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青少年科技创意获奖名单

一等奖30项

区（市） 项目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单位 指导教师

市北区 如何让车停得更方便 申传玉 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 徐华清

市北区 防静电鞋 袁熙宸 青岛重庆路第三小学 林  慧

胶州 防溺水定位救生手环 高宁 胶州市杜村小学 刘  晓

市北区 投影练字笔 惠轶 青岛宁安路小学 张玉蕾

市北区
基于低温等离子技术构建智慧校园空气消
毒系统

申浩冉 青岛开平路小学 吴  莹

西海岸新区 光能充电手机壳 邵梓洋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韩翠花

即墨 人工智能闹钟 郭蔓萝 青岛蓝谷小学 鲁前前

胶州 无限伸缩水杯 王迈 胶州市向阳小学 刘江波

即墨 一米背包
苏名锐
齐金诚

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巉山小学 于美艳

市南区 斑马线智能光柱 郑昕奕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邹明飞

西海岸新区 围棋棋盘的改良—智能围棋棋盘 陈禹江 青岛西海岸新区星光岛小学 魏宗香

市南区 电子智能体温卡 陈轩铭 青岛太平路小学 曾庆爽

西海岸新区 多功能电动清凉伞 王子翔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小学 焦  丽

西海岸新区 智能化多功能小台灯 秦永康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朱  娜

市北区 多功能课桌辅助架 邢相凯 青岛寿光路小学 席燕霞

市北区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终端酒驾云测系统 赵子涵 青岛开平路小学 田  媛

市南区 智能快速交通路口信号系统 苏奕菲 青岛香港路小学 许爱然

市南区 紫外线消毒扫地机器人 史星冉 青岛德县路小学 王斯文

西海岸新区 新型智能心脏急救衣 李想 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中学 苏银栋

市北区 青岛海滨浒苔污染综合清理机 刘臧羽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曲  辰

直属 智能母婴箱创意设计书 赵海钰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张  菊

直属 感应式紫外线消毒盒 李小桐 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王  莹

市北区 手机伴侣一种编写手写板充电宝 张真浩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曲辰

直属 安全脚踏消毒设施 刘子骏 青岛第三十七中学 王红军

直属 关于一种辅助滴眼药水装置的创意设计 谢秉起 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曲泽华

直属 万能器皿清理刷 冉贺祥 青岛第二中学 宫恩超

直属 一种应用于医学诊断领域的氨气检测仪 李佳崧 青岛第十五中学 张晓梅



直属 新型个人密码存储器 徐艺珊 青岛第二中学 穆  青

胶州 可调节度数的眼镜 蒋鑫月 胶州市第二中学 刘 璇

直属
溶解氧传感器—物联网技术在改进种间关
系实验中的应用

陆涵宁 青岛第十九中学 张  淼

二等奖29项

区（市） 项目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单位 指导教师

市北区 安静的小书屋 张仲凯 青岛寿光路小学 刘  斐

城阳区 可穿戴式小学生智能安全帽机器人 赵华山 青岛城阳区空港小学 张会利

西海岸新区 无接触红外线洗手液自动泵出装置 付铭哲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韩  芳

胶州 市政井盖危险光影提示器 王新宇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张国英

市北区 学生护航系统 法子翰 青岛寿光路小学 刘  斐

市北区 塔式光热海水淡化系统 杨锐 青岛宁安路小学 乔  焜

市南区 电蚊服 王子豪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田  慧

平度市 智能火锅升降器 杨君易 平度市东阁街道胜利路小学 代伟坤

西海岸新区 学生安全报警鞋 孟繁胜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庄兴莲

西海岸新区 智能垃圾桶 高嘉琪 青岛西海岸新区兰亭小学 杨丽丽

胶州 创意“口哨”口罩 王海容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总校（集团） 王明森

市南区 新型红绿灯 王俊淞 青岛榉园学校 刘  坤

市北区 防疫雨伞 马嘉宝 青岛开平路小学 杜  蕾

崂山 可调温杀菌的医疗服 王嘉泽 青岛市崂山第二实验小学 王  斌

西海岸新区 同心手环-一键应急手环 刘瑾熙 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 管琳琳

市南区 隐藏式口罩防护帽 张峻诚 青岛天山小学 王洪雁

直属 起锯导正装置 程家麒 青岛中学 顾哲荣

市北区 冷热兼施奇味杯 张旭方 青岛第五十中学 孙贤惠

市北区 新型手机抗菌消毒清洗剂的研制 夏浥晨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曲  辰

西海岸新区 支持新冠疫情防控的多功能学生手表 亓佳元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张瑞梅

