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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文件 

 

皖青科〔2022〕8 号 

 

         

关于举办第 37届安徽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终评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及省直管县(市)科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青少部、科

普部）： 

由省科协、团省委、省妇联共同主办的第 37 届安徽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初评工作已经顺利完成，现将终评活动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评审形式及安排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要求，第 37 届安徽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终评于 2022年 4月 16日在合肥市举办，上午 8:30-11:40

问辩，下午 14:00 开始问辩。评委专家线下分组集中，采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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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问辩的方式。 

  二、各代表队的组成 

  各有关设区市及省直管县(市)代表队由 1 名科协同志担任领

队和参加终评的选手组成，领队负责此次活动的组织联络和疫情

防控落实工作（参加终评活动名单见附件）。 

  三、评审要求 

1.参加终评的所有选手按照顺序依次参加网络视频问辩，并

于 4 月 15 日下午 15：00—17：00 进行网络视频测试，确保可以

正常连线。 

2.为了降低噪音、提高问辩效果，选手参加网络视频问辩时

须佩戴耳机，非选手不得在画面中出现。 

3.每个作品选手演讲时间为 3-4 分钟，不得超时。选手演讲

时应直奔作品主题，突出作品创新点、研究过程、本人收获等内

容，语言要精炼，使用普通话。 

4.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市）科协在当地政策允许的情况下，

可组织当地入围终评的选手集中参加视频问辩，选手也可在家里

参加网络视频问辩。 

5.选手须提前 30 分钟进入网上等候区并保持在线状态，迟

到或缺席者视为放弃。 

6.有实物的参赛作品，要求实物在网络问辩时展示。 



- 3 - 

7.集体作品所有成员都必须参加同时参加网络视频问辩，如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能聚集，可分别在家里单独连线。 

  四、防疫要求 

1.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市）科协要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

规定，专人负责，科学谋划，认真准备，精心组织。 

2.各领队要切实担负责任，指导并落实每位选手必须严格执

行所属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确保终评问辩顺利进行。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文海 

  电  话：0551-62836842 

   

  附件：第 37 届安徽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终评参赛名单及

分组情况 

   

 

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2022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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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 37届安徽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终评参赛名单及分组情况 

 

中学生 A类作品组 

问辩 

顺序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名称 所在市 

1 具有温度检测功能的保质期标签 张兆奕 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 合肥 

2 轻型飞机动力系统通用测试台架 曾书涵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芜湖 

3 
不同逆境胁迫处理对植物叶片早衰的表型

和生理指标影响 
钱昱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芜湖 

4 
凹凸棒土@ZIF67 复合材料对铜离子吸

附性能的研究 
欧阳瑞佳 合肥一六八中学 合肥 

5 一种智能节能环保船 葛奕涵 芜湖市第二十七中学 芜湖 

6 一种具有抗菌作用的高分子膜的制备探究 李柏欣 合肥市第一中学 合肥 

7 一种低成本高效阳光室内导入系统 汪徽达 合肥市五十中学新校 合肥 

8 
重金属镉污染对白车轴草生长及抗氧化酶

系统的影响 
严子轩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

学校 
芜湖 

9 一种智能减振发电装置 肖毅新 芜湖市第二十七中学 芜湖 

10 
Ce-Eu@NCQDs 的制备及其与双草酸酯发

光体系在仪器分析与可视化检测的应用 
邵俊阳 芜湖市第十二中学 芜湖 

11 
代森锰锌和脂肽混配对小麦全蚀病抑制活

性研究 
常奕阳 蚌埠第二中学 蚌埠 

12 
复配固化剂提升环氧树脂粘胶剂耐热 性

能研究  
罗子龙 六安市第二中学 六安 

13 
绿色合成 2-羟基-1-萘甲醛缩对氯苯胺席

夫碱化合物 
贾璐瑶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芜湖 

14 利用光降解有机污染物的思考和探索 陈欣菲 蚌埠第二中学 蚌埠 

15 
微生物转化法生产γ-氨基丁酸的一种方

法与流程 
季书源 安庆市第一中学 安庆 

16 声控智能垃圾桶 张正扬 池州市第十中学 池州 

mailto:Ce-Eu@NCQDs的制备及其与双草酸酯发光体系在仪器分析与可视化检测的应用
mailto:Ce-Eu@NCQDs的制备及其与双草酸酯发光体系在仪器分析与可视化检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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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无人值守感应式自动升降车库防洪装置研

究 
余执卓 蚌埠第二中学 蚌埠 

18 
巢湖蓝藻鉴定及十年禁渔对巢湖富营养化

状态的影响展望 
陈济宸 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 合肥 

19 气压式喷水火箭研究与应用 何翊晗 蚌埠第二中学 蚌埠 

20 
关于芜湖市文津小区花津河水质分析的研

究报告 
陈子午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萃文中

学 
芜湖 

21 复杂环境下人员多功能防化防毒生存头盔 王晟之 蚌埠第二中学 蚌埠 

 

