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次 项目名称 学科 个/集 获奖者 所在学校 学历 辅导老师 备注

婴幼儿智能安全防护风扇 工程学 个人 王静文 龙岩市第八中学 初中 欧雪峰 汤小琴 陈德富 送省

带提醒装置的盲人水杯 工程学 个人 卢天南 漳平市第三中学 初中 邓其辉 张春燕 卢国强 送省

在线教学问答统计深度学习分析

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

信息技术

集体 王  昊  谢邦林 龙岩市第二中学 高中 吴靖骅 送省

基于太阳能的室外消防栓防撞警

示装置

工程学 个人 马晓伟 永定区第三初级中学 初中 范  明 陈奎灿 游庆婷 送省

基于移动APP智能配电远程控制

家居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

信息技术

个人 陈作源 龙岩市第二中学 高中  张  靖 曾祥飞 送省

课堂分组讨论MyChat软件

计算机科学与

信息技术

集体 吴欣唐 陈志琰 漳平市第一中学 高中 陈  婕 李桂亮 林玉惠 送省

氧气制备中催化剂的验证和氧气

附件一：

 第十三届龙岩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学生创新项目获奖名单（  120 项）

氧气制备中催化剂的验证和氧气

性质实验创新设计

化学 集体 林敏倩 李慧灵 何坤烨 武平县实验中学 初中 林师龙 温超峰 梁添辉 送省

含氮主要化合物间转化反应实验

装置微型化设计

化学 集体 朱  棋 黄鑫颖 长汀县第二中学 高中 王乃麒 邱  爽 送省

种子萌发时释放能量实验的思考 植物学 个人 钟可欣 武平县第三中学 初中 谢小军 谢红莲 修冠荣 送省

关于长汀垃圾分类状况的调查与

建议

社会科学 集体 邹泽凯 赖  越 黄文炎 长汀县第一中学 高中 吴富林 送省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芷溪古村旅

游开发路径探究

社会科学 集体 杨徵辉 黄志翔 黄  浩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陈冰华 吴  烽 黄炎生 送省

客家青狮制作及表演技艺传承情

况调查研究

社会科学 集体 黄  斌 江天霖 张孟华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吴  烽 魏火旺

关于白色污染的调查报告 社会科学 集体 丁一丞 丘寻章 范秀梅 长汀县第一中学 高中 吴富林

连城县水南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情况调查与思考

社会科学 个人 罗维佳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杨  芳 陈寿楷 送省

一

等

奖

︵

30

项

︶



汀江考察记--从航运通道到绿色

走廊

社会科学 个人 钟丽媛 武平县第二中学 高中 童燕芳 钟汉尧 陈常青 送省

城镇居民环保袋使用情况调查 社会科学 集体 林宇君 黄  敏 林依煊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陈丽琴 罗金英

关于共享单车占用非机动车道问

题的研究

社会科学 个人 林逸菲 龙岩市第一中学 高中 张冬霞 送省

磁性水管清洁刷 技术与设计 个人 李嘉琪 龙岩紫金山实验学校 小学 陈丽妹 郑艳红 陈健玲 送省

铲碎石铁锹的省力装置 技术与设计 个人 王  婷 上杭县溪口中心小学 小学 张团和 卢雪梅 送省

智能降温杯架 技术与设计 个人 王  元 龙岩市实验小学 小学 陈  美 王丽莹 王立群 送省

热反哺式多功能奶瓶恒温套 技术与科学 个人 张智樱 永定区实验小学 小学 曾秀珍 兰碧云 送省

太阳能安全头盔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卢德川 龙岩市凤凰小学 小学 杨桂凤 陈水妹 送省

露台雨水自动遮挡与收集利用装

置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周昕睿 龙岩市实验小学 小学 陈  美 傅小欢 谢龙斌 送省

置

便于叉车作业的展翼式防水车厢 技术与设计 集体 谢允朵 曾杰曦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张春燕 卢国强 李巧菲 送省

一种加快开水自动冷却的简易装

置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陈泽浩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竭幼菊 苏小龙 邓寿东 送省

新型汽车座垫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张景泓 连城县新泉中心小学 小学 张  鸣 送省

简易机械陀螺仪平衡车原理演示

装置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邓浩辰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陈淑玲 邓其辉 俞金烈 送省

直角变向套筒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陈瑾晔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陈桂玉 苏小龙 卢国强 送省

