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赛推荐项目清单

一、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清单

作品名称 学科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自动抽水机演示仪
技术与设

计
王彦锟 谢啟耀

华龙区岳村镇大猛明德小

学
谢德宽 胡晓静 谢素慧

一种新型梨膏糖加工设备 工程学 李念恒 华龙区高级中学 刘朝山

智能护理床 物理学 王祯诚 华龙区第八中学 贾戟震

饺子皮速成器
技术与设

计
张世成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廖宁宁 张志利 常 青

高效便携扫撮机 科学 李忠宇 华龙区京开路第二小学 杨建录 胡建华 侯粉玲

眼花快速穿线针 科学 路佳玥 华龙区京开路第二小学 陈鹤 董佩红 张翠莉

外出多用便携工具 科学 刘子涵 华龙区京开路第二小学 保琴 郭晓丽 张晓磊

一种高效追踪定位寻人鞋 工程学 王之尧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DIY 家用花生剥壳机 工程学 冯昊铭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偏心轮夹提器 工程学 何雨晟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漂浮高效喷施药肥技术的研究 工程学 孙怡菲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新型顶升器 工程学 弓子航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一种新型蔬菜切丝机的制作方

法
工程学 杜玉鑫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便携修胎顶升装置 工程学 王嘉慧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便携可移动高效装卸机 工程学 刘 畅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绿能高效驱鸟器 工程学 杨易儿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梯子桌子灵活转换装置 工程学 张瑞程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新型磁悬浮护腕鼠标 工程学 孙若泉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刘荣芬

便携望远镜水杯 物理 周明辉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吴凤伟 李征

改制蒸盖倾角大小与蒸食质量

的实验研究
物理 齐家欢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吴凤伟 刘晨阳

多功能板手 物理 张丰硕 濮阳市第一中学 吴凤伟 刘晨阳 李征

智能开合冲刷消毒除臭马桶盖 物理 郭子坤 濮阳市第一中学 吴凤伟 刘晨阳 魏薇

可拆卸带纱窗的防雾霾百叶窗 物理 张凌睿 濮阳市第一中学 刘道方 李征 洪立新

冷暖杀菌烘干多用器 物理 吴晓东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魏薇 高苗苗

濮阳市白头翁生息状况的研究 动物学 赵可心 濮阳市第一中学 洪立新 魏薇 吴凤伟

扁核酸枣离体快繁的探究 植物学 韩馨仪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尚霄丽

老年人跌倒自动报警装置 工程学 孔佳艺 孙 芊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康耀军



“大炮”打苍蝇——探究激光

处理对苍蝇视觉敏感性的影响

及其应用

动物学 李逢林 张之农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库春常 赵良震

具有用药提醒功能的腕表 工程学 乔 丹 崔广巍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蒋永达 王青

