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6届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参加终评活动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代表队 作品名称 作者 作品分类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1 subjectzj20225191005 丽水 厨余保温防臭垃圾桶 江潘羿 B类 遂昌县育才小学 蓝建云、雷姣媛

2 subjectzj20225191314 丽水 紫甘蓝提取液的制取及稳定性研究 邹净净 B类 缙云县石笕小学 叶依锦

3 subjectzj20225191342 金华 自动消毒发口罩机 赵秦 B类 兰溪市聚仁小学 王言雨桑

4 subjectzj20225191349 丽水 多功能聋哑人手环 陈展翊、吴瀚洋、吴林峻 B类 庆元县实验小学 胡俊玲、叶星晨

5 subjectzj20225191352 丽水 五星智慧生态农场 王付康、王禹皓、沈倩如 B类 丽水市莲都区东港学校 孙晓伟、程通、俞仙娥

6 subjectzj20225191369 丽水 智能跳绳训练器 孙宁 B类 丽水市莲都区花园中学 吴杵郴、吕凯锋、邱群倩

7 subjectzj20225191387 绍兴 多功能智能轮椅 王耀全、王京浩、朱佳怡 B类 绍兴财经旅游学校 谢颖登、吴丹、鲁怡岚

8 subjectzj20225191388 绍兴 酒乡娃探秘传统黄酒发酵开耙温度 金易楠 A类
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教育集团龙山
校区

包明源

9 subjectzj20225191390 绍兴 交通限高预警防撞保护装置 高哲 B类 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中心小学 赵刚锋

10 subjectzj20225191391 绍兴
一种具备隔离系统、自主行走能力的智
能担架床椅

吴卓函、孟庆熙、赵智玮 B类 诸暨市海亮实验中学 程超、方嘉城

11 subjectzj20225191395 丽水 一种角蟾的声音分析以及物种鉴定 丁子沐 B类
丽水市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
城西校区

吕亚萍、毛剑梅、周波锋

12 subjectzj20225191399 丽水 老人服药提示器 叶浩鑫、刘承灏 B类 丽水市莲都外国语学校 赵欢、叶国幸、蓝鑫龙

13 subjectzj20225191404 金华
关于氮肥、磷肥对大豆植株生长影响  
的研究报告

黄子涵 B类 金华市湖海塘小学 包家茜

14 subjectzj20225191423 绍兴 新型多功能圆规 赵天铖 B类 诸暨市浣江教育集团浣江初中 孟春丽

15 subjectzj20225191455 台州
珍稀植物鹅掌楸叶斑病病原菌的分离与
分子鉴定

叶籽邑 A类 台州市椒江区第二中学 蒋明、蒋小平

16 subjectzj20225191457 台州 便携多功能房间检测装置的制作 杨俊超、吴尚政 B类 仙居县白塔中学 齐彩花、李美燕、郑海燕

17 subjectzj20225191460 绍兴
基于语音模块的智能电机水龙头控制系
统

朱敏睿 B类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中学 韩丽利

18 subjectzj20225191481 台州 艾草水彩颜料 倪欣悦、吴雨辰、梅昕妤 B类 台州市文华小学 金敏丽、陈晓燕、陶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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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subjectzj20225191482 台州 探究影响全息投影成功率的因素 朱柏霆 B类 玉环市环山小学状元桥校区 陈秀艳、卓晓丽

20 subjectzj20225191493 台州 声控远程智能工程车 张逸臻 B类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周云标

21 subjectzj20225191496 台州 曲杆式防失效电梯安全钳装置研制 毕而达 B类 台州市白云中学 应瑛、赵玲英

22 subjectzj20225191498 台州 吸刷一体鱼缸壁除藻工具 章伊可 B类 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黄巧茜、罗丹

23 subjectzj20225191502 绍兴 自动浇花器 王今 B类 绍兴市柯桥区鲁迅外国语学校 吴琴

24 subjectzj20225191527 台州
不同培养条件对榆黄菇菌丝及子实体生
长的影响

李想 B类 台州市椒江区海门小学 应雪红、杨怡枫

25 subjectzj20225191531 舟山 滚轮式电动扫地机 武俊帆 B类 舟山市普陀区东港中学 陈波

26 subjectzj20225191538 台州
适用于平板式、折叠式口罩焊接的通用
型装置

王国列、孙浩然、方浩宇 B类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杨帆、周世伟、林楠

27 subjectzj20225191546 舟山 绿色智能垃圾房 张宇航 B类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 胡海良