小学组 

问辩 

顺序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名称 所在市 

1 多功能清洁机器人 

李佳航 

汪君昊 

黄健华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芜湖 

2   双面光隧道 洪紫萱 绩溪县实验小学 宣城 

3 
一种滚筒洗衣机免拆机物理清洗内外桶及

其附属装置设计 
金语晨 

合肥市乐农新村小学教育

集团长江路校区 
合肥 

4 自动复位挡鼠板 陈可芯 宿松县城关小学 宿松 

5 安全折叠防护窗 张婧依 蚌埠市解放一路小学 蚌埠 

6 智能晾衣系统 张天蔚 滁州市第二小学 滁州 

7 自适应平衡搬运小车 周君竹 广德市实验小学 广德 

8 智能厕所缺纸报警器 沈智博 合肥市金湖小学 合肥 

9 低碳空调 张子悦 
蒙城县逍遥路小学政通路

校区 
亳州 

10 多模式遥控识别书包 
汪何遥、

王子涵 

池州市贵池区城关小学、

池州市贵池区城关小学、 
池州 

11 一种螺旋空调扇叶片 叶玺 宿松县许岭中心小学 宿松 

12 自动扫（铲）雪机器人 
吴欣怡、

俞可为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芜湖 

13 学生坐姿矫正警示装置 潘思李 
合肥市梦园小学教育集团

天柱路学校 
合肥 

14 小学校园漂流书吧 徐胡宇阳 宿松县城关小学 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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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角度、扇形、分数演示学具 母明烨 蒙城县坛城镇中心小学 亳州 

16 杠杆式省力提水车 文欣月 
宣城市宣州区古泉中心小

学 
宣城 

17 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 
汪琚子、

胡益玮 

安庆市高琦小学、安庆市

高琦小学 
安庆 

18 阳光直射与斜射温度差异试验仪 方书瑶 安徽省歙县行知小学 黄山 

19 探索号 左佳轩 宣城市第四小学 宣城 

20 全自动太阳能晾衣机 岑文晰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第四

小学 
宣城 

21 多功能视力保护灯 
陈凯、 

王家硕 

凤阳县东华路小学、凤阳

县东华路小学 
滁州 

22 可辨别是否戴头盔的智能电瓶车 
孟享、 

赵依宸 

太湖县新城小学、太湖县

新城小学 
安庆 

23 趣味识字神器 
于若轩、

方益童 

五河县头铺镇訾圩小学、

五河县头铺镇訾圩小学 
蚌埠 

24 智能立体停车场 

周君昊、

沃琪媛、

汪子淳 

铜陵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铜陵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铜陵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铜陵 

25 全自动消毒车 
惠晓苒、

石玉林 

舒城县城关第三小学、舒

城县实验小学 
六安 

26 
非厢式货车载货防抛物、防偷油、防司机

犯困无线报警系统 
来心诺 颍泉区伍明小学 阜阳 

27 电梯楼层选择及开门辅助工具（抗疫用） 李想 安庆市中兴小学 安庆 

28 智能车内自救装置  胡雯曦 池州市贵池区城西小学 池州 

29 遥控电磁机械臂 陈芷初 
安徽省广德县桃州第一小

学 
广德 

30 一种公路安全智能测高防撞装置 

张柳泽程 

余樾 

陈璟豪 

马鞍山市湖东路第二小

学、马鞍山市湖东路第二

小学、马鞍山市西湖花园

小学 

马鞍山 

31 预防近视手机支架 邵鑫皓 六安市裕安区将军路小学 六安 

32 道路自动喷洒及绿化带按需滴灌系统 黄岩琦 蒙城县逍遥路小学 亳州 

33 
儿童看手机或电视防近视、防长时间、防

久坐装置 
冉敬雯 颍泉区伍明小学 阜阳 

34 穿戴式肢体残疾人体感鼠标 贾璐铭 阜南县王堰镇中心学校 阜阳 

35 智能判断失主的自助失物招领箱 李沐晨 淮北市实验学校 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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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多功能公共防尘椅 
周骏程、

王建皓 

蚌埠市新城区实验学校、

蚌埠市新城区实验学校 
蚌埠 

37 疫情门禁 

李邵武、

徐梓童、

徐皓轩 

淮北市人民路学校、淮北

市人民路学校、淮北市人

民路学校 

淮北 

38 调节式分类垃圾袋挂架 朱嘉瑞 明光市明湖学校 滁州 

39 AI 时代下的安全防护 

汪子彧、

朱涵瑞、

赵宇博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芜湖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芜湖 

40 预防近视、听力损伤警示器 汪宇辰 黄山市歙县行知小学 黄山 

41 智能垃圾桶分类回收装置 汪睿涵 铜陵市淮河路小学 铜陵 

42 多功能公共密闭区域疫情消毒装置 霍思雨 屯溪龙山小学 黄山 

43 开瓶神器 张凌菲 蚌埠市解放一路小学 蚌埠 

44 多功能安心晾衣架 陆旻泽 淮师附小本部 淮南 

45 受限空间清扫器 张思冉 
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中心

学校 
黄山 

46 防风踢脚 何荣轩 宿松县松兹小学 宿松 

47 电瓶车内置充电器收线装置 郑泽芃 天长市城南小学 滁州 

48 聋人手环 曹宇轩 池州市贵池区实验小学 池州 

49 紫外线消毒防疫装置 陈李骏 六安市裕安区紫荆小学 六安 

50 家乡天然水调查报告 陈冠佑 砀山县师范附属小学 宿州 

51 一种水满报警器 吴泳汉 淮北市古城路小学 淮北 

52 自动降温式防护服 苏冠铭 阜阳市北城小学 阜阳 

53 激光高度测量报警升降限高杆 

周远航、

祝宇彤、

周诗雅 

濉溪县韩村中心学校、濉

溪县韩村中心学校、濉溪

县韩村中心学校 

淮北 

54 基于雷达的汽车安全助手 

宋奕霖、

李雨琦、

孙浚哲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

学、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

小学、淮师附小本部 

淮南 

 