电力安全作业智能检测告警装

置
物理学 邵晨翔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良震

新型智能井盖 工程学 石 恒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良震 吕豪杰

大面积烧伤病患生命体征稳定

箱
医药 王伯睿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良震 王艳粉

蜘蛛的智慧---对于蜘蛛网结

构的数学建模及调查分析
数学 赵省淳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良震 尚荣萍

可溶性粉笔浆回收再利用的研

究
化学 刘培栋 张亦辰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罗利军

家庭废水分离回收利用系统 工程学 魏 尧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刑 晶

防二次伤害移位机 工程学 关沛东 濮阳市元龙高级中学 王国彦 李继伟 吕豪杰

濮阳市水资源价值研究及河流

水质现状对其周边居民的影响

调查评价
环境科学 李小怡 濮阳市元龙高级中学 赵良震 马栋梁 康耀军

土壤酸碱度及温度对蚱蜢的影

响
动物学 梁肇东 郝凯 濮阳市元龙高级中学 赵良震

不同味道对鼠类的影响及对线

缆保护的应用
动物学 许竞航 濮阳市元龙高级中学 吕豪杰 李纪伟 王国彦

体外骨骼仿生助力器 工程学 郭宗尉 濮阳县第一中学 金振江 郭志刚 张红权

碎瓷片防止液体暴沸问题的研

究
化学 朱红瑞 濮阳县第一中学 金振江 郭志刚 张红权

热袋发热的原理探究 化学 胡慧宁 濮阳县第一中学 金振江 郭志刚 张海涛

自动加湿环保型门窗 工程学 李梦杰 濮阳县第一中学 金振江 郭志刚 尹静

铜件镀锌影响因素的研究 化学 马林飞 濮阳县第一中学 金振江 郭志刚 高亚娟

无底盘 LED 投影手表 工程学 孙进龙 濮阳县第一中学 金振江 谷彦峰 张亚光

校园景观树树杈的受力分析 物理学 孙少杰 濮阳县第一中学 金振江 郭志刚 于春迎

防臭排积水式地漏 物理 李超辉 濮阳县白堽第一初级中学 王玉军

行李箱便携助力器 物理学 吕登奥 濮阳市油田基地高级中学 孙红梅

水上救援体系的研究 工程学 裴睿涛 濮阳博文学校 刘丽娟

中学生智能手机使用现状调查

和 SWOT 分析
社会科学 郭同辉 濮阳市油田基地高级中学 王利华

探究影响一年生月季插穗成活

的因素
韩藴根 濮阳市油田基地高级中学 于东晖

温室综合控制系统
计算机科

学
李子扬 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钟 军

新型砂纸打磨板
技术与设

计
王文睿 濮阳市昆吾小学 陈瑞淑 芦晓静

双面多功能书桌
技术与设

计
张澈 濮阳市实验小学 孙翠丽



机动车清洁换气多级除霾技术

与装置的研究
工程学

张李昕 史宇昂 王小

溪

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郑州外国语学校

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张红霞 史清川

关于濮阳市机动车污染情况的

调查报告
杨大山 刘珂欣

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建青

利用玉米芯制作磁性活性炭的

探究
刘建骁 时尚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陈瑞淑 孙佳欣

《新型扳手》
技术与设

计
陈 诚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宗伟芳 廖宁宁 常 青

《消毒除菌拖把》
技术与设

计
赵紫晶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刘跃平 谷明震 窦园媛

《伸缩折叠拖把》
技术与设

计
胡明泽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郝迎菊 常 青 韩伟平

《地面吸水器》
技术与设

计
徐梓睿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陈翠琴 程彩群管利芳

《自动加液洗洁刷》
技术与设

计
谢祥龙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王淑华 廖宁宁 常 青

《便携折叠梯车》
技术与设

计
刘思宇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翟艳静 吴菲瑞 王振敏

《360 度旋转电动除尘器》
技术与设

计
肖 琼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韩伟平 常 青 郝迎菊

《车载便携垃圾桶》
技术与设

计
石 尚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廖宁宁 唐逸云 宗伟芳

《玩出创造性积木》
技术与设

计
段雪航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窦园媛 谷明震 刘跃平

《液阻急救吸出器》
技术与设

计
徐梓睿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管利芳 陈翠琴 程彩群

《新式母婴雨披》
技术与设

计
郭沛鑫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程彩群 管利芳 陈翠琴

《可调潜望安全门镜》
技术与设

计
王 哲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任利宁 唐逸云 房丽敏

《高效自救逃生梯》
技术与设

计
马明辉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刘静敏 廖宁宁 常 青

《自制肺活量测量仪》
技术与设

计
李 谦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刘彩丽 王艳杰 李忠义

《拔钉器》
技术与设

计
张跃凯 华龙区黄河路小学 房丽敏 任利宁 刘静敏

新型自动换刀切菜机 工程学 王运铎 范县第一中学 于爱玲

新型无线充电器的设计 工程学 李长青 范县第一中学 赵海英

手握盘式激光测距仪 工程学 赵灿 范县白衣阁乡第一中学 王济峰

自动浇水的花盆鱼缸 工程学 董淑琦 范县白衣阁乡第一中学 曹巧兰



二、青少年科技创意清单

液压式变焦眼镜 工程学 董雁翔 范县白衣阁乡第一中学 曹巧兰

电热水器安全阀排水收集提示

器
工程学 郑惠轩 范县第一初级中学 宋义光

升降台的改进 宋鑫亮 清丰县明月湖小学 田自跃 张清 李艳蕊

新型的滴灌器 吴一禾 清丰县明月湖小学 田自跃 李艳蕊

作品名称 学科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无极转接器 物理 候远州 华龙区第二中学 王莹