28 subjectzj20225191548 义乌 智能家庭电磁水阀系统 金予硕 B类 义乌市实验小学 丁姓鹭

29 subjectzj20225191564 舟山 “蟹”逅美味，“糊”出健康 颜子蘅、陈昱泽、陈柳萱 B类 舟山绿城育华（国际）学校 袁优红、嵇欣怡

30 subjectzj20225191570 台州
浸提法提取植物色素及自制酸碱指示剂
的应用

詹轶杰 B类 温岭市方城小学 王瑶

31 subjectzj20225191574 舟山 坐姿检测台灯 陈柏宇 B类 舟山南海实验学校长峙小学校区 史旖旎

32 subjectzj20225191575 绍兴 自动驾驶智能购物车 李武、金志浩 B类 绍兴市稽山中学 马韶、孙铁峰

33 subjectzj20225191577 台州
“秒见”的光合作用  -------“探究环
境因素对光合作用的影响 ”实验装置创
新

苏昕、郑张飏 B类 浙江省玉环中学 陈凌斐、李萍

34 subjectzj20225191578 金华
基于RFID+二维码融合的小区垃圾可溯
源装置

肖涵引 B类 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王珺

35 subjectzj20225191603 丽水 新型晾衣架 周诗涵 B类 庆元县蔚文学校 王慧慧、夏凉

36 subjectzj20225191612 台州
摩擦因数与压强有关吗？——关于滑动
摩擦因数与压强关系的探究

张峻豪 A类 台州市第一中学 孙梦娇、陈征燕、徐伟成

37 subjectzj20225191614 台州
“花”研悦“粉”——探究紫薇花花粉
萌发的奥秘

齐昱蘅 B类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赵笑敏

第 2 页，共 9 页



序号 项目编号 代表队 作品名称 作者 作品分类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38 subjectzj20225191622 台州
以紫苏提取液作天然抑菌剂在厨房用品
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徐艺萌 B类 台州市第一中学 余晶贝、陈婧、陈征燕

39 subjectzj20225191624 台州 关于外啮合槽轮机构的设计制作 刘昱澄 B类 温岭市太平小学东部校区 金彩娇

40 subjectzj20225191626 台州 泡水车检测仪 朱航可、蒋梓瑜 B类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柳琴

41 subjectzj20225191658 金华 多功能医疗床 何乐湛、蒋轶瞻、石骐瑞 B类 浦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吴琦红、李文建

42 subjectzj20225191671 台州 燃气灶防干烧报警&自动关火装置 姚程邺 B类 台州市椒江区海门小学 应雪红、周莉莉

43 subjectzj20225191672 绍兴 人工智能廊桥系统 钟启轩 B类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 徐丽

44 subjectzj20225191700 绍兴
基于超声波主动扫描的大型车辆右拐盲
区人车安全警示系统

陈炯颢 B类 诸暨市店口镇明诚小学 张秀萍

45 subjectzj20225191705 绍兴 一种能上下台阶的多功能手推板车 潘驰超、杨世根 B类 新昌技师学院 杨君锋、陈光明

46 subjectzj20225191718 舟山 拐杖中的护脚大师 史振含 B类
舟山市普陀区上师大附属中旭实验
学校

翁昌书

47 subjectzj20225191727 衢州 空调水汽化器 郑利涛 B类 江山市恒泰学校 周贞

48 subjectzj20225191730 衢州 烘干杀菌鞋柜 杜月笙 B类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悦溪校区 徐登科

49 subjectzj20225191733 衢州 智能垃圾桶检测装置 程凯乐 B类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悦溪校区 蓝滢

50 subjectzj20225191735 衢州 一种新型减速带振动能量回收发电装置 李铭泽 B类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菱湖校区 韦宗仁、郎遇春、叶晗

51 subjectzj20225191740 衢州 无人机载验电器 吴瑞栋 B类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菱湖校区 郎遇春、程顺生

52 subjectzj20225191741 衢州
强紫外线对快递及冷链外包装病毒连续
消杀设备

吴易凡 B类 衢州第二中学 金友滨

53 subjectzj20225191743 衢州 多功能阅读支架 柴子沐、傅俊赫、周以恒 B类 衢州市新华小学 陈红霞

54 subjectzj20225191744 衢州 气压取液装置 翁梓樱 B类 衢州市新华小学 陈红霞

55 subjectzj20225191760 台州 升降型自动洗碗餐桌 李嘉伟、陈钇任 B类 台州市黄岩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孙元培、陆东松、刘建荣