初中工程一组 

问辩 

顺序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名称 所在市 

1 一种便携式远距离移动呼叫装置 王锦源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七中学 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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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便携式消防检测报警器 许乐得 铜陵市郊区鹞石初级中学 铜陵 

3 光的反射和折射实验 马博文 宿州市第九中学 宿州 

4 三角函数线演示仪 陈仁杰 亳州市第十九中学 亳州 

5 中小学生“拍照搜题”抄袭检测器 王薇婷 芜湖市中江中学 芜湖 

6 新型可调式多功能树木粉刷、绕绳器 王瑞和 泗县第三中学 宿州 

7 默默无蚊计时台灯 章晨阳 黄山市屯溪第四中学 黄山 

8 智能勿忘提醒器 吕铭 六安市叶集明强学校 六安 

9 家庭口罩收纳盒 王慧萍 
合肥市第四十八中学滨湖

校区 
合肥 

10 AI 人工智能防疫助手 燕家兴 亳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亳州 

11 多功能扳手 陈昕冉 马鞍山二中实验学校 马鞍山 

12 乐谱翻页机器人 

洪艺菲、

张鑫晨、

鲍汪琦 

黄山市歙县潭渡中学、黄

山市歙县潭渡中学、黄山

市歙县潭渡中学 

黄山 

13 高速公路收费站节能照明智能控制系统 杨博凯 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 合肥 

14 多功能垃圾回收水上救援车 周永恒 安徽省含山县第一中学 马鞍山 

15 智能保护电动伸缩门 沈可馨 安徽省来安县第五中学 滁州 

16 十字激光杠杆演示装置 
贺一鸣、

王景明 

萧县城南初级中学、萧县

城南初级中学 
宿州 

17 高空液压机械剪刀 蒋雨含 桐城市第二中学 安庆 

18 内嵌式万能螺丝扳手 程欢 绩溪县家朋学校 宣城 

19 数显智能凸透镜成像探究仪 王绘青 宿州市第九中学 宿州 

20 森林自动浇灌及灭火装置 王彦博 
阜阳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 
阜阳 

21 衣柜发霉检测报警器 芮铭阳 金寨县金江实验学校 六安 

22 滑动摩擦力测量工具改进 许婉茹 蒙城县移村学校 亳州 

23 一种带坐姿提醒功能的笔筒 张璞姝 当涂县姑溪初级中学 马鞍山 

24 智慧路灯 张名萱 来安县第四中学 滁州 

25 Python 自动绘图 余子成 岳西县河图中心学校 安庆 

26 太阳能涵洞及低洼处安全水位预警系统 赵治铭 蚌埠第二十六中学 蚌埠 

27 计算机数据库——物业收费管理系统 胡陈杨 滁州市实验中学 滁州 

28 眼镜“伴侣”— 寻物神器 江馨扬、 宣城六中、宣城六中、宣 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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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妍、

王李烨 

城六中 

29 探究滑动摩擦力和压力的关系装置 何叶婷 蚌埠第一实验学校 蚌埠 

30 磁极识别器 张雨 
宿州市埇桥区蕲县初级中

学 
宿州 

31 交流电波形演示器 潘钇衡 屯溪六中 黄山 

32 智能导盲杖 朱萌萌 安徽省皖西中学 六安 

33 
一种基于多传感器的无线智能窗户控制系

统 

徐轩瑗、

李雨彤、

刘芝豪 

滁州市第六中学、滁州市

第六中学、   滁州市第六

中学 

滁州 

34 跳绳云测试系统 吴子康 池州市第十一中学 池州 

35 一种外卖员配送智能安全头盔 刘彦珩 马鞍山市第十二中学 马鞍山 

36 小学一年级组字教学系列演示卡 欧阳宏坤 宿松县实验中学新城分校 宿松 

37 PPR 管内丝取丝器 王星辰 宿州市第九中学 宿州 

38 “健康”家用储盐罐 寿明月 阜阳实验中学 阜阳 

39 AI 防疫安检机器人 韩毅凡 蚌埠第一实验学校 蚌埠 

40 一种基于 Arduino 的多功能督学管理装置 潘欣然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

学校城东校区 
芜湖 

41 社区家庭联合居家养老智能监测系统 

王文博、

王义博、

韩乐泉 

阜阳实验中学、阜阳师范

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阜阳

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阜阳 

42 多用途门前智能柜 王一如 池州市第十一中学 池州 

43 物联网智能控制的便携式戒烟烟盒 王姜越 
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皋陶

学校 
六安 

44 
基于共享理念的新型卫生间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 
于丹宁 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 合肥 

45 智能升降挡板课桌 季子宸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七中学 马鞍山 

46 多功能消防车 邢子杰 濉溪县铁佛中心学校 淮北 

 

初中工程二组 

问辩 

顺序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名称 所在市 

1 智能限宽辅助引导装置 刘柏辰 太和县第三中学 阜阳 

2 免清洗滚轮吸尘电动黑板擦 夏同 安徽省滁州市实验中学 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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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便携式太阳能热电制冷生鲜配送箱的设计

