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 36届烟台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高中组科技创新成果获奖名单 

一等奖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 学   校 优秀辅导老师 

一种智能伸缩话筒杆 

郭彦君 

杨凯文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何绪堂       

鞠荣巍 

智能感应垃圾桶 

葛林    

刘彦辰 

王程宇 龙口第一中学东校 范圣茹 

智能收纳柜 

上官林一 

林英浩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林寿文        

刘国升 

智能药盒 单泓举 烟台理工学校 

李赞荣       

谢宏健 

双头多色 3D 打印机 王语慧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懿荣中学 王盛章 

基于极坐标系的角度和长度测

量仪 杨双源 莱州市第一中学 

綦祥国       

邵希岐       

王洪妮 

可永久使用日历 傅渊斐 莱州市第一中学 杨金英 

智能温室大棚小帮手 田粒杉 龙口第一中学 迟英英 

自行车车载充电器 栾栋顺 莱州市第一中学 王玮 

二等奖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 学   校 辅导老师 

空气能快速烧水器 杜尚锴 莱州市第一中学 王伟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浇花机器人 唐中界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懿荣中学 
王盛章 杨志新 

王新强 

智能灌溉系统 李孟涵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张素菊 

一次性便携式指套牙刷 刘百舸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第一中学 何绪堂 鞠荣巍 



节能锅 迟赟之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袁运玉 

小型数据库管理软件开发-小

卓订单管理系统 
李泓昕 龙口市高级技工学校 孙克秋 

电动旋转摩天轮 窦世烨 龙口市高级技工学校 徐军华 

寻迹小车设计组装与调试 李毅 龙口市高级技工学校 吕雪丽 

智能写字机 王帅 莱州市第一中学 战颖秀 綦祥国 

 

  



第 36届烟台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初中组科技创新成果获奖名单 

一等奖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 学   校 优秀辅导老师 

智能化养殖场控制系统 
褚梓浩         

宋怡宁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刘华章 

《智能头盔》 吕可欣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初级中学 
荆华                

陈兆铭 

《果园捆柴神器》 王继炜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中学 王爽 

“作业帮”-智能作业柜 王星凯 烟台港城中学 

张学涛           

李晓红           

杨洋 

防疫自动消毒枪 曲墨林  招远市齐山镇十字道初级中学      郭志芳   

非接触智能饮水机 吕阳 龙口市石良镇石良中学 
刘政                

慕小明 

对于观察浓氨水使无色酚酞溶液变

红实验改进   
张筱雅 招远市张星镇张星学校 封宗喜 

多功能课桌椅 鲍文杰 莱州市平里店中学 
王炳瑜              

李晓玲 

基于二叉树的一种全新的数据结构 刘洪鑫 烟台芝罘中学 张龙 

初中物理电路辅助教学系统 

郁翰林         

李朝阳         

李悦宁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中学 李卫东 

智能门管家 徐俊熹 烟台市福山区尚德中学 
王敏                

刘胜 

电动可升降脚踏板 

解辰皙              

杨又嫣         

曹卓瑜 

山东省烟台第十中学 

陈杰                

吕晶              

崔晓彤 

半导体制冷箱 
孙楚诺                

王政凯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刘华章 

宠物喂食器 杨铠豪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刘华章 

多功能救生铲 翟介炜 莱州市文峰中学 
邱立业             

孙亚玲 

宽角度电视遥控器 侯思允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初级中学 孙正桥 



《校园气象站》 王君睿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初级中学 

高艺梦              

林晓斐             

周瑜琳 

紫药水防治杏树流胶病的研究 于子衿 莱州市文峰中学 李海燕 

装饰摆件报警器 于雅浓 烟台市福山区尚德中学 刘胜 

太阳能智能上水机 曲乐宇 龙口市石良镇石良中学 
王巧                 

慕小明 

 