在正常气候下的小麦良种选择

试验设计
植物学 桑贤骞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李莹莹 吕豪杰 王路

平

《360 度无死角毛球修剪器》 数学 张珂嘉 华龙区实验小学
李焕敏 谭永莉 李少

纯

一种新型防堵塞拖把池 工程学 马天豪 华龙区第八中学 贾戟震

全自动浇花装置 物理 马帅锋 华龙区第一中学 李海红

智能手表 工程学 王文瀚 濮阳市第一中学 刘荣芬

多功能眼镜 工程学 韩亚喆 濮阳市第一中学 刘荣芬

机器语音柜子 工程学 艾庆轩 濮阳市第一中学 刘荣芬

智能模块书柜 工程学 毛佳雯 濮阳市第一中学 刘荣芬

盲人出行感应器 物理学 王佳音 濮阳市第一中学 刘荣芬 张亚慧

放摔平衡车 工程学 苏 卿 濮阳市第一中学 刘荣芬

机械手臂 工程学 桑倩鸿 濮阳市第一中学 刘荣芬 李翠平

阅读指套及 APP 计算机
郭圣剑

刘 泽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良震

儿童防误锁装置 物理学 刘 亮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良震 王显国

计算机软件系统自修理 计算机
吕佳伦

张世博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昝训飞

关于一款全新模式“APP”的

创新研发
计算机

权 威

杨锦恒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良震

非牛顿流体太阳能充电手机壳 工程学 王甘霖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良震 袁斌

自动分类垃圾桶 环境科学 朱 棣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良震

农业畜禽棚舍智能通风系统 物理学 姬 钰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袁 斌 赵良震

太阳能磁吸式折叠灯 物理学 孙大林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良震

婴儿监护系统 工程学 尚芙名 濮阳市油田第十中学 韩祝丽

“桥”上喷雾器 物理学 白亚新 濮阳县第一中学 李家志 郭燕利 李会



丽

汽车智能“休息”系统 工程学 吉金良 濮阳县第一中学 吴成 王海东 郝丽君

太阳能上水报警器 工程学 李 鸣 濮阳县第一中学 吴成 马日轩 冯瑞娟

智能化防遗忘手套 工程学 赵豫翔 濮阳县第一中学 吴成 郭青春 金振江

拖地、烘干一体化拖把 物理 林芳菲 河南省濮阳县第三中学 孙根峰、杨玉秀

语音设定时间的闹钟 物理 刘成林 河南省濮阳县第三中学 孙根峰、杨玉秀

磁悬浮电梯 物理 武守贺 河南省濮阳县第三中学 孙根峰、杨玉秀

“跑”起来的课桌 物理 杨雪婷 河南省濮阳县第三中学 孙根峰、杨玉秀

吸气汽车尾气的垃圾箱 物理 文 闯 河南省濮阳县第三中学 孙根峰、杨玉秀

多功能保健鞋 医药 袁世同 濮阳县第三中学 张永立

可控温衣服 物理学 许家鑫 濮阳县第三中学 张永立

全智能导盲犬
计算机科

学
武军航 濮阳县第三中学 张永立

超智能透光可控玻璃 物理学
王明涛

张登超
濮阳县第三中学 张恒杰

自动分类的智能书架
计算机科

学
田晓妍 濮阳县第三中学 张恒杰

人工智能危险探测仪 物理学 孙金婵 濮阳县第三中学 金景芬

超级停车场 工程学 宋金库 濮阳县第三中学 金景芬

多功能拐杖 物理学 石巧利 濮阳县第三中学 金景芬

节能化和智能化的饮水机 物理学 韩松鹤 濮阳县第三中学 张丙虎

新型压力式闹钟枕头 物理学 房瑞琦 濮阳县第三中学 袁志伟

阻霾纱窗 物理 王梦迪 濮阳县第三中学 叶红胜 李晓冬

光能晾衣架 物理 王景典 濮阳县第三中学 李晓冬 叶红胜

太阳能板手表式投影机 物理 王昭龙 濮阳县第三中学 李晓冬 叶红胜

变温杯 物理 张甫亮 濮阳县第三中学 李晓冬 叶红胜

防疲劳驾驶套装 物理 李闯闯 濮阳县第三中学 齐富杰 刘冠锋

汽车落水救援装置 物理 李卓 濮阳县第三中学 齐富杰 刘冠锋

节能型厕所 物理 王硕 濮阳县第三中学 刘冠锋 李晓冬

磁悬浮全自动轮椅 物理 李海博 濮阳县第三中学 任宗良 李彦桥

留言板闹钟 物理 王妍 濮阳县第三中学 任宗良 李彦桥

移动的智能风扇 信息技术 班伟彪 濮阳市开德中学 樊海红、万会敏

“智能拖地机” 信息技术 任宗迪 濮阳市开德中学 万会敏、樊海红



三、科技辅导员项目清单

四、科技实践活动清单

活动名称 学科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单

