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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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奖项 

8 CEN1510002T 远程协助头盔 
甘志东 

程昊熹 

广西南宁市逸夫小学,

广西南宁市逸夫小学 
一等奖 

9 CEN1510009 电锤伴侣 王乐茗 蚌埠市凤阳路第二小学 一等奖 

10 CEN1510028 自翻车式坐便扶手 于洋 
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灵

泉民族小学 
一等奖 

11 CEN1510042 免电力压力式水泵模型的制作 徐来 衢州市柯城区大成小学 一等奖 

12 CEN1510046 多功能遥控汽车防护罩 陈昱彤 柳州市景行小学 一等奖 

13 CEN1510058 家用梯子和晾衣架两用装置 黄浩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

师五家渠市第一小学 
一等奖 

14 CEN1510066 
定量马桶洁厕灵清洁剂供应装

置 
李心宇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一等奖 

15 CEN1510071 方便的草坪垃圾清理装置 沈童语 上海市闸北区科技学校 一等奖 

16 CEN1510087 万能外螺丝扳手 肖引景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岩

溪中心小学 
一等奖 

17 CEN1510110 漂浮垃圾分拣船 肖云欣 彭水县第三小学 一等奖 

18 CEV1510013 
新型特色井盖—城市景观井盖

设计 
郭伟成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

校小学部 
一等奖 

19 CME1510001 静脉注射抽血显影工作箱 梁科艺 柳州市景行小学 一等奖 

20 CME1510011 旋转牙线 薛德娟 
毕节市双山新区岔河镇

双华小学 
一等奖 

21 CPH1510007 充电式多功能环保衣裤架 丁亦杰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蕺

山中心小学 
一等奖 

22 CPH1510013 限高安全报警器 杨宇恒 南昌市朝阳小学 一等奖 

23 CPH1510015 步行式手机充电器 王绍桢 
青海油田教育管理中心

第一小学 
一等奖 

24 CPH1510019 安全变色的电线 赖安祺 泉州市洛江区实验小学 一等奖 

25 CPH1510025 一种防晕车（船）座椅 赵轩昂 嘉荫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26 CPH1510033T 廢膠重用 - 自動添水器 
王芊雯 

黎靜樺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

念小學,基督教宣道會

徐澤林紀念小學 

一等奖 

27 CPH1510040 太阳能发光雨伞 杨笑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

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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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奖项 

28 CPH1510048 摇扇子的机器人 曹植泓 甘州区大成学校 一等奖 

29 CPH1510050 360 度魔幻电视 佘盛凯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一等奖 

30 CPH1510058 “废”笔芯的复活 辛集洲 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 一等奖 

31 CBO1510003T 会发光的树 
李笛 肖

旭 

武冈市辕门口办事处红

光小学,武冈市辕门口

办事处红光小学 

二等奖 

32 CCS1510006 交通秩序卡 万振宇 南昌市朝阳小学 二等奖 

33 CCS1510012 智能植物环 刘强 
重庆市垫江县新民小学

校 
二等奖 

34 CEN1510007 主动式防夹手门系统 吴瑞泽 
安徽省铜陵市望江亭小

学 
二等奖 

35 CEN1510008 未来智能科技衣服 罗梓睿 湖州市吴兴区凤凰小学 二等奖 

36 CEN1510010 能检测酒驾的汽车 周昉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嘉兴

经开实验小学 
二等奖 

37 CEN1510011T 智能路灯 
伍泓宇 

雷智泉 

广西南宁市逸夫小学,

广西南宁市逸夫小学 
二等奖 

38 CEN1510017 智能切菜机 梁薏晨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小南

坑小学校 
二等奖 

39 CEN1510018 垃圾分类处理机 张祎 曲靖市第一小学 二等奖 

40 CEN1510019T 亚克力管排箫 
郭博闻 

马欣 

昆明市盘龙区青云小

学,昆明市盘龙区青云

小学 

二等奖 

41 CEN1510024 氧气制冷机 刘昕辰 
马鞍山市湖东路第四小

学 
二等奖 

42 CEN1510034T 复层管道公路 
何婧萱 

肖晓月 

武宁县第五小学,武宁

县第五小学 
二等奖 

43 CEN1510035T 超市自助购物车 
卞知彰 

卞知微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二等奖 

44 CEN1510044 便利羊羔喂奶器 
苏都拉

干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蒙古

族实验小学 
二等奖 

45 CEN1510047 家庭实用电动花生脱果机 周燊宗 昭平县昭平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46 CEN1510049T 波能发电轮叶 
孙  奥 冯

子豪 

江苏省灌云实验小学,

江苏省灌云实验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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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CEN1510050 电磁振动洗衣机 李承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