二等奖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 学   校 辅导老师 

智能交通信号灯    栾惟琨 招远市泉山学校 

于松海                 

李晓             

姚进军  

《通电螺线管磁场》 周志浩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闫新正 

送给天使的遮阳伞 吕守御 龙口市石良镇石良中学 
李静                

慕小明 

智能浇花系统 赵非凡 烟台大学附属中学 任霞 

温控风扇 郝志营 龙口市石良镇石良中学 
林少珍                

慕小明 

《智能农植管理系统》 

潘兴品         

王奕淏            

于馨皓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初级中学 

刘璐                

张愉               

王小峰 

折叠三角翼飞机 

付栋  

由欣立 

肖景鸣 

烟台市福山区尚德中学 
刘胜 

 王敏 

常用油鉴别实验与研究分析 

杨易轩              

滕霏               

唐欣瑞 

莱州市双语学校 

宿 娜                

杨夕超                    

赵翠平 

智能导盲犬 权梓帅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刘华章 

智能分类垃圾桶 卞麒智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刘华章                

杨洋 

会爬楼梯的便携担架 高翊博 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街道初级中学 李春晓 

智能浇花魔盒 杨丰玮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刘华章 

一种易清扫写画垫板 张清予 烟台芝罘中学 赵伟娜 



边境巡逻车 杨谨林 烟台市莱山区第一初级中学 孙政委 

有趣的安全帽 王志康 龙口市石良镇石良中学 
朱永军              

慕小明 

电子二胡 张瀚文 海阳市新元中学 张绍勇 

计数存钱罐 姜文韬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王晓 

小提琴变调枕 张瀚文 海阳市新元中学 张绍勇 

地震报警仪 

王雅琪 

吕润泽 

郝庆澎 

招远市张星镇张星学校 李月    

紫薇与金银花的植物认知和药用价值探究 
徐小予                 

梁诗可 
烟台芝罘中学 王莉 

 

三等奖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 学   校 辅导老师 

《减压空间》 熊博渊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初级中学 杜家琳 

膨胀螺旋扣 于浩洋 烟台市牟平区武宁街道初级中学 何延伟 

楼房阳台移动式护栏 史曙辉 莱阳市沈家初级中学 朱祥升 

便携无火式打火机 杨帆 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街道初级中学 贺冬梅 

烟台青少年集邮情况调查及原因浅析 姜睿和 烟台芝罘中学 赵伟娜 

智能语音提醒器研究 杨梦彤 烟台芝罘中学 赵伟娜 

《便携式核酸检测机器人》 刘家名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初级中学 
秦丽丽                 

刘璐  

《3D 浮雕灯》 徐景琛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马淑晓 

《智能扫拖一体车》 王彦凯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初级中学 

刘璐                 

王大鹏                

王小峰 

《液压挖掘机》 张荣凯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初级中学 宋志超 

校徽 3D 打印 王铄 海阳市小纪镇初级中学 梁新涛 

升降机 姜永杰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第二初级中

学 
姜珊 

科技制作：磁悬浮太阳能表 时代平 莱阳市纪格庄初级中学 刘丽丽 



重力摆锤 徐英杰 海阳市小纪镇初级中学 梁新涛 

自动循环弹珠模型 赵子航 烟台市蓬莱区郝斌中学 张艳菊 

双螺旋动力船 朱恩佑 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街道初级中学 马海静 

擀饺子皮机 杨美霖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第二初级中

学 
杨先磊 

巧用废旧玻璃做陶艺 

吕薇            

李萌             

宁志赫 

龙口市北马镇北马中学 
李晓                       

周亚妮 

《搜救机器人》 
周子翔 

于搏洋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张文敏 

沙画皮影录制直播工作台 
赵颖             

张瀚文 
海阳市第四中学、 海阳市新元中学 张绍勇 

小小吸尘器 
黄佳恒 

李盈克 
烟台市蓬莱区大辛店中学 赵坤 

《“酒保”机器人》 

徐铭浩                

由家霖            

孙子昊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初级中学 

王希洁                 

于芳芳                

于海宁 

《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 

魏政阳            

鞠李豪               

杜子祥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初级中学 类成东 

《美丽的图形变换》 

李珉宇         

赵唐莘                 

李业达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初级中学 温慧 

健康环保数字时钟 吴长天 龙口市石良镇石良中学 
陈红飞                  

慕小明 

自制小小发电机打破网络大谎言-初中-物理与

天文学- 

王能政                

赵子涵 
龙口市芦头镇芦头中学 李喃 

红绿灯模拟小程序 
刁子涵             

纪鲁佳 
海阳市小纪镇初级中学 

梁新涛                 

赵忠良 

 

  