与试验 
吴浩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中

学 
合肥 

4 可自动断电的磁控插座 宁雪 北大培文蚌埠实验学校 蚌埠 

5 智能化汽车安全防护系统 赵一玮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七中学 马鞍山 

6 
利用太阳能发电设备补偿水力发电低谷余

电回收设计方案 
周安盈 桐城市实验中学 安庆 

7 新型道路下水道井盖 杜韶涵 濉溪县铁佛中心学校 淮北 

8 多杆炮台支架式水管收纳器 张钰 安徽省利辛中学 亳州 

9 智能提醒更换垃圾桶 钟谨瑄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七中学 马鞍山 

10 
一种基于微流控的中学生绿色化学实验装

置 

徐米乐、

鲍熙来、

陶思远 

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合

肥市第四十二中学、合肥

市第四十五中学 

合肥 

11 光准裁纸刀 戴安 郎溪县第二中学 宣城 

12 冰箱开门超时提醒和自动关闭设计 吴智恩 霍邱县第三中学 六安 

13 景区随行助手机器人 陈文琪 池州市第十一中学 池州 

14 自制声音三要素演示仪 

张泽辉、

邱奥洲、

史天乐 

六安市裕安区丁集镇丁集

学校、六安市裕安区丁集

镇丁集学校、六安市裕安

区丁集镇丁集学校 

六安 

15 “不黑”的黑板 裴越阳 安徽省含山县第一中学 马鞍山 

16 浮力大小影响因素演示器 
吴恩浩、

王子轩 

铜陵市第四中学、铜陵市

第四中学 
铜陵 

17 眼镜矫正视力原理模拟装置 陈启末 滁州市二中 滁州 

18 公园智能循环系统 
刘欣源、

郭语涵 

阜阳市颍州区清河办事处

中心学校、阜阳市颍州区

北大新世纪附属学校 

阜阳 

19 防疫小助手——无接触洗手设备 沈子懿 滁州市实验中学 滁州 

20  防倾倒双驱功能车      严安 安庆市第十四中学 安庆 

21 基于云计算的垃圾分类识别系统 汪若曦 淮南实验中学 淮南 

22 电动车智能充电系统 
唐糖、 

胡可馨 

池州市第十一中学、池州

市第十一中学 
池州 

23 喷气式运动口罩 
徐源、 

刘佳音 

太和县第三中学、太和县

第三中学 
阜阳 

24 便携高压升降温净水壶 
刘玉言、

邹宇鑫、

广德市柏垫初级中学、广

德市柏垫初级中学、广德
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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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林璐 市柏垫初级中学 

25 防洪防涝安全窨井盖 杨馨苒 怀宁县月山初级中学 安庆 

26 人体四肢创伤保护器 孙明博 明光市旧县中学 滁州 

27 无接触模块化社区服务机器人 陶林野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

学校 
芜湖 

28 无死角智能水面打捞船 黄冬源 淮南市龙湖中学 淮南 

29 
一种具有多种安全防护功能的高处作业吊

篮 
王霁月 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 合肥 

30 可检测尿液成分的纸尿裤 吴逊泽 蚌埠第一实验学校 蚌埠 

31 自发电警示衣 方兴 黄山市新城实验学校 黄山 

32 防疫一体机 
肖志洁、

吴沛祺 

安庆市第十四中学、安庆

市第十四中学 
安庆 

33 看得见力的大小的滑轮组装置 孟路阳 黄山新教育学校 黄山 

34 用果汁让光路显性 朱宇轩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新华

中心学校 
黄山 

35 智能健康生活垃圾桶 周米笑 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 合肥 

36 探索号 徐一然 铜陵市正阳四季学校 铜陵 

37 水下破窗防溺逃生器 吴梓嫣 淮北市第二中学 淮北 

38 智能摇篮 潘若愚 安徽省霍山第二中学 六安 

39 电瓶车充电电瓶高温自动停止充电装置 张毅杨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中学 亳州 

40 防疫无接触洗手消毒系统 王奕博 
阜阳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 
阜阳 

41 暴雨淹没地下车库逆水上坡救援装置 陈乐一 萧县城南初级中学 宿州 

42 智能温控浴盆 莫凡 安徽省六安皋城中学 六安 

43 一种防忘带钥匙提醒挂钩的设计 陈唯冉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

学校城东校区 
芜湖 

44 学生桌面吸尘器 曹传翔 淮南市龙湖中学 淮南 

 

高中工程一组 

问辩 

顺序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名称 所在市 

1 基于 C 语言开发的自动化智能车库系统 苗准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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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调节液量的移液器 许紫璇 
北京师范大学蚌埠附属学

校 
蚌埠 

3 三合一（智能）洗手台 李嘉劭 宣城市励志中学 宣城 

4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视觉式多场景智能小车

服务平台 
陈羽轩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宿州 

5 静电场中的小摆球 高尚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淮北 

6 护士小帮手—智能送药小车 刘动 马鞍山市红星中学 马鞍山 

7 斜面上失重现象的演示与探究 李悠然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淮北 

8 封闭式黑板擦自动除尘系统 柏翔 寿县安丰高级中学 淮南 

9 基于 51 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仪 王思睿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淮北 