56 subjectzj20225191763 其他
基于定位技术与MQTT的视障人士呼叫
系统研究

杨婉清 B类 杭州外国语学校 李汉清、朱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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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subjectzj20225191764 金华 免拆盖可入线且自动放线的打草头 张悦 B类 永康市第五中学 应玲玲

58 subjectzj20225191774 衢州 基于磁力的可分离式铅笔存放装置 王章婷 B类 江山市中山小学 刘云蕾

59 subjectzj20225191775 温州
揭秘山茶籽——山茶籽消炎、抑菌、去
农残性能的研究

金一诺 B类 温州市瓦市小学 倪章瑜

60 subjectzj20225191777 温州 可水洗无线保温餐盘组合 胡一杨、涂知雅、陈思彤 B类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张益勋、张璐、戚芮

61 subjectzj20225191779 绍兴 智能窨井盖报警系统模型 蒋澄彬、叶雨婷、陈佳莹 B类 店口镇初级中学 斯巍巍

62 subjectzj20225191784 温州
探究不同浓度的双酚A对蓝斑马鱼生长
反应的影响

王渝策 B类 温州市龙湾区实验小学 冯怡然

63 subjectzj20225191785 温州 让铁丝陀螺转得持久的实验探究 刘腾择 B类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林淑静

64 subjectzj20225191787 温州 往复接触式摩擦纳米发电机 成珉锡 B类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黄旭曼

65 subjectzj20225191788 温州 螺蛳对水质影响的研究 倪政 B类 瑞安市实验小学 董小芬、宋雅敏

66 subjectzj20225191790 温州 不同深度土壤的特性对比研究 陈锦熙 B类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邱慧莹

67 subjectzj20225191791 温州 拦截后生态治理河水污染的方法研究 陈俊喻、曾子孺 B类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朱小平

68 subjectzj20225191793 温州 大蒜抑菌防腐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胡崇博 B类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郑董董

69 subjectzj20225191796 温州
出淤泥而不染—探究荷叶表面不沾水易
清洁的秘密

叶行舟 B类 温州市城南小学 杨云霞

70 subjectzj20225191802 温州
《舌尖上的卫生——关于“芥末、大蒜
子、白酒”保鲜、抑菌效果的实验探究
》

冯衍 B类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邹王慧

71 subjectzj20225191803 嘉兴 平湖市乍浦镇鸟类初步调查 王方闲 B类 平湖市乍浦小学 谢志健、王静娟

72 subjectzj20225191810 温州 降雨保护系统 王乙润 B类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李曙强、李挺

73 subjectzj20225191815 温州 文明遛狗神器 林千瑜 B类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张瑞环

74 subjectzj20225191817 舟山 卵囊藻对有害藻类的抑制作用分析 廖心怡 A类 舟山南海实验初中 徐欣

75 subjectzj20225191818 嘉兴
貌不惊人，自出心裁——我的拖车挂钩
组装工具

贺奕齐 B类 嘉兴南湖国际实验学校 刘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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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subjectzj20225191819 舟山
“海堤卫士”——浮球液位传感的海堤
潮 水液位监测报警装置　

姚伊宸、郑子恒 B类 舟山南海实验初中 徐欣

77 subjectzj20225191820 嘉兴
西洋杜鹃叶斑病病原菌的分离与分子鉴
定

吴瑕玉 B类 嘉兴市秀州中学 朱欣、朱晏

78 subjectzj20225191822 嘉兴 探究青团“青”之秘密 张洛忻、陶演然、袁文昊 B类 桐乡市人民小学 魏驰、王雪梅

79 subjectzj20225191828 温州 生态瓶生物之间关系的研究观察 虞慕筠 B类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高青青

80 subjectzj20225191829 温州 求证蜂窝结构的妙处 周心禾 B类 温州市籀园小学 王琦

81 subjectzj20225191833 嘉兴
大蒜叶“循环采摘法 ”对产量影响的研
究

徐轶贝 B类 海盐县向阳小学 计锡萍

82 subjectzj20225191835 温州 书桌椅变成双人床 王韶轩 B类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潘雪静

83 subjectzj20225191840 衢州 移动式行人过街提醒警示装置 汪浩哲、程龙、高梦晨 B类 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龚俊、邵庆春、郑军