第 36届烟台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小学组科技创新成果获奖名单 

一等奖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 学   校 优秀辅导老师 

防坠落报警保护装置 杨景超 莱州市郭家店镇仲院小学 

国璐靖            

刘斌                 

张敉 

厕所自动感应门 孙铭远 莱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张丽吕 

聪颖 

崔雪梅 

不浪费的肥皂 杨竣涵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中心小学 

石丽丽             

王晓璐             

王法平 

输液器自动警报装置 初梓航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小学 唐伟书 

智能垃圾分类装置 
张雅琳                

王子涵 
龙口市诸由观镇诸由学校 

王志海             

山菊 

电梯卫士 曹瑛昊 莱山区实验小学 

王翠英            

尹家宁             

麻淑静 

电瓶车防护系统 徐睿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城小学 刘敬伟 

简易羽毛球发球机 王梓懿 莱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赵珉磊 

多功能坐姿矫正书写桌 邹青昀 烟台市蓬莱区姚琪学校 于倩 

多功能绘图剪圆尺 贾承谦 莱州市双语学校 贾炳强   

缘木求”余” 周镜明 莱山区实验小学（万光校区） 

王其浩            

杨伟静             

邹本香 

四合一多功能铁簸箕 

任峻杭         

张祯昊         

陈相霖 

莱州汇泉学校 

杨林娟    

郝晓霞   

张旭艳 

好小子创客光伏农业屋 

王紫光         

孙筱翰        

姜轶腾 

龙口市实验小学 张迪 



 

 

几种植物叶在玉米储藏中驱虫效

果研究 
孙艺诺 莱州市郭家店镇仲院小学 

郑辉艳             

刘斌 

涂鸦机器人 刘臣宸 莱山区第四实验小学 孙英 

踩不翻的井盖 刘淇 莱州市郭家店镇仲院小学 

封岩                

丁明哲             

刘志发 

安全环保实用黑板檫 
贺子骞         

李锦贺 
牟平区姜格庄街道中心小学 

曲学波 

贺春辉 

赵  强 

智能垃圾桶 周沐禾 烟台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 张天一 

树木养护专家 姜俊宇 莱山区实验小学（万光校区 

史伟平             

邹本香            

贾丽霞 

电动升降助便脚踏器 初远君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中心小学 王建红 

智能学生坐姿矫正器 常辰晨 烟台市牟平区新牟小学 曲丹丹 

泉山奇异魔法球   姜夏 招远市泉山学校 

李娜                

吕华锋             

王凯  

爱心共享雨伞 孙盟杰 莱山区实验小学 

张双  

姜波 

麻淑静 

疫情近距离告警设备 宿楚涵 烟台市牟平区北官庄学区小学 宿卫正 

火车提前预警系统 冯煜航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中心小学 生义娜 

小型太阳能手机充（换）电池装

置 
朱轶凝 龙口市龙矿学校 李花 

医疗防护服控温系统 吴泽辛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第二小

学 
孙惠杰 

无烟尘炭火环保烧烤炉 

初佳平        

任梓铭        

高  兴 

牟平区大窑街道沙子学区小学 常雪雁 

甘薯翻蔓的实验与研究 李雨晴 莱州市双语学校 

蔡岩平             

李娟                

娄山波 

人工智能疫情监测门 郭姝辰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小学 高俊 



二等奖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 学   校 辅导老师 

人工智能巡逻机器人 元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城小学 

于婷                 

邵珠莉             

于飞 

自动酒精消毒器  付昕冉 烟台市蓬莱区姚琪学校 王建秋 

家庭报警系统 蔡昕颖 烟台市福山区东华小学 
邹雪瑜             

张有生 

多功能水平仪 孙葭伊 烟台市牟平区新牟小学 于忠 

搜救者一号 梁晨轩 莱山区实验小学（万光校区 

杨伟静             

田璐                 

贾丽霞 

智能公交系统 韩翊轩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金东小学 

陈海玲             

卢少磊             

丛中笑 

巧取小物件 赵若希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小学 
周访贤             

赵文萍 

桌明几净——自动擦桌子机器人 于杰睿 莱山区实验小学（万光校区） 

孙晓梅             

杨雪洁             

孙文哲 

大容量伸缩削笔刀 于彭渲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小学 
周访贤 

刘璇 

多功能铅笔伴侣 葛旭航 烟台市福山区天府街小学 潘立斌 

移动测温机器人 毛晨赫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小学 
胡晓寒          

刘鸣 

家庭图书查询系统 杨晨赫 莱阳市实验小学 
李妍玲 

徐斌 

交叉省力镊子 窦恩帮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中心小学 林晓燕 

家庭艾灸医生 黄正仪 莱山区第四实验小学 张楠 

方便多用 3D 耗材支架 曲学正 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中心小学 孔颖 

移动式互动门铃 梁安吉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谦益小学 杨雪 

灯光防碰伞 明恒毅 烟台市福山区实验小学 惠丰莹 

自制电话 李世博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第二小

学 

伊美华             

苏晓红 



  