10 智能坐姿检测机器人 唐骜 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 铜陵 

11 基于物联网的 CO 检测装置 孙鑫洋 亳州市第二完全中学 亳州 

12 轻便耐抗击太阳能光伏板构件 余泳洁 黄山市徽州区第一中学 黄山 

13 一种摔倒自动报警的测障盲人安全帽系统 李文杰 合肥滨湖寿春中学 合肥 

14 会招手的智能红绿灯 
周甲敏、

高国静 

安徽省凤阳县第二中学、

安徽省凤阳县第二中学 
滁州 

15 基于超车警示的货车尾灯研究与制作 

史路遥、

孙卓、 

唐博文 

宿州环保工程学校、宿州

环保工程学校、宿州环保

工程学校 

宿州 

16 创新型智能定位防倾斜书包 杨金猛 阜阳红旗中学 阜阳 

17 智慧宿舍 刘震霆 阜阳市第五中学 阜阳 

18 室内香薰便携式多功能空气消毒机  王默晗 阜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阜阳 

19 护眼防近视智能台灯 郑锐 安徽省定远中学 滁州 

20 宠物洗足器 孙皓宇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淮北 

21 物联网智能家居药箱 魏立恒 淮南第二中学 淮南 

22 跳环实验改进 
祝一翔、

许硕文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中学、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中学 
宿州 

23 一种防疫智能书柜 张漫宁 合肥市第六中学 合肥 

24 智能断电插座的设计与研究 黄梦真 安徽省涡阳县第二中学 亳州 

25 便携式课桌 陈一硕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淮北 

26 折叠式航空母舰的折叠结构探究 张飞龙 亳州市第十八中学 亳州 

27 限位可调式门禁自动控制装置 杨家洛 阜阳市第三中学 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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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多功能抛体运动演示装置 
谢雅莉、

项子渐 

安徽省歙县中学、安徽省

歙县中学 
黄山 

29 基于 Arduino 的智能无接触垃圾桶 高鸿浩 全椒县第八中学 滁州 

30 植物大棚自动控制系统模型 任重远 芜湖市第一中学 芜湖 

31 三棱形太阳能热水箱 苗靖文 蚌埠第二中学 蚌埠 

32 高压气雾感应式高效节水马桶 李静 寿县安丰高级中学 淮南 

33 汽车防溺水自动安全控制系统 李宏涛 阜阳红旗中学 阜阳 

34 外卖骑手智能安全头盔 张洲 滁州碧桂园学校 滁州 

35 防尘行车提醒器 魏天晨 南陵县家发中学 芜湖 

 

高中工程二组 

问辩 

顺序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名称 所在市 

1 物品自动分拣机 程曦 安徽省淮南市第一中学 淮南 

2 基于 Arduino 的语音分类垃圾桶 余海川 安徽省当涂第一中学 马鞍山 

3 多功能无接触式电梯感应面板 张越 芜湖市第一中学 芜湖 

4 “自动调节升降”道路排水井盖的设计 马贤哲 淮北市第十二中学 淮北 

5 内涵式隔音、隔热系统窗 李木岩 天长市炳辉中学 滁州 

6 智能电磁减速带 卢嘉慧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第

六中学 
亳州 

7 遥控放置三角警示牌 蒋蕊 安徽省当涂第二中学 马鞍山 

8 垃圾分类回收无人售卖系统 梁特 寿县安丰高级中学 淮南 

9 一种可识别货物大小的超市智能储物柜 汪秦洋 巢湖市第二中学 合肥 

10 寻光式多功能滴灌装置 

李安、 

孔元方、 

王子媛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安

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安

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宿州 

11 智能头盔联动装置项目 张雨薇 安徽省当涂第一中学 马鞍山 

12 可控爆炸演示器 王若涵 淮南市第五中学 淮南 

13 可收缩式车载辅助电梯 张博涵 阜阳市大田中学 阜阳 

14 多感应智能化学品柜 

叶猛杰、

吕恩祈、

宋一鸣 

安徽省怀远第二中学、安

徽省怀远第二中学、安徽

省怀远第二中学 

蚌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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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它律智能学习桌 王一凡 淮南第二中学 淮南 

16 “多跑跑更健康”节能多功能动物畜舍  

程思源、

邢诗梦、

宋逸飞 

亳州市第十八中学、安徽

省亳州市第一中学、  亳

州市第十八中学 

亳州 

17 探究大气受热过程的实验装置 
窦一轩、

张天弩 

蒙城第一中学、蒙城第一

中学 
亳州 

18 听力障碍专用防后撞提示马甲 何鑫鑫 六安市第二中学 六安 

19 引“阳”入室 杨长骞 安徽省旌德梓阳学校 宣城 

20 老人智能安全拖鞋 

张大德、

秦瑞 

田浩洋 

安徽省宿州市第二中学、

安徽省宿州市第二中学、

安徽省宿州市第二中学 

宿州 

21 智能泊车系统 孙楚钧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淮北 

22 免费 or 收费双系统延时控制器 丁袁龙 寿县安丰高级中学 淮南 

23 人工智能 24H 自动售卖药品店 陈亦悦 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 铜陵 

24 一套通用的自动化多功能摄影系统 李天坤 合肥滨湖寿春中学 合肥 

25 竖直面内圆周运动的研究 
马超 

王晓莉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淮北 

26 防触电手环 
程志远、

张益鸣 

屯溪第一中学、屯溪第一

中学 
黄山 

27 智能消毒机器人 郭苏睿 安徽省怀远第二中学 蚌埠 

28 激光定位多功能安全锤 

程诺、 

王浩宇、 

刘钰佳 

安徽省宣城中学、安徽省

宣城中学、安徽省宣城中

学 

宣城 

29 生活助手 
叶斌、 

江丁逸 

池州市第三中学、池州市

第三中学 
池州 

30 自制速度合成分解定量探究演示实验仪 
胡澍、 

廖佳鹏 

祁门县第一中学、祁门县

第一中学 
黄山 

31 活页夹按动式开合结构 余天乐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淮北 

32 
公共场所“老弱病残孕”专用设备提醒装

置的设计 
冯奕博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阜阳 

33 “物理摩擦演示仪”的设计与制作 黄鑫 安庆第一中学 安庆 

34 
一种基于 NDIR 二氧化碳传感器实现的小

型新风控制器 
孔啸秋 安徽省滁州中学 滁州 

35 智能家电控制系统 李可瑞 阜阳市城郊中学 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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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综合组 