师五家渠市第一小学 
二等奖 

48 CEN1510054 变色窗纱 杨倩 
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灵

泉民族小学 
二等奖 

49 CEN1510056 两用推雪板 曹宴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

师五家渠市第一小学 
二等奖 

50 CEN1510057 智能窗户 杜若瑄 永济市北郊小学 二等奖 

51 CEN1510062 
矮寨特大悬索桥冬季桥面防冻

新设计 
张艺 吉首市雅溪小学 二等奖 

52 CEN1510063 变形金刚式的轮椅 蔡林慜 
福建省南平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 
二等奖 

53 CEN1510064 高科新战棋 段璟玥 洪江市双溪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54 CEN1510065 新型成长自行车 方一诺 金华市丹溪小学 二等奖 

55 CEN1510078 强制断电式儿童安全插座 彭嘉楠 广州市黄埔怡园小学 二等奖 

56 CEN1510085 Mobile 開門 何汶澧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二等奖 

57 CEN1510088 重心自动浇水花盆 陈晟 
上海市杨浦区民办阳浦

小学 
二等奖 

58 CEN1510095 多彩星空的设计制作 刘丰歌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小学 
二等奖 

59 CEN1510099 电子门票 林祺然 福建省福州实验小学 二等奖 

60 CEN1510105T 汽车吸尘脚垫 
梅柏轩 

彭渝文 

云阳县实验小学,云阳

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61 CEN1510108 电梯安全气囊 黎芯宇 重庆市潼南县梓潼小学 二等奖 

62 CEV1510009 
增湿激活藻类,保护石林景区

景观 
田春花 石林县西街口中心小学 二等奖 

63 CEV1510016 根生防蚊生 余皓天 農圃道官立小學 二等奖 

64 CEV1510020 神奇的路灯树 郝佳琪 石嘴山市第七小学 二等奖 

65 CEV1510022 风沙空气净化过滤器 任桐 
宁夏吴忠市利通街第一

小学 
二等奖 

66 CEV1510023T 托马斯多功能清洁机 
孙心怡 

杨斯涵 

南昌市铁路第二小学,

南昌市铁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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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CEV1510026 多能源收集绿色公路 赵泇淇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

小学校 
二等奖 

68 CME1510004 宝宝防尿床感应裤 王润玉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园

林小学 
二等奖 

69 CME1510010 蚯蚓形血栓清洁机器人 姬子翔 上海市杨浦区同济小学 二等奖 

70 CPH1510008 防泄漏墨水瓶 沈翼霄 
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中

心小学 
二等奖 

71 CPH1510009 自发热鞋垫 郝雨诗 
河北省石家庄市南马路

小学 
二等奖 

72 CPH1510010 新型桥墩电站 王一鹏 
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镇怀

鲁小学 
二等奖 

73 CPH1510030 自动升降的枕头 陆思琦 曹庄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74 CPH1510036 盲人行走指示器 冯明菲 太湖县新城小学 二等奖 

75 CPH1510038 医用输液自动呼叫器 赵显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

小学 
二等奖 

76 CPH1510042 带报警器装置开关的输液管 游海霞 
毕节市双山新区岔河镇

双华小学 
二等奖 

77 CPH1510043 带“DNA”的汽车 李昱霖 
福建省泉州师范学院附

属小学 
二等奖 

78 CPH1510046 发电地板 汪相有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小

学校 
二等奖 

79 CPH1510051 阳光自动恒温服 王钰菡 
重庆市涪陵区浙涪友谊

学校 
二等奖 

80 CPH1510057 可弹射的电击苍蝇拍 
王逸鸥 

孙翊雅 

新华南路小学,天津市

河东区街坊小学 
二等奖 

81 CBI1510003 土豆皮去污能力的实践研究 刘笑含 北京小学通州分校 三等奖 

82 CCS1510008 随身包防盗感应器 殷诗玮 辽宁省实验学校 三等奖 

83 CCS1510009 
可重复利用打印纸的环保打印

机 
肖若辰 本溪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84 CCS1510014 快乐镜 王诗瑜 
重庆北部新区人和小学

校 
三等奖 

85 CEN1510001 智能路边停车场 彭思博 梧州市工厂路小学 三等奖 

86 CEN1510014 小型导购机 孟越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

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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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CEN1510015T 楼梯助行板 
郭馨璟 