位）
辅导老师

“快乐小发明，幸福大收获”—

—废物利用

环境科

学

华龙区岳村乡东西寨小学小小

发明家社

华龙区岳村乡东西寨

小学

韩伟娟 王淑

芳

观测最大月亮

地球与

空间科

学

华龙区第三中学天文兴趣小组 华龙区第三中学 于东晖

“我们身边的垃圾”主题探究 科学 创新社团 濮阳市实验中学 龚吕乐

科技创客梦工厂人工智能启创社

团 ----SCRATCH 创意编程

计算机

科学
创意社团 濮阳市第一中学

吴凤伟 刘晨

阳 弓守丽

李征

序号 作品名称 学科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单位）

1 探究斑鸠繁育规律 生物学 杨雪杰 华龙区第八中学

2 多用平面几何演示器 数学 赵艳蕊 濮阳市实验中学

3 万以内的加法减法速算技巧 数学 高自军 南乐县张果屯镇韩森固小学

4 果蝇染色体组模型 生物 李家志 濮阳县第一中学

5 神经细胞电位变化与离子运输的动态模型 生物 王霞 濮阳县第一中学

6 压强演示仪 物理 王玉军 濮阳县白堽乡第一初级中学

7 科技教育活动 方案 张亚洲 清丰县诚睦路小学

8 MATLAB 在高中物理静电场教学中的应用 物理 纪婷婷 清丰县大流乡初级中学

9 笼中鸟 物理 左晓丽 瓦屋头镇第一初级中学

10 scratch 编程活动方案
信息技

术
丁征奎 濮阳市开德中学



初中走读生使用手机情况调查科

技实践活动
其它 调查小组

南乐县张果屯镇初级

中学

刘艳杰 牛俊

着 梁自娟

农村姓氏研究科技实践活动 其它 姓氏调查社团
南乐县张果屯镇初级

中学

刘斌 魏亚玲

高娟娟

普通高中精准扶贫在籍生的调查

与分析

AOT（其

它）

濮阳县第一中学高三精准扶

贫在籍生调查小组
濮阳县第一中学

刘文华 李会

丽

郭志刚

这个季节谁先“换装” 植物学 油田第一小学三年级二班 濮阳市油田第一小学
张雅君 阮君

张建青

我们喝上了丹江水 其它 油田第一小学五年级三班 濮阳市油田第一小学
张建青 王瑞

萍

舌尖上的健康早餐 其它 濮阳市子路小学科技社团 濮阳市子路小学 张素红

五、科幻画清单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单位） 辅导老师

1 能量聚集石 付家宜 油田一小 张宝敏

2 老年痴呆康复仪 秦梓煜 油田一小 王彦蕊

3 雾霾清除机 王思涵 油田一小 宋艳青

4 《未来游乐场》 周睿羲 油田三小 董莹

5 《百花环保制衣机》 郭尚圆 油田三小 袁红艳

6 《智能识别控制犯罪分子门》 陈佳琪 油田三小 高梦琼

7 《机器手臂老人洗澡房》 钟传博 油田三小 高梦琼

8 《海底生态保护专家》 张以薰 油田七小 尹睿

9 神奇图书室 郝锦卉 油田十五小 李静

10 科技方便洗车 柴敬恩 油田十中 邵风雨

11 空中消防 李则铭 油田十中 邵风雨

12 量子空间转换仪 刘莘乐 油田十中 吴建全

13 新“绿电” 付一铭 油田十中 吴建全

14 《自动化妆间》 陈东 油田二小 李凌云

15 《虫虫采摘器》 张若晗 油田五小 杨为芳

16 梦幻枕头 聂田田 油田实验学校 王莉

17 机器人牙医 陈坤琰 油田黄甫中学 刘卉

18 智能公交 王紫钰 油田黄甫中学 杨倩

19 沼气转换器 乔楚 油田一小 王彦蕊

20 陆地环保车 孔韦凯 油田十二小 魏慧慧

21 雷电转换器 张永育 油田十中 张晓晨

22 太空电梯 杜玉涵 油田十中 吴建全

23 叶绿体能源未来生态城 唐奕 油田十中 吴建全



24 太阳能房屋 程悦瀚 第十三小学 任趁捧

25 《“大树”的新秘密》 宋婧宜 濮阳县实验小学 胡彦敏

26 《降尘使者》 刘思宇 濮阳县实验小学 王红玲

27 《盲人眼镜》 程丝雨 濮阳县实验小学 曹洁

28 《沙漠移动水厂》 刘淑娴 濮阳县实验小学 曹洁

29 神奇的拐杖 杨萌萌 清丰县巩营乡中心小学 张建阳

30 血液处理小卫士 吉冬瑜 濮阳市油田第二小学 李凌

六、科学 DV 作品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学校 申报者 辅导老师

1 水和盐 华龙区实验小学
贾祖兆
武楠
王梦雨

李焕敏
谭永利
张海萍

2 绿豆芽生长记 华龙区实验小学 张珂嘉
李焕敏
孙艳红
翟淑娟

3 电池爬行的秘密 华龙区第八中学
贾莹莹
陈星卓
胡冰冰

贾戟震
杨雪杰

4
春蚕吐丝尽化娥
续新生

华龙区第八中学
段俊汝
李泽宇
陈向

杨雪杰

5 隔空取水
清丰县幸福路小

学
李佳禾 李敬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