问辩 

顺序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名称 所在市 

1 巧用“互联网＋”，开展微写作训练 
吴诗雨、

柳真 

铜陵市实验高级中学、铜

陵市实验高级中学 
铜陵 

2 
从海带提碘---探究酸碱性对物质氧化性

的影响 

高子墨、

贾若兮 

蚌埠第二中学、蚌埠第二

中学 
蚌埠 

3 绿色 DIY 私厨，享受健康美味 郑思文 蚌埠第二中学 蚌埠 

4 淮北春节习俗中的文化赓续 宰启轩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淮北 

5 酸雨对大豆幼苗生长状况的影响研究 朋晶 安庆市石化第一中学 安庆 

6 传承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佘菲菲 铜陵中学 铜陵 

7 关于推进书香铜陵建设的报告 吴欣禾 铜陵市第一中学 铜陵 

8 
探究不同温度下食物中亚硝酸盐含量的

变化 
储若雅 安庆市石化第一中学 安庆 

9 
乡村振兴背景下无人机植保服务供需双

方的供需不平衡探索 

刘凤翔、

王振 

刘永兴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六安

职业技术学院、六安职业

技术学院 

六安 

10 制取 84 消毒液的简易装置 刘硕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第六

中学 
亳州 

11 
环境的差异造成其空气中微生物种类及

数量的差异及其主要造成因素 
刘子轩 安庆市外国语学校 安庆 

12 带传输功能的简易细微颗粒物监测气球  
丁子豪、

李冰倩 

安徽省涡阳第一中学、安

徽省涡阳第一中学 
亳州 

13 家庭污水“变废为宝”净水一体化装置 
王睿 

黄沛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淮北 

14 
液体开关及其在铜与稀硝酸反应中的应

用 
刘冰倩 安徽省宿州市第二中学 宿州 

15 电化学一体化演示仪 方天乐 安徽省亳州市第一中学 亳州 

16 
初探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困境与创

新路径 
方亦卓 铜陵市第一中学 铜陵 

17 
守护“蓝天净土”，打造“生态宜居”型

城市 ---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钱昕 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 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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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教案组 

问辩 

顺序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名称 所在市 

1 变废为宝环保节约与我同行 王敏 池州市贵池区城西小学 池州 

2 STEAM 理念下的“校园植物图鉴”活动 王昳鑫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淮南 

3 “3D 打印让生活更美好”科技教育方案 王琳 铜陵市悦江实验小学 铜陵 

4 
基于校园币对培智学生开展技能教育的

科技实践 
沈成华 利辛县特殊教育学校 亳州 

5 家校联动 , 垃圾分类在行动 施群 铜陵市杨家山小学 铜陵 

6 植物种子发芽啦 罗静 
安徽省广德县桃州第一小

学 
广德 

7 “寓椒于乐”种植实践活动方案 童松柏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路小学 池州 

8 青少年无人机社团科教方案 张磊 
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皋陶

学校 
六安 

9 拓展科学视野 再探寿县古城 胡孟启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第二

实验小学 
淮南 

10 
“双减”背景下的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科教

方案 
邢定 安徽省无为第三中学 芜湖 

11 
“传承古法酒曲 酿造醇美生活”科技实

践活动方案 
陈义平 池州市贵池区城关小学 池州 

12 我与太空种子共同成长 祝俊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小学 铜陵 

13 
“节约粮食 我们在行动”科技实践活动

方案 
吴新林 池州市贵池区城关小学 池州 

14 涡阳县农村生物资源的有效利用  张素勤 涡阳县陈大中心学校 亳州 

15 探寻家乡水足迹  保护长江母亲河 李艺 铜陵市田家炳小学 铜陵 

16 
"科学膳食 健康成长"青少年科学调查体

验活动方案 
孙婷 

铜陵市义安区钟鸣中心小

学 
铜陵 

17 中小学校航空航天科教普及课程 李锐 
六安市裕安区航空航海模

型协会 
六安 

18 "石榴花香石榴甜"科技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刘化典 
怀远县淝河镇学区中心学

校 
蚌埠 

19 "节粮爱粮，从我做起"科技教育方案 秦晶晶 阜南县第七小学 阜阳 

20 
“垃圾绿色分类 守护绿色家园”科技教

育活动方案 
张彩丽 黄山市屯溪区荷花池小学 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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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绩溪县境内频遭雷击的原因探究 章新华 绩溪县适之中学 宣城 