84 subjectzj20225191843 嘉兴 智能防疫巡检消杀机器人 谢晴峰、费杰、吴吉强 B类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项建峰、金仲凯、陆元杰

85 subjectzj20225191844 温州 生态驱逐豆象及致死因素的研究 季佳卉 B类 温州市建设小学 陈娉娉

86 subjectzj20225191846 温州
影响红外线体外测温仪准确度的因素研
究及应用

林慧 B类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王劲、李晓

87 subjectzj20225191847 嘉兴
探究鱼鳞中的甲壳素对大肠杆菌的抑菌
效果以及甲壳素浓度产生的影响

曹宇轩、谭闻昱、沈叶枫 B类 嘉善高级中学 王红梅、邱勤丽、徐燕婷

88 subjectzj20225191848 嘉兴 寻找好吃的“嘉兴大米” 程以泓 B类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秀洲实验学校 李佳梅

89 subjectzj20225191850 温州
基于计算机视觉识别的体温检测 、口罩
发放装置

李涵之、盛伊烁 B类 浙江省乐清中学 李曙强、金立峰、陈婷婷

90 subjectzj20225191852 嘉兴 一种矢量控制型两轴无人机 顾佳诺、孙焌天、谢晴峰 B类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陆元杰、李康、柴旻旻

91 subjectzj20225191853 嘉兴 系留高空消防无人机 孙焌天、徐超、陆天浩 B类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陆元杰、李康、李晶

92 subjectzj20225191855 台州
木质素基完全生物降解地膜对土壤微生
物环境影响的初步研究

吴抒阳 B类 台州市第一中学 陈征燕、杨永建、茅英莎

93 subjectzj20225191861 金华 新型无障碍轮椅 赵晟涵 B类 永康市第一中学 陈滔

94 subjectzj20225191865 台州 自适应缓降装置 黄一朵 B类 临海市江南中心小学 黄闺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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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subjectzj20225191871 嘉兴 围棋自动检分机 金禹能 B类 海宁市实验小学 朱阶明、马瑜琴

96 subjectzj20225191872 嘉兴
新鲜果蔬与冷藏、冷冻果蔬的VC含量
对比研究

张益菱 B类 海盐县向阳小学 洪芳丽

97 subjectzj20225191877 湖州 智能恒温雾化红蓝光扦插培养箱 潘俊辉 B类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 叶芬芬、俞巍毅

98 subjectzj20225191878 宁波
海马齿的生长环境之谜——对海马齿盐
度、光照和介质适应性的研究

任苒 B类 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潘丽颖、方增冰

99 subjectzj20225191879 宁波
苦瓜皂苷的高效提取方法及其功效的探
索

王诗如、刁闻言 A类 宁波市效实中学 凌建刚、陈徐飞

100 subjectzj20225191880 宁波 腌制蔬菜食用安全期研究 方奕涵 B类 慈溪实验中学 邵维维

101 subjectzj20225191882 宁波
基于三维视觉和机器学习的智能导盲手
杖

陈曦 B类 宁波市惠贞书院 裘成

102 subjectzj20225191883 宁波
“挑食”的洄水如何实现高效而经济的
培育

王佳睿、石紫琪、陈佳鑫 B类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街道中心小学 江刘

103 subjectzj20225191886 湖州 多功能卫生角架 顾汪宇、章政权 B类 长兴县吕山乡中心小学 金叶

104 subjectzj20225191887 湖州 如何看到水中的“光路” 钦诗佳、钱羽涵、钱雨泽 B类 长兴县吕山乡中心小学 金叶

105 subjectzj20225191888 嘉兴 太阳能潮汐式种植器 陈雨馨 B类 桐乡市茅盾实验小学 姚曲

106 subjectzj20225191890 宁波 老年人居家安全保障系统 周逸 B类 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包佳美

107 subjectzj20225191891 宁波 蓝莓花色苷超高压提取及高值化利用 滕雨芮 A类 浙江省镇海中学 凌建刚、曾昊溟

108 subjectzj20225191892 宁波
花色苷鲜度试纸开发及其在水产品新鲜
度快速无损检测中应用

陈思媛、乐耀元 A类 浙江省镇海中学 凌建刚、曾昊溟

109 subjectzj20225191893 嘉兴 自动泄压酵素功能罐 姚扬舜 B类 桐乡市茅盾实验小学 姚曲

110 subjectzj20225191897 宁波
建模探究地内行星与地外行星的位相差
异

徐开怀 B类 慈溪市实验中学 袁文婷

111 subjectzj20225191899 嘉兴 充电管家——新型防火专家 张皓翔 B类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嘉善实验学校 陈贤文