循环净化清洁竹筒养鱼槽 技术与设计 个人 苏程希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李美娟 卢国强 吕海燕 送省

餐厨垃圾简易分离收集装置 技术与科学 个人 孔  铖 永定区实验小学 小学 兰碧云 陈晓华 送省

定量探究安培力大小及方向实验

装置的创新设计研究

物理学 个人 林雨玥 永定县第一中学 高中 王丽艳 王仲年 送省



对分组实验器具的模块化、气密

性、喷头、接口和开关控制器的

创新制作

物理学 个人 林祖毅 长汀县第三中学 初中 王素雯 罗春春 戴文英 送省

艾叶精油提取及手工皂的制备 化学 个人 刘奕池 上杭县紫金中学 初中 邢丽丽 王巧丽 送省

新泉美食行业发展情况调查与思

考

社会科学 个人 张梦君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吴  烽 张  鸣 送省

 高中生网络消费行为与消费心

理调查分析

社会科学 集体 罗  鑫 张小云 林建晨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周日生 吴先南

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情况调

查（以芷溪为例）

社会科学 集体 黄玮琪 林金锋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杨  芳 罗家康

学生课桌多功能置伞架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钟伊柔 武平县实验小学 小学 钟文天 黄春凤 赖宣荣 送省

光沿直线传播实验仪 技术与设计 个人 杨  鑫

武平县教师进修学校附

属小学

小学 陈  旺 钟  斌 赖玉聆 送省

用风扇电路制作的遥控及定时关

机插座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邓雯玲 连城县芷溪中心小学 小学 张惠华 送省

验证蜡烛燃烧产物的一体化便捷

设计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张嘉航 长汀县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刘  姝 刘琴瑛 赖力榕 送省

设计

环保实用黑板擦 技术与设计 个人 曾子轩 长汀县汀州小学 小学 余五金 曾素梅 送省

非牛顿液体减速带再改进 物理学 集体 董俊涛 朱  棋 长汀县第二中学 高中 袁金秀 王乃麒

Emerald-组件化 UI与游戏框架

计算机科学与

信息技术

个人 陈志琰 漳平市第一中学 高中 李桂亮 陈  婕 陈德炎 送省

高空位移装置 工程学 集体 苏斯琪 曹依娜 廖建钧 漳平市第一中学 高中 陈  婕 邓文婕 廖桃梅

借力H型试管剖析对比实验的创

新研究

化学 集体 胡博涵 华  语 彭曼真 长汀县第二中学 初中 张聪伟 李晓冬 董成荣 送省

验证微粒不断运动的环保型实验

装置

化学 个人 李聪迅 武平县实验中学 初中 林师龙 邱慧婵 罗景来

千年古巷增颜值  厚重底蕴添内

涵

社会科学 个人 钟瑾颐 武平县第三中学 初中 曾德添 谢红莲 刘建辉

高中学生会运行情况调查与思考 社会科学 集体 罗家宏 魏思洁 曹中桢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李圣昌



冠豸山景区周边民宿经营情况调

查与思考

社会科学 集体 李柏薇 罗  沁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童  韬 魏火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调查分析

（以水北村为例）

社会科学 集体 张叶菁 沈可莹 江继雄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杨华国

乡村振兴背景下功能农业发展思

路研究（以连城富硒产业为例）

社会科学 集体 曾永亮 陈聚梅 杨昌锦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陈  烨

唱响龙车红色旅游旋律，助力当

地乡村振兴战略

社会科学 集体 杨  越 陈建炜 陈俊源 漳平市第一中学 高中 陈  婕 苏  敏 陈  芳

人工林套种蜜源植物增加中华蜜

蜂种群密度的模拟探究

社会科学 集体 卢天南 刘涔晰

漳平市第三中学、漳平

市第二中学

初中 卢国强 叶国勇 卢丽彬

防入侵预警器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钟慧琳 武平县平川中心学校 小学 钟秀娣

摩托车挡板折叠屏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冯家霖

武平县实验小学河东分

校

小学 钟天文 钟喜昌 练慧敏

脚踩水平偏转垃圾盖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陈瑜哲 龙岩市实验小学 小学 陈  美 陈仙红 傅小欢

