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兴安盟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名单公示

（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

奖项 项目名称 参赛类别 申报作者 所在学校 辅导教师

一等奖 无触自动取餐系统 高中集体项目 康明新 时磊 周佳瑞 突泉县中等职业学校 宋晓军 赵海平 张爽

一等奖 基于蜂窝网的智能联网药物提醒冷藏柜 高中个人项目 陈伯阳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史明玉 张海文 梁红

桃

一等奖 排水管件（外置易通） 小学个人项目 安思语 突泉县三街小学 徐志辉 徐丽华

一等奖 玻璃管切割器 初中个人项目 褚佳旭 突泉县六户中学 马静 郭永亮

二等奖 探索叶脉书签制作优化条件 高中集体项目 包宇 王昕祺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包慧泉 张爽

二等奖 用物质结晶形状不同制作温差仪 高中集体项目 胡昊楠 梁茁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包慧泉 张爽

二等奖 番茄钟智能电脑储物架 高中个人项目 何浩然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史明玉 陆瑶 李佳

二等奖 便携式单摆周期测量仪的设计与制作 高中个人项目 杨朔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林琳 劳爽 梁红桃

二等奖 推磨机器人 小学个人项目 吴苏力德 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
斯琴高娃 于雪峰 包

香兰



二等奖 遥控桌面清扫车 初中个人项目 郭鑫 突泉县六户中学 姜庆峰 徐长玲 马娟

三等奖
探究不同 PH 对在“蓝瓶子”变色时间

的影响制作最灵敏的蓝瓶子
高中集体项目 朱健松 邱绵绵 杜文杰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包慧泉 张爽

三等奖 勺筷一体餐具 高中集体项目 王博 孙杨 突泉县第一中学 王子龙 王春雪

三等奖 三角形画图教具 高中个人项目 王庭翊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梁红桃 林琳 李佳

三等奖 房屋动态供暖模型设计与数学验证 高中个人项目 柳莺佳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林琳 劳爽 陆瑶

三等奖 鱼以食为天 高中个人项目 李星凝 乌兰浩特市朝鲜族学校 侯建鹰

三等奖 餐厅智能座位显示系统 高中个人项目 韩佳奇 突泉县中等职业学校 刘海

三等奖 现代化蒙古包 小学个人项目 亮亮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敖道胡 吴娜日苏

三等奖 自制遥控潜水艇 初中个人项目 王子 突泉县六户中学 姜庆峰 徐长玲 马娟



2021 年兴安盟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名单公示

（青少年科技创意比赛）

奖项 项目名称 参赛类别 申报作者 所在学校 辅导教师

一等奖 物联网智能停车系统 高中作品 邵琦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陆瑶

一等奖 可移动消毒车 小学作品 宋玉泽 突泉县宝石镇中心小学 周妍微

一等奖 自动车库门 初中作品 崔宏韬 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 刘丹

二等奖
基于铝热反应的可重复使用

破门器
高中作品 王郎健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张爽

二等奖 电动铅笔刀 小学作品 刘峰 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 乌日嘎

二等奖 VB设计-文件夹的操作 初中作品 马恩慧 突泉县宝石中学 于爽

三等奖 太阳能可变容积智能垃圾箱 高中作品 佟捷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李佳

三等奖
基于学生需求的微课设计策略

研究
高中作品 李松兆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劳爽

三等奖 创客无人机 高中作品 吉如和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朝鲁门

三等奖 智能花盆 小学作品 张铭菲 突泉县北厢民族小学 王凤新



三等奖 感应笔盒 小学作品 李潇锋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二小

学
刘丹

优秀作品奖 智能外卖柜 高中作品 高珊珊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乌云格日乐

优秀作品奖 飞速鞋 高中作品 陈双江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吴玉梅

优秀作品奖 直升机 高中作品 边丽丽 科右前旗第一中学 香花

优秀作品奖 纠正笔 高中作品 奚云慧 突泉县第一中学 王子龙 王春雪

优秀作品奖 课桌水杯固定器 高中作品 藏青莹 突泉县第一中学 王子龙 王春雪

优秀作品奖 电力螺旋车 高中作品 王靖宇 科右前旗第二中学 李文娟

优秀作品奖 听话的小车 小学作品 韩耀弛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二小

学
刘丹

优秀作品奖 未来黑板 小学作品 郭子轩
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一小

学
贾晓敏

优秀作品奖 智能化换脸机器 小学作品 吴思婷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小学 吴阿力德尔图