112 subjectzj20225191900 湖州
居民小区分类垃圾桶现状及改进策略的
研究

华潘辰、钟杜凡、王婧霏 B类 湖州市吴兴实验中学 朱忠荣、王峰

113 subjectzj20225191904 宁波 研究光源种类对水生植物生长的影响 方正源 B类 慈溪市第二实验小学 林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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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subjectzj20225191905 嘉兴 PH值——豆浆起豆花的奥秘 沈姝含 B类 海宁市紫微小学 田汪蛟

115 subjectzj20225191914 宁波 长柄伞雨水收集器 刘锦潼 B类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中心小学 许梦琳

116 subjectzj20225191916 宁波
不同环境因子对草履虫种群密度的影响
研究

胡程闳 B类 慈溪市实验小学 杨燕青

117 subjectzj20225191917 宁波 车载多功能垫脚式垃圾桶 王嘉乐 B类 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周建华

118 subjectzj20225191923 湖州
双层植物气候室——以藏红花培育技术
为例

施兵哲、钱正浩 B类 湖州中学 徐丹、杨洁、施惠荣

119 subjectzj20225191927 宁波 探究“海市蜃楼”的秘密 石牧之 B类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中心小学 毛明叶

120 subjectzj20225191928 湖州
探究生态修复对太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的影响

张南、邬立一、华艳 A类 湖州市第二中学 陆霞静、范晓萍

121 subjectzj20225191930 宁波
关于象山县丹城五小校门口道路交通环
境改造的探究

郑懿晨 B类 象山丹城第五小学 邱莉萍、赖丽君

122 subjectzj20225191932 宁波 向心力测量仪 贺星杰、宋时雨 B类 宁波中学 翁浩峰

123 subjectzj20225191935 绍兴 道路积水深浅指示灯 俞柯鑫 B类 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红联完小 陈建辉、郑黄伟

124 subjectzj20225191936 台州
开车不做“低头族”——智能监测司机
开车使用手机的现象

何静轩、李雨非 B类 台州市第一中学 陈征燕、杨永建、何灵芳

125 subjectzj20225191937 湖州
一种花青素显色铝元素的方法及快检试
剂盒

徐慎怡 A类 湖州市第二中学 冯方荣

126 subjectzj20225191938 温州 MIGO水面垃圾收集器 郑舒侨 B类 乐清市柳市镇实验小学 叶仁杰、郑飞凤

127 subjectzj20225191940 湖州 地下建筑自动闭合防洪堤坝 金慧婷、朱慎晗、史浩晨 B类 湖州市志和中学 陈豪、费巍、徐洁雅

128 subjectzj20225191947 宁波 校园科创实验室智能共享桌 薛佳奇、张子聪 B类 宁波市第七中学 陈超

129 subjectzj20225191950 宁波 智能警示牌 毛翎嘉、陈芊羽、张宇博 B类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余达辉、李政、姜玉哉

130 subjectzj20225191956 杭州 新型多功能砧板 俞跃 B类 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 颜佳雪子

131 subjectzj20225191968 杭州
低成本多方向距离检测传感器的设计及
在无人机避障上的应用

黄海容 B类 杭州学军中学 沈晓恬

132 subjectzj20225191970 杭州 节水免施肥种菜装置的设计与研究 何心圆 B类 杭州滨和中学 黄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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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subjectzj20225191976 杭州 可让医生休息的AI视力检测系统 余快、金喜、蔡睿文 B类 杭州滨和中学 王凯

134 subjectzj20225191983 杭州 “乾坤笋”的研究开发与探索 郑景诚 B类 杭州市临安区衣锦小学 林揆坚

135 subjectzj20225191985 杭州
杭州在读大学生“隐形贫困人口”调查
研究

顾士壮、陈科帆 B类 杭州第四中学 金琼瑶

136 subjectzj20225191987 杭州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智能防疫检测装置设
计

郑越洋 B类 杭州高级中学钱江分校 黄德跃

137 subjectzj20225191988 杭州 积水道路安全通行红绿灯 蔡禹泽 B类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蒋婕、俞佳维

