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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届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辅导员科技创新项目获奖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地市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奖级

1 AC18008 杭州市 Steam＋动画制作科教活动方案 杜  华 杭州学军中学 一等奖

2 AC18001 绍兴市
智能手机传感器在通用技术教学
中的应用

王尧坤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中学 一等奖

3 OT18001 金华市
“绿色校园（节能、节水、节材
、节地）设计师”

徐云龙 东阳市吴宁第五小学 一等奖

4 OT18008 金华市 水稻直播机排种装置 盛全军 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职校 一等奖

5 PH18001 舟山市 弹簧通电实验的创新设计 徐忠岳 舟山市东海中学 一等奖

6 AC18017 杭州市 小基因、大生活 倪小伟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7 AC18015 宁波市 创意无人机舞美活动 陈盛珠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宁锋小学 二等奖

8 AC18019 宁波市
智械动景：构建机械与程序融合
的生命体——基于机器人教学路
径规划下的策略探究

王晓珍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9 AC18010 温州市 “学与做”stem项目 郑茂军 温州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10 AC18016 温州市 识校园植物，探植物奥秘 杨洁茹 温州市瓯海区景山小学 二等奖

11 AC18021 温州市 我爱绿色生活 陈素珍 乐清市虹桥镇第五小学 二等奖

12 OT18005 温州市 多变棋盘桌椅套装 陈茹茹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前汇校区

二等奖

13 AC18002 嘉兴市
以“欢乐种植园”为平台的校园
农场课程的实践探究活动方案

潘  慧 平湖师范附属小学 二等奖

14 PH18002 嘉兴市 钢索桥钢缆受力模型 朱  君 嘉善县下甸庙小学 二等奖

15 PH18006 嘉兴市 磁力感应器 吴凯华 嘉兴市三毛小学 二等奖

16 PH18015 嘉兴市 声音与振动演示装置 卜明学 桐乡市崇福镇留良中心小学 二等奖

17 PH18016 湖州市 材料抗弯曲能力实验装置 姚建超 长兴县太湖图影小学 二等奖

18 PH18009 绍兴市 压缩体积使气体液化实验的改进 单海千 绍兴市柯桥区实验中学 二等奖

19 PH18013 台州市 自动计时计数的单摆演示仪 汤湘君 三门第二高级中学 二等奖

20 AC18020 丽水市
"拾味畲乡"——基于畲乡特色食
品的认识和探究科技活动实施方
案

赵姗姗 景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21 OT18002 宁波市 快速排课系统 巩荣会 宁波市孔浦中学 三等奖

22 OT18004 宁波市 证明地球自转探究仪 俞伟国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博平小学 三等奖

23 PH18019 宁波市 拉线陀螺式牛顿色盘 夏  露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实验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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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C18004 温州市
校特色“科学挑战赛”活动提升
小学生的科学素养

刘仁贵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25 OT18010 温州市 不占地面空间的电梯 林  川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三等奖

26 PH18004 温州市 光影综合教具 邹思思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三等奖

27 BI18001 嘉兴市 血液循环模拟模型 计崔丽 海盐县武原中学 三等奖

28 PH18012 嘉兴市 多路同步电话演示仪 余海滨 嘉兴市七星中学 三等奖

29 AC18014 湖州市
“探寻牙形石，解密金钉子”活
动方案

朱利华 长兴县煤山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0 BI18002 湖州市
利用自制教具探究环境因素对光
合作用的影响

田  华 德清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31 OT18006 湖州市 风向和风速教具 陈芳芳 湖州市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三等奖

32 PH18007 湖州市 自动移动支点杠杆演示器 汤建儿 湖州市菱湖镇第三小学 三等奖

33 PH18011 湖州市 温度计读数演示器 王明生 安吉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34 PH18018 湖州市 趣味反射全发射演示套件 冯方荣 湖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35 AC18007 绍兴市 热风帆船模型的调试与改进 邢俏芳 嵊州市东圃小学 三等奖

36 AC18013 绍兴市
活塞针筒液压机械臂制作教学方
案

金宇婷 诸暨市店口镇弘毅小学 三等奖

37 AC18018 绍兴市
立足课堂，延伸课外——创意引
导学生长周期探究活动

李  丹
绍兴柯桥区中国轻纺城第二小
学

三等奖

38 OT18007 绍兴市 拼音学习转转盘 蒋震宇
绍兴市柯桥区齐贤中心小学陶
里校区

三等奖

39 PH18008 绍兴市
小学生悬索桥桥塔实验装置的研
究

陈伟平 嵊州市长乐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40 OT18003 金华市 智能图书管理分析系统 叶  攀 东阳市吴宁第一小学 三等奖

41 AC18012 衢州市
《2017环球自然日＠青少年自然
科学知识衢江区选拔赛暨“项目
式学习”推广活动方案》

徐利红 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42 PH18005 衢州市 光与热的关系演示仪 姚燕玉 衢州市实验学校 三等奖

43 PH18014 衢州市 电磁实验架装置 吴  燕 江山市城南小学 三等奖

44 AC18006 舟山市 小钢珠的选择 屠  琴 舟山市定海舟嵊小学 三等奖

45 AC18011 舟山市 植物趣味活动 倪瑜瑜 舟山市普陀区展茅中心学校 三等奖

46 AC18003 台州市
STEAM理念指导《校园植物笔记》
课程的实践活动

周苏平 玉环县楚门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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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AC18009 台州市 走进植物世界 李玲红 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48 PH18010 台州市 月相变化演示仪 王婷婷 温岭市太平小学 三等奖

49 OT18009 丽水市 洗涤剂对水性质的影响研究 兰开勤 庆元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50 PH18017 丽水市 空调水的再利用研究 黄丽伟 青田县城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