22 
探寻牧龙山石斛小镇智能仿野生种植技

术与枫斗制作 
李竹青 合肥市望江路小学 合肥 

23 低碳生活，我们一起探“碳” 钟慧 阜阳市实验小学 阜阳 

24 “探寻非遗中的科学”科技教育方案 朱先云 铜陵市第二中学 铜陵 

25 打造“绿色校园” 我们在行动 胡娣 马鞍山市王家山小学 马鞍山 

26 春花冬开别样红 邵仕俭 宿松县城关小学 宿松 

27 
“探究‘恋思’奥秘  传承特产文化”科

技教育活动方案  
袁辉 阜阳市颍东区和谐路小学 阜阳 

28 
农耕文化教育与提升学生科学综合实践

能力的研究 
方同宾 歙县教育局 黄山 

29 
STEAM 与“悦成长”课程融合的科学兴

趣小组活动设计方案 
钱芳 芜湖市育瑞实验小学 芜湖 

30 
探究名人故居的修缮与保护中的科技手

段 
项秀颖 

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北校

西园校区 
合肥 

31 太空种子进校园，科学种植我实践 胡金余 
铜陵市郊区灰河乡五洲小

学 
铜陵 

32 我与祖国航空航天同成长 胡国良 合肥市隆岗小学 合肥 

33 "保护滨江湿地生态系统”科技教育方案 朱红生 安徽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马鞍山 

34 
通过野外实践调查学研活动培养小学生

数学思维能力 
杨宝玲 安徽省宿州市第四小学 宿州 

35 “探究中国茶文化”科技教育方案 高纯 铜陵市龙山湖小学 铜陵 

36 STEAM 理念下“给植物设计名片”活动 段述叶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淮南 

37 “利奇马”台风造成宁国重灾的原因探究 贾成刚 宁国市鼎湖小学 宣城 

38 饭小米成长记 朱琳 安徽省泗县泗城第一小学 宿州 

39 探究肉果 黄曼 宁国市城南学校 宣城 

40 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共建和谐美丽中国 尹甲锋 
宿州市埇桥区蒿沟镇中心

学校 
宿州 

41 走进梨园，探秘晚秋黄梨 田连整 合肥市安居苑小学 合肥 

42 多个数直乘（末尾是 1）以及任意数直乘 王云 淮北市梅苑学校 淮北 

43 
“节约粮食 低碳生活” ——湖东路第四

小学 2021 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报告 
高先玉 马鞍山市湖东路第四小学 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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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长江生态保护科教活动方案 韦宏军 芜湖市第七中学 芜湖 

45 香气四溢   椿色满园 王成杰 太和县城关第四小学 阜阳 

46 探究无籽葡萄和葡萄果酒酿造 高亦琪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第二

实验小学 
淮南 

47 科教方案：我们的节能行动 胡爱萍 合肥市青年路小学 合肥 

48 我的能力·我探索 做自己的生涯规划师 马丽娜 马鞍山市星光学校 马鞍山 

49 雪地车制作流程的优化 戴厚贵 淮北市开渠中学 淮北 

50 “小菜园”种植探索 STEAM 活动 柴婷婷 淮师附小山南第十三小学 淮南 

51 让科学的种子在山区孩子心中发芽 江伟 潜山市天柱山中心小学 安庆 

52 
物联网智能控制的种子发芽教学设计与

实验研究 
姜志强 霍邱县临淮岗乡中心学校 六安 

53 爱上中国茶 胡妍 池州市贵池区池口小学 池州 

 

辅导员制作一组 

问辩 

顺序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名称 所在市 

1 模拟真实情境下的血液循环动态教具 熊琳 安徽省利辛中学 亳州 

2 家庭电路模型创新演示 刘守信 
合肥市包河区第四十八中

学望湖校区 
合肥 

3 测量滑轮组机械效率实验装置改进 江阳 
北京师范大学蚌埠附属学

校 
蚌埠 

4 一种激光传声装置 张皖东 枞阳县枞阳镇石岭小学 铜陵 

5 一种测定植物呼吸作用的教具 江兴龙 芜湖机械工程学校 芜湖 

6 “验证勾股定理”教具 刘莉 濉溪县任集中心学校 淮北 

7 利用干冰探究升华和凝华实验装置 姚后贵 太平湖中心学校 黄山 

8 安培力演示仪 席强 亳州一中 亳州 

9 
基于数字化实验对“分子运动现象”探究

的创新设计 
何少华 

安徽省怀宁县振宁初级中

学 
安庆 

10 做功改变气体内能演示仪 梁黎 寿县蒋庙回族逸夫学校 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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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浮力与沉浮探究教具 刘郑辰 安庆市怀宁县实验小学 安庆 