138 subjectzj20225191990 杭州
从“光合作用”验证实验到小型5G数
字化农业种植系统的创新制作

唐子桐、韩睿晨、杨欣怡 B类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陈良阳、朱宗秋

139 subjectzj20225191993 杭州
自重力抱撑减压多功效保健座椅的设计
制作

叶力都 B类 浙江省淳安中学 洪建军、汪桂兰

140 subjectzj20225191996 杭州
矫正专用清洁棒改善中小学生口腔卫生
状况效果研究

朱朗慧 B类 杭州滨和中学 梁翊纯

141 subjectzj20225191999 温州 电瓶车充电防盗保护盒 陈湉萱 B类 温州市瓯海外国语学校 徐圆圆、陈建立

142 subjectzj20225192000 杭州 热力管道自发电装置 崔婉琦、杨林思玥、余曼飒 B类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邓双丽

143 subjectzj20225192007 杭州 危险水域人员下水的移动式监测平台 苏祉渊 B类 杭州市富阳区郁达夫中学 钱丰琴、陆宇超

144 subjectzj20225192010 湖州 湿润作业本“回春”记 黄浙宾 B类 安吉县第五小学 胡秋芬

145 subjectzj20225192015 杭州 智能输液滴空提示器 李嘉泽、杨子轩 B类 杭州钱塘区学正中学 陈蓉

146 subjectzj20225192017 杭州 布朗运动观测的优化实验报告 夏鑫妤 B类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邹小斌

147 subjectzj20225192018 杭州
“停简单”智能灯光导引可视化预约停
车系统

蒋芷菡、吴雨昕、肖若璇 B类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林滢

148 subjectzj20225192022 杭州 亚运智能防疫机 有温度有AI 王梓昊、周倚泽、张一骁 B类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景和小
学

洪梦菲

149 subjectzj20225192027 杭州 "沸腾可乐现象"揭秘 朱正华、徐思锦 B类 临安区晨曦小学 陈梦迪

150 subjectzj20225192036 湖州 楼道摔倒预警防踩踏装置 李梓萱、金可歆、刘雨璨 B类 安吉蓝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 李旭艳、于双源

151 subjectzj20225192041 嘉兴 智能寻迹三脚警示器 李璟耀 B类 嘉兴市秀洲区印通小学 范利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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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subjectzj20225192048 其他
二氧化氯消毒片释放速率调控和场景应
用效果

卢周荃、孙家凝 A类 杭州外国语学校 朱伟杰、潘俊

153 subjectzj20225192051 金华
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智能控制新型光源
的诱(杀)虫灯及应用

周靖翔 A类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叶建春、陈建良、范豪杰

154 subjectzj20225192060 嘉兴 中小学家校接送提示系统 王梦迪、姚澄璐、王德玲 B类 海宁市丁桥中学 林杰、曾祥根、吴梦嘉

155 subjectzj20225192061 舟山 “温暖的芯”-医用输液管加热装置 高牧楠、应明澈 B类
舟山南海实验学校长峙小学校区 、
舟山绿城育华（国际）学校

刘陆裘、方莹、邹思思

156 subjectzj20225192062 台州 公交车发电消毒小扶手 郦峥 B类 台州市第一中学 杨永建、陈征燕、陈婧

157 subjectzj20225192064 台州
一步法直接合成双氧水的新型合金催化
剂研究

葛于亮 A类 台州市第一中学 杨永建、陈征燕、余晶贝

158 subjectzj2022519332 丽水 壁挂式地震预警器 吴宣莹 B类 景宁县第一实验小学 柳良敏

159 subjectzj2022519338 丽水 智能晾衣架 吴雨虹 B类 景宁畲族自治县第一实验小学 柳良敏、吴芳

160 subjectzj2022519352 金华 多功能雨伞 胡依然 B类 东阳市外国语学校 张新高

161 subjectzj2022519419 丽水 智能语音识别垃圾分类系统 陈锦烨、吴传明、杨洋 B类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吴连峰、吴凌云、张慧玲

162 subjectzj202251947 金华 苹果“变色”的秘密 李悦 B类 兰溪市游埠镇金湖辅导完小 徐敏霄

163 subjectzj2022519579 金华 一种汽车落水自动降窗逃生装置 周泉 B类 永康市第一中学 黄明松

164 subjectzj2022519588 金华 马齿苋，蚊虫的“克星” 方涓睿 B类 浦江县七里中心小学 赵丹萍

165 subjectzj2022519925 金华 水循环利用花盆 林心怡 B类 永康市大司巷小学 程巧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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