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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科技制作 “风和光”实验器 舒孝清 小学 怀化 锦溪小学 一等奖

106 科技制作
 一种精确测定空气中氧气含量的实验装置
和方法

蒋黎明 初中 怀化 麻阳一中 一等奖

108 科技制作 音高变化探究器 刘俊良 小学 怀化 锦溪小学 一等奖

109 科教方案
“魅力连山，渠水两岸行”旅游资源考察活
动方案

向昌林 初中 怀化 连山中学 一等奖

110 科教方案
《会同县古树名木调查研究》科技实践活动
方案

朱朝义 高中 怀化 会同三中 一等奖

77 科教方案 走近创客，体验创新 谢爱华 小学 娄底 娄底市第三完全小学 一等奖

93 科教方案 “解密家庭电路”科技教育活动 任道明 初中 邵阳 邵阳市大祥区一中 一等奖

95 科技制作 基于对比试验试管架与具有放大功能的试管 肖军华 初中 邵阳
邵阳县长阳铺镇梽木山
初级中学

一等奖

100 科教方案
快速有效的“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方式”的
试验

胡红星 高中 邵阳 新邵县三中 一等奖

94 科教方案 送你一双防滑鞋活动方案设计 罗红斌 初中 邵阳 河伯乡河伯初级中学 一等奖

2 科教方案
石头上游动的鱼——“湘乡鱼”化石考察活
动方案

曾  亮 小学 湘潭 湘潭市育才学校 一等奖

122 科技制作 新型压缩引火教学演示仪 周贤芳 初中 湘西 吉首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5 科技制作 石蜡油分解的实验改进 徐  焕 高中 岳阳 汨罗市一中 一等奖

53 科教发明 圆心尺的设计与制作 易   俊 小学 长沙 芙蓉区马坡岭小学 一等奖

                     第38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辅导员项目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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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科教制作 DIY笔芯立体几何经典学具 黎国之 高中 长沙 宁乡县第一高级中学 一等奖

62 科教方案 “留住身边的水”科技活动实施方案 肖宗文 小学 长沙 天心区沙湖桥小学 一等奖

68 科教发明 图书馆书库温湿自动检测除温系统 罗明强 高中 长沙 长沙市雷锋学校 一等奖

114 科技制作
基于智能手机外温和压强传感器的气体定律
演示仪

张平柯 高中 长沙
湖南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协会

一等奖

64 科教制作 基于光导的打孔机教学演示装置 王     微 其他 长沙 天心区第一中学 一等奖

128 科技方案
我爱绿色生活——《养成科学饮食好习惯
树立全民健康生活》青少年科技科学调查体
验活动方案

廖剑强 初中 长沙 宁乡双江口镇中学 一等奖

115 科技制作 空调外机底座螺母可视电动扳手 吴世平 初中 常德 澧县涔南乡中学 二等奖

117 科教发明 太阳能高效热电贮能一体机研究 张才友 高中 常德 常德芷兰实验学校 二等奖

46 科教发明
一种探究外界环境因素对光合作用影响的实
验装置

张永强 高中 郴州 郴州市宜章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87 科教方案
思维创新，科技创新，艺术创新-浅谈青少
年科幻画学习与创作

汪  勇 小学 衡阳
衡阳市石鼓区演武坪小
学

二等奖

90 科技制作 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实验的拓展 李玲珍 高中 衡阳 湖南省祁东县育贤中学 二等奖

91 科技制作 探究肾单位结构和功能的新装置 李  平 初中 衡阳 湖南省祁东县育贤中学 二等奖

102 科技制作 我们来发电系列实验教学演示装置 张春晓 小学 怀化 沅陵县鹤鸣山小学 二等奖

103 科技制作 多功能弹簧测力计 吴小江 小学 怀化 新晃县方家屯小学 二等奖

107 科技制作 液体滴流实验器 舒  丹 小学 怀化 宏宇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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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科教方案 《识花、养花、赏花》科技实践活动方案 丁湘宁 初中 怀化 怀铁二中 二等奖

113 科教方案 我和野生食材有个约会 杨  忠 初中 怀化 洪江市芙蓉中学 二等奖

78 科教方案 我是校园急救小能手 邬爱民 小学 娄底 娄底市第三完全小学 二等奖

81 科教发明 用剩饭拌金樱野果造生物乙醇燃料的研究 陆晓华 高中 娄底 新化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92 科教发明 探索科学奥秘 体验科技快乐 覃贤光 小学 邵阳 武冈市红光小学 二等奖

101 科技制作 树木生长的奥秘探究 彭中平 高中 邵阳 新邵县三中 二等奖

4 科技制作 绑钩器 肖正春 其他 湘潭 湘潭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119 科技制作 新型数字显示吸热装置 张绍刚 小学 湘西 吉首市乾城小学 二等奖