一种豆沙混合分离演示器 技术与科学 个人 赖怡暄 永定区实验小学 小学 简丽珍 卢晓霞

二

等

奖

︵

40

项

︶

插头线极性检测装置 技术与设计 个人 方文彬 武平县永平中心学校 小学 兰如根 刘  洁 兰莉莉

隧道“小火车”-通电螺线管磁

场效应小玩具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黄诗乐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刘文燕 陈巧妹 苏蕉桂

梯状茶园便携式多功能采茶伞 技术与设计 集体 陈子灵 黄彦津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刘文燕 黄金发 陈湘曲

简易垃圾清扫器 技术与设计 个人 林雨萱 漳平市城关小学 小学 陈新海 卢国强

太阳能滴灌器 技术与设计 集体 林雨萱 赖宸敏 何诗雨 漳平市城关小学 小学 邓松兴 李  霞

婴幼儿多功能刮水果泥勺 工程学 个人 余翔浩 永定区城关中学 高中 卢志英

基于无人机的学生做操出勤人数

统计

计算机科学与

信息技术

个人 陈作源 龙岩市第二中学 高中 曾祥飞 张  靖

加热碳酸氢铵的实验改进 化学 个人 代安迪 武平县实验中学 初中 林师龙 谢耀祥 钟永德



探汀之味—酿豆腐的奥秘及改进

建议

社会科学 集体 黄衍熙 温嘉慧 张梅珍 长汀县三洲初级中学 初中 王小冬 曾宪琰 王金铃

关于汀州古迹保护的调查报告 社会科学 集体 梁艺馨 童忠焜 林彦馨 长汀县第一中学 高中 吴富林

防渗水雨伞收集架 技术与科学 个人 沈子煜 永定区实验小学 小学 陈晓华 曾秀珍

蚊香、鞭炮吓赶野猪的神器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邓怡华 上杭县中都中心小学 小学 刘利英 张文钦 张声恪

多功能式花架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陈杨丽 漳平市象湖中心学校 小学 游秀岩 陈文辉

具有防臭功能的干鞋机 工程学 集体 卢天南 李清扬 漳平市第三中学 初中 卢国强 程永生 陈小火

有驼背矫正功能的偏心振动按摩

仪

工程学 集体 华通益 华  铠 林钰婷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罗家康 周日生

新型好用易收纳雨衣 工程学 个人 黄梓洋 长汀县第二中学 初中 王小冬

多功能自行车雨衣 工程学 个人 阙林坤 永定区第三初级中学 初中 范  明 范贺春 曹彩芬

空调冷凝水清洗黑板装置 工程学 个人 华崇基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巫增仁

便携式自动洗头机 工程学 集体 杨家铿 王浩然 许文瑞 漳平市第一中学 高中 陈  婕 李  超 苏  敏

按压回弹式板栗开口装置 工程学 个人 梁兴涵 长汀县第四中学 初中 陈仰进

智能健康小助手 工程学 集体 蓝钰福 蓝文博 王  谊 武平县第一中学 高中 王道灵 刘兰英 练红琳

电与磁之舞 物理学 集体 刘骁毅 曾  巍 钟振羽 长汀县第一中学 高中 刘成金 李  雁

蜂箱内的温湿度对蜂群的影响 动物学 集体 卢天南 易小珺 漳平市第三中学 初中 廖雪迷 邓巧玲 卢春蕉

加热氯化铵及检验其产物的实验

装置

化学 个人 林  英 武平县第二中学 高中 陈春梅 林伍连 温福麟

探究环境因素（光）对姜根状茎

生长的影响

植物学 个人 张宁钰 上杭县第三中学 初中 温润辉



家用空调增加外循环设备以健康与节能环境科学 集体 温旭凌 吴比浩 上杭县第四中学 初中 李维武

关于城市防盗窗的调查与对策 社会科学 个人 兰雨萱 长汀县第一中学 高中 吴富林

承白纸之重，继传统之美-姑田

连史纸的现状调查

社会科学 集体 李翊佳 罗怡然 巫  晶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陈冰华

濯田镇美溪村“六月六”调查研

究报告

社会科学 集体 赖焜华 刘志彬 兰文杰 长汀县河田中学 高中 吕卓霖

小区资源浪费现状调查及解决方

案--以漳平市为例

社会科学 个人 许  悦 漳平市第一中学 高中 邓文婕 廖桃梅 陈  婕

中小学教师子女接受教育及外界

看法调查

社会科学 集体 杨  葳 郭雨柔 张舒茗 龙岩市第一中学 高中 张冬霞

审美的进步——关于大众对高中

女生化妆的看法的调查报告

社会科学 集体 林超婧 刘宇环 龙岩市第一中学 高中 张冬霞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平苏