直属 防触电自动收缩电热水壶底座 栾天煜 青岛中学 顾哲荣

西海岸新区 多功能安全插座 刘诗语 青岛西海岸新区外国语学校 张金荣

直属 手电筒多用途台灯 李龙靖 青岛第六十八中学 张培喜

平度 自动检测门把手 杜睿临 平度第一中学 吕亚平



直属 便携式输液器 徐硕 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蓝文平

平度 新型汽车照明系统远近光自动调节技术 夏予昊 平度第一中学 张建斌

平度 一种可循环的衣物纤维 任俊毅 平度第一中学 张锡英

直属 萌动垃圾箱 毕梦如 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邢雪梅

直属
自动感应可升降隐形防儿童坠落窗外防护
栏

王梓莹 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李迎春

三等奖41项

区（市） 项目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单位 指导教师

市北区 重力感应节水马桶 杨辰阔 青岛寿光路小学 法  睿

胶州 智慧斑马线 范梓豪 胶州市香港路小学 徐春霞

市南区 LSH24型救护车模型设计 刘书豪 青岛香港路小学 杨  静

李沧区 微型涡轮机单人飞行器 马文彬 青岛永和路小学 王  珍

平度市 智能坐姿矫正灯 柳依依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张丽丽

城阳区 自动整理书的书架 周璐 青岛城阳区流亭小学 袁  帅

西海岸新区 骑行多功能取暖装置 迟显林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潘光洁

城阳区 自动瓜子剥皮机 司政翰 青岛城阳区流亭小学 袁  帅

即墨 月相形成模拟实验 于沁何 即墨区第一实验小学 卢中学

即墨 超级水杯 刘宝滟 青岛蓝谷小学 林云岗

即墨 熊猫式多功能书包 李一帆 青岛蓝谷小学 杨  茜

市南区 防潮调料瓶 陈宥升 青岛嘉峪关学校 毕  雪

即墨 超能笔盒 高子木 青岛蓝谷小学 杨媛丽

平度市 智能垃圾分类桶 邵子轩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曹文娟

崂山 便携式真空吸盘提手 王子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 陈志刚

胶州 代步多功能书包 赵瑞祥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商盼盼

平度市 全自动生态大棚 杨萌萌 平度市古岘镇古岘小学 柴聪聪

市南区
我给眼镜、钥匙打电话——傻瓜模式下的
蓝牙蜂鸣寻物器

赵浚淇 青岛文登路小学 张  艳

崂山 便携式水射流切割机 王承瀚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 张  鹭

城阳区 爱心指南针笔 曲程程 青岛城阳区流亭小学 田  雨

西海岸新区 城市潮汐车道智能柔性隔离桩 王艺斐 青岛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小学 薛  蕾

即墨 室内无接触运输车 杨  硕 青岛大学即墨实验学校 于晓琦



市南区 可以测量体温的校车 庞  熹 青岛银海学校 高  姝

崂山 防风寒智能窗 王涵钰 青岛市崂山第二实验小学 王  斌

崂山 水路空三栖汽车 赵轶博 青岛市崂山第二实验小学 王  斌

市北区 导电玻璃的魔幻应用 王天硕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曲  辰

西海岸新区 大巴车智能行李厢 张然昱 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中学 苏银栋

市北区 魔法能量变变灯 马睿锴 青岛第五十中学 孙贤惠

直属 基于声纹识别的人工智能技术 闫  羽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马富庆

直属 “飞龙号”飞天汽车 孙佳铭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王久俊

市北区 监督学习机 徐栋昌 青岛第五十中学 孙贤惠

市北区 关于汽车等驱动设备能源利用的创意 朱子熙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曲  辰

西海岸新区 预防近视的桌椅 孙昊然 青岛西海岸新区柳花泊初级中学 薛世从

市北区 特斯拉手机 宁佳昕 青岛第五十中学 孙贤惠

直属 多功能物理实验柜 谢晓东 青岛第十五中学 邱若东

直属 一种循环往复式晒青装置 杨程凯 青岛第一中学 赵万伦

胶州 雨水高跷 高萌 胶州市第二中学 李 波

西海岸新区 学生健康坐垫 孟桓玉 青岛西海岸新区致远中学 吴兴龙

平度 多功能户外水杯 夏晨铭 平度第一中学 张秀智

胶州 盆土湿度.养分控制器 张宇轩 胶州市实验中学 赵后明

平度 多功能水杯 史聪聪 平度第一中学 于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