李树杰 

平遥县实验小学,平遥

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88 CEN1510033 神奇的智能电动车 罗芹 
新疆兵团第七师一三七

团中学 
三等奖 

89 CEN1510043 智能交通信号灯 冯文慧 
安徽省马鞍山市九村小

学 
三等奖 

90 CEN1510045 
可还原白纸功能打字复印机的

研发思路 
高艺纯 武义县壶山小学 三等奖 

91 CEN1510051 智能养羊棒 杨倩 
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灵

泉民族小学 
三等奖 

92 CEN1510069 
小学生交互式多功能课桌综合

体 
万一明 西关大街小学 三等奖 

93 CEN1510070 马桶座圈掀放装置 李士千 涟水县陈师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94 CEN1510072 安全驾驶小装置 林昱希 泰宁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95 CEN1510073 垃圾自动分类示范机器人 彭晓瑜 广州市黄埔区文船小学 三等奖 

96 CEN1510074 自行车智能转向系统 蔡一颖 广州市黄埔区荔园小学 三等奖 

97 CEN1510076 立体式秸秆养殖蘑菇 姜思远 连云港市石桥中心小学 三等奖 

98 CEN1510082 灵感笔 彭冰冰 大冶市育才小学 三等奖 

99 CEN1510083 可提示行李位置的传送带 朱清阳 海拉尔区文化街小学 三等奖 

100 CEN1510096 安全锁门提示卡 荀雪儿 灵武市新华桥学校 三等奖 

101 CEN1510098 会发光的门牌号 张桢祺 
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第

一小学 
三等奖 

102 CEN1510112 提示取钥匙的门锁 崔子涵 
呼和浩特铁路局职工子

弟第三小学 
三等奖 

103 CEN1510116 磁吸式汽车安全带 杨小麟 天津市河北区兴华小学 三等奖 

104 CEN1510126T 盲人饮水托杯 
丁子涵 

李泰霖 

兰州市城关区水车园小

学,兰州市城关区水车

园小学 

三等奖 

105 CEV1510014 智能黑板擦 曲航伟 
昌图县八面城镇中心小

学 
三等奖 

106 CEV1510017T 防雾霾窗户 
吴杨 李

佳琪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实验

小学,苏州市吴中区碧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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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实验小学 

107 CEV1510027 负离子空气净化路灯 左思炜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小

学校 
三等奖 

108 CEV1510029 筼筜湖水域整治创意设想 薛廷翰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

学 
三等奖 

109 CEV1510030 智能垃圾桶 何文静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灵

关中心校 
三等奖 

110 CEV1510031 变秸秆废为宝综合利用机 阳沚含 
四川省绵阳市安县泸州

老窖永盛学校 
三等奖 

111 CPH1510003 自平衡光盘车 李卫斌 廊坊第十三小学 三等奖 

112 CPH1510005 高楼便捷圆形擦玻璃清洁器 肖苡晗 牡丹江市光华小学 三等奖 

113 CPH1510014 手机式遥控器 青叶子 
青海油田教育管理中心

第一小学 
三等奖 

114 CPH1510016T 智能显温勺 
吉靖兴 

张驰 

西宁市沈家寨小学,西

宁市沈家寨小学 
三等奖 

115 CPH1510018 热辐射演示仪 田毓同 上海市杨浦区六一小学 三等奖 

116 CPH1510020 可加消毒液一体式拖把 陶紫妍 
南京市江宁区铜山中心

小学 
三等奖 

117 CPH1510021T 
太阳能热水器无能耗排空防冻

设计 

李世荣 

李政宇 

莱西市洙河小学,莱西

市洙河小学 
三等奖 

118 CPH1510023 透明胶简易撕切器 张峻豪 衢州市常山县天马二小 三等奖 

119 CPH1510026 不摔笔尖的钢笔 孙潇畅 嘉荫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20 CPH1510029T 磁力電梯 
梁偉聰 

鄭熙燁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三等奖 

121 CPH1510034 简易吸发器 李聪玲 石嘴山市胜利学校 三等奖 

122 CPH1510037 便携式多种毛笔自动清洗器 权龙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

小学 
三等奖 

123 CPH1510044 多功能智力文具盒 李浩 
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五小

学 
三等奖 

124 CPH1510054 户外淡水转化器 秦子博 河南省漯河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125 CZO1510001 
发现花椒凤蝶的天敌——黄长

脚蜂 
陶柯鸣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北

大街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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