优秀作品奖 磁能坦克 小学作品 解朝阳
乌兰浩特市兴安第一小

学
刘丹

优秀作品奖 多功能自行车 小学作品 包佳俊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小学 吴阿力德尔图



2021 年兴安盟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名单公示

（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比赛）

奖项 项目名称 申报作者 所在学校 辅导教师

一等奖 《公路拼接机器人》 韩硕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宋丽丽

一等奖 《造梦机器》 赵思函 科右前旗白辛小学 孟绰

一等奖 《设计师眼镜》 尤畅 科右前旗白辛小学 孟绰

一等奖 未来科技之城 王思涵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孙小天

一等奖 《未来牧场》 张慕希乐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澈布日很

二等奖 《大草原的净化器》 王欣瑞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澈布日很

二等奖 美丽的城市 包哲瑛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斯琴高娃

二等奖 时光穿梭 李想 扎赉特旗中心小学 殷庆贤

二等奖 空间医疗站 吕沫萱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小学 宋艳辉

二等奖 《遨游太空》 敖娜仁图雅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红光



二等奖 太空净化器 孙同泽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小学 宋艳辉

二等奖 用创造雨露灌科研之花摘科技果实 王雨彤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小学 张甜甜

二等奖 晶体空间 王志欣 突泉县六户中心小学 李贺

二等奖 探索海底世界 毛海瑶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小学 宋艳辉

二等奖 落叶造纸机 高一文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栾广萍

三等奖 天空之城 张婷婷 突泉县太平中心小学 包昕

三等奖 太空空间站 刘欣宇 突泉县水泉镇中心小学 李一鸣

三等奖 《清洁地球》 阿尼尔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红光

三等奖 神奇的转换器 庄滢滢 突泉县六户中心小学 李贺

三等奖 《未来之城 天空之城》 何佳锐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红光

三等奖 白衣天使 包雅文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斯琴高娃

三等奖 星际城堡 王梓涵 突泉县实验小学 鲍丽鑫

三等奖 太空城 张子豪 突泉县实验小学 鲍丽鑫



三等奖 海底世界 高旭彤 突泉县南厢小学 许丹丹

三等奖 未来科技之城 陈洪博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小学 张甜甜

三等奖 《沙漠移动水厂》 孙子豪 科右前旗第一小学 红光

三等奖 科技飞船 陈志美 突泉县六户中心小学 黄珊

三等奖 科学幻想绘画 卜安舒 突泉县实验小学 鲍丽鑫

三等奖 空中医疗站 何紫涵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小学 张甜甜

三等奖 疫情科幻画 邓淇 扎赉特旗音德尔第三小学 张甜甜

三等奖 畅游太空 宋亦达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范洪静

三等奖 畅想 2035 齐轩宁 科右前旗第二小学 赵娜琴



2021 年兴安盟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名单公示

（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

奖项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报作者 所在学校

一等奖 电解装置的微型化改进 科教制作类 包慧泉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二等奖 迎接建党 100 周年《科技节系列活动》 科教制作类 吴阿力德尔图 乌兰浩特市葛根庙中心小学

二等奖 探索科技之山，共赏创新之景 科教制作类 杜南 突泉县太和学校

三等奖 基于核心素养的化学实验课程设计与实施 科教制作类 张爽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三等奖 《航模制作与飞行项目式教学方案》 科教制作类 陆瑶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三等奖 小学科学实验教学预设 科教制作类 桑丹丹 突泉县九龙中心小学

三等奖 结合 Arduino 改进电容充放电演示仪 科教制作类 林琳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优秀作品奖 身边的动植物 科教制作类 焦峥民 突泉县杜尔基镇中心小学

优秀作品奖 变废为宝 自制玩具 科教制作类 王辉捐 突泉县永安镇中学

优秀作品奖 巡线机器人 科教制作类 哈斯其其格 科尔沁右翼前期第一中学



优秀作品奖 水力泵 科教制作类 吴娜日苏 科尔沁右翼前期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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