三等奖 

多功能磁悬浮摆件 宋昊睿 莱山区实验小学 

尹家宁  

田端磊  

王翠英 

日常可简易制作的超级吸水抹布及

垫布 
赵成睿 烟台市双语实验学校 吴世浩 

楼层智能管家 张悦 烟台市福山区高疃小学 

赵志林              

王建华              

王凯丽 

五合一便携式养生器 董家成 龙口市新港路学校 于春艳 

地下室太阳能除湿及照明系统 陈柯昊 莱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程斐                 

潘晶 

小食代自动打饭机 李岸璋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实

验小学 
 

电热式泡沫切割刀 王恺琪 栖霞市实验小学 林兰卿 

磁力中国象棋 车明远 海阳市亚沙城小学 王立军 

多功能书谱架 宁梓帆 莱州市实验小学 
方晓玲             

李源 

自动饮水机 张钰斐 莱州市金城镇中心小学 臧艳丽 

遇快则刚，遇慢则弱的减速带 刘裕恒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二实

验小学 

付丽                     

唐锡招 

多功能机械手 韩致亨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城小学 

刘丽娜             

于婷                  

姚秀秀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 学   校 辅导老师 

智能搬运手臂 宋知阳 烟台市芝罘区南山路小学 王晓霖 

雨雪感应声光报警器 杨景铄 莱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郝筱茗 

利用加湿器营造新环境 王博艺 龙口市实验小学 王言娜 

智能反应测试器 张煜涵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中心小学 刘燕 

绿豆芽生长的秘密 孙思哲 龙口市实验小学 焦莹 



太阳能风扇 冯梓峻 龙口市北马镇北马小学 于超 

自动喷泉 王睿珂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小学 刘阿宁 

手推式扫地机 栾林潞 莱州市金城镇中心小学 吕妍慧 

预防近距离看电视警报装置 侯清元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小学 王晓妮 

无线遥控太阳能电能混合动力救

生艇 
张宜轩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小学 高非 

智能门禁系统 付语澄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小学 刘丽萍 

电脑编程小程序（太空大战） 须钰涵  烟台市芝罘区通伸小学 栾黎丽 

职能猜拳机器人 李昱含 烟台市芝罘区南山路小学 吕晓娜 

导航猫 侯雨桐 莱山区第四实验小学 刘美清 

梳子地漏（3D 打印） 曲博琳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中心小学 吴欣娟 

火星探测车 孙德晨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中心小

学 
朱秀颖 

七彩小台灯 王景琦 
烟台市牟平区武宁街道五里头学

区小学 
刘芯汝 

小小吸尘器 贺炳衡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城小学 

辛豪艳             

孙晓菲            

晁言芹 

办公室文件传送带 于舒萌 莱阳市实验小学 王巧玉李伟 

3D 打印设计之机器猫摆件 于永佳 海阳市朱吴镇第一小学 宋明明 

无叶风扇 杨宗灵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中心小学 
张茜                 

杨绍臣 

宇宙空间站 姜娅祺 龙口市七甲镇田家小学 曲晓璐 

诱蚊器 汤凯文 烟台市牟平区文昌小学 王晓玲 

清洁能源 于欣平 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岛小学 姜珊 

回家的路 赵子涵 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岛小学 姜姗 

回忆往事 刘洳桦 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岛小学 姜姗 

液压挖掘机 田梓浩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益文小

学 
 

小白兔拔萝卜 李芯妍 莱阳市实验小学 
李新明             

王淑君 

《在牛肚子里旅行》课本剧 姜懿宸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二实

验小学 
 



 

 

 

 

 

 

 

 

 

 

乒乓球的浮力实验 梁浩瑜 莱阳市实验小学 
张仁凤               

徐斌 

橡皮艺术—橡皮章：红花对绿树 宋禹辰 莱阳市实验小学 
李新明 

王淑君 

太阳能短途无人运输车 孙若荠 烟台市双语实验学校 吴世浩 

遇快则刚，遇慢则弱的减速带 刘裕恒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二实

验小学 

付丽                

张文静 

助行机器人 

宋润霖        

王炳涵         

张津瑞 

莱山区实验小学 

姜波                 

田端磊              

张德全 

智能台灯 
吕长徽         

杨淏研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小学 

曲娇                 

赵子桥            

路鑫 

盲人智能拐杖 
李宏博         

吕浩然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城小学 

车雯霓 

孙丽丽 

李佳豫 

磁力探究工具铁钉管 
宋和佳         

李金忆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小学 

高俊                

阎伟娜 

手摇发电机 
陶泽新        

邹淑雅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小学 高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