12 数字式力臂测量仪 贾火炬 芜湖市繁昌区第三中学 芜湖 

13 透镜成像原理多功能演示仪 冯爱国 宣城六中 宣城 

14 椭圆教具 张春红 安徽省宿州市第二中学 宿州 

15 风向演示仪 谷超 黄山市徽州区第一中学 黄山 

16 地磁俯仰角测试仪 陈荣海 郎溪县第二中学 宣城 

17 
学校平板电脑充电柜智能安全远程掌控

与保护系统 
许永星 颍泉区伍明小学 阜阳 

18 人眼成像原理演示仪 闵永国 天长市实验中学 滁州 

19 
太阳能 or 水箱外置式自动 or 手动控制系

统 
桂士兵 寿县安丰高级中学 淮南 

20 三基色演示装置 杨飞 滁州市第十中学 滁州 

21 风洞狭管效应演示器 王超 
安徽省马鞍山市健康路小

学 
马鞍山 

22 电磁感应演示器 林洋 全椒县第八中学 滁州 

23 可视化串并联电路教具 胡勇 滁州市琅琊路小学 滁州 

24 飞机翼型对升力影响实验仪 王谋琼 六安市解放路小学 六安 

25  电压与水压类比演示器    张亮 阜阳市第十八中学 阜阳 

26 便携式坐位体前屈自主训练器Ⅲ 黄志伟 太和县第三中学东校区 阜阳 

27 "二氧化碳的性质"探究装置改进与创新 李申荣 芜湖市万春中学 芜湖 

28 加法减法算盘 刘婷 桐城市文昌小学 安庆 

29 浮力产生原因演示仪 高淑静 
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中

心学校 
黄山 

30 正弦函数图象演示装置 孙雨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淮北 

31 基于物联网下的小台灯 王尔明 固镇县第二中学 蚌埠 

32 3D 设计的自动粉笔盒装置 王志萍 安庆市第十四中学 安庆 

33 空气驻波探测与声速测量 高超 安徽省凤阳中学 滁州 

34 "滑动摩擦力影响因素"实验教具 陈露 六安市裕安区梅花小学 六安 

35 Excel COM 组件高级自定义排课系统 华文学 天长市炳辉中学 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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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物理声学教具：八音琴 张素芳 怀宁县枫林初级中学 安庆 

37 污水处理系统 许冲 蚌埠市凤阳路第一小学 蚌埠 

38 一款振动产生声音演示装置及其改进 谢改祥 青阳县丁桥镇中心小学 池州 

39 尿液的产生与排出 杨礼琴 黄山区二中 黄山 

 

辅导员制作二组 

问辩 

顺序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名称 所在市 

1 有趣的声音图像装置 许菲 绩溪县实验小学 宣城 

2 多用途楞次定律演示器 狄长明 滁州市第五中学 滁州 

3 精准控温多用途发酵装置的研制与应用 禹萍 马鞍山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马鞍山 

4 辅助形位公差教学的演示教具 陈冲锋 芜湖机械工程学校 芜湖 

5 可视声波 强婷婷 
安徽省蚌埠市朝阳路第一

小学 
蚌埠 

6 重力加速度测量仪 赵海艳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淮北 

7 摩擦力动态演示仪 杜與晟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宿州 

8 色光混合演示实验教具 陈红莲 泾县桃花潭镇桃花潭学校 宣城 

9 自制远程高低压输电演示教具 查大宝 
六安市裕安区丁集镇丁集

学校 
六安 

10 创新组合摆 刘洋 亳州市第四中学 亳州 

11 遗传信息的翻译 彭丽华 安徽省庐江汤池中学 合肥 

12 万能尺 I 代 徐亮 六安市城北小学 六安 

13 探究电磁铁磁性强弱的数字化演示仪 刘信生 庐江县龙桥镇初级中学 合肥 

14 日地月公转、自转模型 蒋传侠 
濉溪县韩村中心学校大殷

小学 
淮北 

15 通电螺线管磁场创新演示仪 万成明 马鞍山市含山二中 马鞍山 

16 多功能光学成像演示仪 李本静 
阜阳市颍州区王店镇韩寨

中学 
阜阳 

17 十进制数与二进制数相互换算演算板 祝洁雨 寿县第三中学 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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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英语轻松读写不用愁 余顺亮 宿松县五里初级中学 宿松 

19 智能家居系统 孟金锋 蒙城县鲲鹏中学 亳州 

20 静电除尘演示仪 吴慧峰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二十二

中学 
马鞍山 

21 小学生创意时钟 左风光 蒙城县坛城镇中心小学 亳州 

22 弹力形变演示仪 周浩 蚌埠市曹老集镇中心学校 蚌埠 

23 旋转磁场作用演示仪 李金屏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三义

中学 
亳州 

24 乙醇催化氧化实验创新设计 马双 安徽省宿州市第二中学 宿州 

25 太阳方向计 吴东梅 安庆市人民路小学 安庆 

26 探究向心力影响因素实验仪器 倪宝 亳州市第十八中学 亳州 

27 公路隧道穹顶灯箱式彩色照明系统 赵文彦 泾县城关第五小学 宣城 

28 数学--教师教具圆规 佘晋 青阳县丁桥镇中心小学 池州 

29 坐井观天创新教具 姜楚楚 五河县特殊教育学校 蚌埠 

30 
数字化技术探究抛体运动规律的实验装

置 
张兵 安徽省歙县第二中学 黄山 

31 多功能磁性力学演示仪 宋云峰 
宿州市第十一中学银河四

路校区 
宿州 

32 人工智能学习模块化教学装置 孙洪新 安徽省怀远第二中学 蚌埠 

33 水路类比电路 褚永祥 滁州市第十中学 滁州 

34 数字式多功能滑轮组实验测量仪 曹艳 亳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亳州 

35 自制“ABO 血型系统”模拟实验教具 程广亮 芜湖市第三十三中学 芜湖 

36 声音的传播（真空铃实验）的改进 陈宪军 
宿州市第十一中学银河四

路校区 
宿州 

37 新型实验室制备二氧化碳装置 赵润苗 明光市旧县中学 滁州 

38 初中数学函数实用工具 张翼飞 宿松县汇口初级中学 宿松 

39 电磁铁实验教具 吴锐 淮上区曹顾张中学 蚌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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