123 科教方案 苗乡孩子的北斗梦 伍小娟 初中 湘西 吉首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124 科技制作 新型动态绿色植物三大生理作用演示仪 王小琴 初中 湘西 吉首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127 科技制作 原子的内部结构模型 李光敏 初中 湘西 龙山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25 科教发明 无人救生机——艇 丁  石 高中 益阳 桃江一中 二等奖

29 科教发明 能生电储电的按摩器 邓超玉 其他 永州 永州综合职业中专 二等奖

33 科教发明
延时电路和自卸车翻斗受迫频振自动除残余
装置

唐顺海 高中 永州 道县一中 二等奖

35 科技制作 小型数控多功能教学用机床 雷  雁 高中 永州 永州四中 二等奖

36 科教方案 中学WER教育机器人培训活动方案 胡国柱 初中 永州 东安耀祥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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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教发明 酒店及蜗居晾衣窗帘 张新恕 初中 岳阳 汨罗市新市镇新市中学 二等奖

15 科教方案 “魅力七巧板”科技教育教学方案 代  平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零阳镇北岗完小 二等奖

16 科教方案
在互联网环境下科教创新成果转化与推广的
尝试

邓扬忠 初中 张家界 慈利县一鸣 二等奖

18 科教方案 对慈利县农村低碳生活现状的研究 李卫明 高中 张家界
慈利县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二等奖

19 科教方案 小学生饮水与健康实践活动的调查报告 谢茂峰 小学 张家界 张家界崇实小学北校 二等奖

21 科教发明 热传导演示器 周永香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金慈小学 二等奖

22 科教发明 安全健康净水剂发明设计 彭京斌 高中 张家界 张家界一中 二等奖

54 科教制作 简易多功能演示实验用具 康志良 高中 长沙 宁乡县十三中 二等奖

57 科教方案 我爱科技，科普进校园 林召明 初中 长沙 宁乡县白马桥中学 二等奖

58 科教方案
“蚯蚓”行动——班级垃圾分类回收科普实
践活动科教方案

王普献 初中 长沙
宁乡东湖塘镇西冲山中
学

二等奖

59 科教方案 走近创客体验创新 谢延昭 高中 长沙 宁乡四中 二等奖

61 科教发明 串联式智慧课桌椅 陈泽锋 高中 长沙 长沙县第三中学 二等奖

63 科教方案 环保分类  从我做起 潘彬彬 小学 长沙 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二等奖

65 科教方案 校园植物伴我行 肖慧萍 小学 长沙 岳麓区博才咸嘉小学 二等奖

66 科教方案
塑料制品的分类使用及污染状况调查科技教
育方案

王婷婷 小学 长沙 高新区虹桥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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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科教方案 青少年航天科普教育方案 刘章平 小学 长沙 宁乡县金洲中小 二等奖

72 科教方案
社区学校周边环境噪声环境的调查和控制对
象

章孟阳 初中 长沙
宁乡县灰汤镇偕乐桥中
学

二等奖

73 科教方案 用创新点缀人生，让科技融入理想 黄佳妮 小学 长沙 天心区沙湖桥小学 二等奖

38 科教发明 浅谈学生课外游泳训练的安全卫生常识 廖大鹏 小学 郴州
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
乡盈洞学校

三等奖

39 科教发明 肥胖与减肥方法及其在体育中的应用 廖大鹏 其他 郴州
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
乡盈洞学校

三等奖

40 科技制作 自制简易多用演示实验装置 邓建华 小学 郴州 郴州市第五完全小学 三等奖

41 科技制作 音调高低与滑轮装置组合多功能演示器 邓建华 小学 郴州 郴州市第五完全小学 三等奖

42 科技制作 电磁式牛顿第二定律演示仪 陈红霞 高中 郴州 郴州市桂阳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43 科技制作 二氧化碳综合实验装置的设计与应用 王志坚 初中 郴州 郴州市嘉禾县第五中学 三等奖

44 科技制作 近、远视形成及矫正演示仪 刘烈刚 初中 郴州
郴州市永兴县长郡文昌
中学

三等奖

45 科教方案
“发展职业教育，营造科技校园” 暨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活动方案

邓水洪 其他 郴州
郴州市永兴县职业中专
学校

三等奖

47 科教方案 简易快速星座识别仪 曾水丽 小学 郴州 郴州市宜章县第九中学 三等奖

84 科教方案 对我市儿童福利院运作情况的调研 尹尚春 高中 衡阳 常宁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85 科教方案 初探农村小学科技创新之路 綦恒柏 小学 衡阳
衡阳县关市镇盘石完全
小学

三等奖

86 科教方案 儿童生理、心理特征及应对策略 李跃进 小学 衡阳
祁东县鼎兴特色教育小
学

三等奖

89 科教发明 防洪应急挡板模型 陈新连 小学 衡阳 耒阳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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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科教方案 水可以堆起来吗？ 刘  婕 小学 娄底 娄底市第三完全小学 三等奖