区经济建设摭探

社会科学 个人 吴凌然 武平县第一中学 高中 王胜祥 吴美玉 林立明

冠豸山景区建设管理情况调查研

究

社会科学 个人 吴玉鋆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饶智荣 童  韬

究

 芷溪黄氏家庙神奇传说揭秘 社会科学 集体 黄林伟 杨健飞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陈鹏松 傅晓英

关于网络小说改编影视化的调查

研究

社会科学 集体 罗  悦 黄鹭江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陈  烨 杨华国

战“疫”时期学生宅家学习状况

调查与建议

社会科学 个人 陈  希 武平县第一中学 高中 王胜祥 傅纪丹 林  炜

后疫情下初中生学习心理的调查

和研究

社会科学 集体 胡芷颖 廖峻平 詹  妍 永定区第三初级中学 初中 卢秀娟 简雯娟 陈玉兰

连城县锂电池产业集群建设情况

调查与思考

社会科学 集体 揭雨欣 林楚莹 黄锦烯 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中 林裕光 杨德胜

关于“私人生活安宁”的调查与

研究

社会科学 集体 曾  晖 张涵珺 廖润源 永定区第三初级中学 初中 陈小华 谢双娣

热方式剥线夹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吴羽彤 连城实验小学 小学 周莉红

多功能快速定量装袋槽 技术与设计 个人 戴欣烨 武平县中堡中心学校 小学 连满秀

三

等

奖

︵

50

项

︶



新型多功能拐杖 技术与设计 集体 林晶 黄金橙 上杭县临城中心小学 小学 赖凤鸣 张玉柱

防自来水断水应急贮水箱 技术与科学 个人 苏振图 永定区实验小学 小学 孔继琴 曾秀珍

变废为宝—吸尘器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陈俊宇 龙岩市东山小学 小学 张丽花 黄秀华 陈小玲

一种新型油汤分离勺子 技术与科学 个人 沈子宏 永定区实验小学 小学 曾秀珍 孔继琴

一种煎炸食物用的铲子 技术与科学 个人 李浩霖 永定区实验小学 小学 卢晓霞 简丽珍

一种带弹性扣罩的风扇罩篮子 技术与设计 个人 俞宸朵 龙岩市白沙中心小学 小学 陈秋虎 陈弘宇

插头长度和插头线极性检测装置 技术与设计 个人 方韦乔 武平县永平中心学校 小学 兰如根 方香珍 刘梅兴

“风的成因”实验器材改进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刘姝颜 上杭县城东小学 小学 黄春木 蓝晓芹

便携式模拟降雨实验装置 技术与科学 个人 廖建超 永定区城南小学 小学 翁晓云 游妙兰

实用喂禽器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张小玲 上杭县下都中心小学 小学 雷爱红 陈春玉

多功能创意笔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邱烽畅 上杭县白砂中心小学 小学 袁惠英

防雨水家禽喂料给水槽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陈文煌 漳平市溪南中心学校 小学 杨  燕 陈庆泉 陈必俭

氢气还原氧化铜实验改进设计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张嘉航 长汀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 赖红艳

便捷式栏杆刷子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陈文清

漳平市教师进修学校附

属小学

小学 陈雅洁 张元松 林光平

智能浇花小助手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邓淑萍 漳平市桂林中心学校 小学 林晶晶 蒋启炜 林柏珍

简易浑水过滤器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吴圣杰 漳平市城关小学 小学 郑淑惠 林爱春

自制简易发光家用风扇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陈恬璐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姜文皇 陈志铭 陈巧妹



双向智能控制系统让小区“狭路

相逢”变成“先到先行”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张育宁 长汀县汀州小学 小学 王万金

智能诱鼠器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黄艺珲 漳平市实验小学 小学 吕海燕 林柏珍 邓寿东

一种即插即用的无线家用水位控

制器

技术与设计 个人 张栩源 连城县实验小学 小学 周莉红

坐姿提醒台灯 技术与设计 个人 郑晨骏 漳平市城关小学 小学 卢炳豪 张寿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