80 科教方案 神奇的水球 聂伟泽 小学 娄底 娄底市第三完全小学 三等奖

83 科技制作 浮沉演示仪 邹红麟 小学 娄底
冷水江市冷水江街道办
事处中心学校

三等奖

96 科教方案 测量物理的浮力试验课改进方案 胡征平 小学 邵阳
邵阳市双清区白马田学
校

三等奖

98 科教方案 开展科技活动 培养创新精神 杨冬玲 高中 邵阳 绥宁二中 三等奖

99 科教方案
校园内移动基站的建立风波引起的对无人机
关系的探究

黄友初 高中 邵阳 新邵八中 三等奖

1 科教发明
建设路学校参观湘电风能科技教育实践活动
方宏

王  红 小学 湘潭 湘潭市建设路学校 三等奖

118 科教发明 探究蜜蜂酿蜜过程积极学习“蜜蜂精神” 梁  超 小学 湘西 吉首市第二小学 三等奖

120 科教方案 武陵林海寻珍定格美丽倩影 叶光亚 小学 湘西 吉首市雅溪小学 三等奖

121 科技制作 拱的新型组合学具 陈  湘 小学 湘西 吉首市第二小学 三等奖

125 科教方案 流体压强与流速演示仪改进 刘顺国 其他 湘西
泸溪县石榴坪乡中心完
全小学

三等奖

26 科教发明 助卸翻斗车 胡牧虹 小学 益阳 三堂街镇完小 三等奖

27 科技制作 折叠伸缩式免测半径教学演示器 熊吉秋 小学 益阳 东坪镇完小 三等奖

30 科教发明 城市微农业物联网系统研究与开发 周  权 小学 永州 冷水滩区舜德小学 三等奖

31 科教发明 毛细虹吸传水在盆栽花卉中的应用 邓春艳 其他 永州 冷水滩区舜德小学 三等奖

34 科教发明 室内排水管下水道新型防漏设计及安装 唐丽玲 其他 永州 永州一中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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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科教方案
道县中小学校园推广塑胶跑道的可行性分析
研究方案

尹国胜 高中 永州 道县一中 三等奖

7 科教方案
探索我市农村公办学校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出
路的研究

许  跃 其他 岳阳 汨罗市四中 三等奖

9 科教方案 浅谈农村小学如何有效开展科学实验教学 赵  峥 小学 岳阳 华容县桥东小学 三等奖

10 科教方案 我在小学科学教学中是如何改进实验设计的 刘勇新 小学 岳阳 华容县万庾中心小学 三等奖

11 科教发明 智能洗鞋机设计 吕  蔚 初中 岳阳 君山区采桑糊中学 三等奖

12 科技制作 浅谈怎样上好小学科学课 杨  玲 小学 岳阳 平江县伍市小学 三等奖

14 科教发明 不会对眼睛产生水雾的口罩 陈  南 小学 岳阳
岳阳楼区现代教育技术
中心

三等奖

17 科教发明 一种束腰带连体衣裙及浮力金腰带 洪佳恒 初中 张家界
慈利三官寺土家族乡中
学

三等奖

20 科教方案 走进慈利打硪号子 詹惠民 小学 张家界 慈利县一完小 三等奖

23 科教发明
锁内线路开关+摩托车双向报警器=可防盗的
木门

王  超 初中 张家界 慈利县第四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24 科教发明 调温开关在插座板上的妙用 陈  萍 初中 张家界 慈利县一鸣 三等奖

52 科教方案 “幸福的味道”手工作品展活动设计 胡玉玲 小学 长沙 芙蓉区育英西垅小学 三等奖

55 科教制作 动态等高线模型 胡学峰 初中 长沙 宁乡县碧桂园学校 三等奖

67 科教方案
鸡年不能吃鸡？--“关注H7N9型禽流感”科技
教育方案

贺   娟 小学 长沙 高新区雷锋小学 三等奖

69 科教制作 电动机正反转教学用具 陈志国 高中 长沙 宁乡县职业中专学校 三等奖

70 科教发明 一种旋转推拉窗 易跃红 高中 长沙 宁乡十一中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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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科教方案 探秘湖南新名片--长沙磁悬快线 张   贝 小学 长沙 天心区仰天湖小学 三等奖

76 科教方案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以小
学信息技术Scratch校本课程为例

周为峰 小学 长沙 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三等奖

48 科技制作 自制多功能电磁演示仪 罗玉林 初中 株洲 炎陵县鹿原镇学校 三等奖

50 科教方案 让农村山区孩子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成长 罗玉林 初中 株洲 炎陵县鹿原镇学校 三等奖

51 科教方案 对《湘教版四年级科学教材》的改进 张英慧 小学 株洲 攸县菜花坪中心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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