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者 学段 所在学校
辅导
教师

地市 等级

1 卫生间节水系统
王杨华
烨

小学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校 高俊霞 太原 1

2 变色的标签纸 曹淦暄`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校 王玲 运城 1
3 灯光拍照报警笔 杨琳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赵彩瑛 阳泉 1
4 助盲鞋 武思锐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夏丽珍 阳泉 1
5 真空隔音墙 李仰朔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校 介立婷 运城 1

6 环保自动调光玻璃窗
付垚
寇诗卿

小学 忻州市实验小学 张丽萍 忻州 1

7 圆梦多功能潜望镜 杨一石 小学 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小学 薛晓霞 太原 1
8 GPS定位钥匙扣 李珈辉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王秀丽 阳泉 1
9 电动螺旋桨空气动力赛车 孙嘉梁 小学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忻州 1
10 多功能轮椅床 白天炀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杨慧琴 阳泉 1
11 多功能洗车烘干一体机 刘 佳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陈彩霞 阳泉 2
12 我要盲人读书 张迎泽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校 裴春红 运城 2
13 太空垃圾收集器 申哲丞 小学 平陆县实验小学 杨雷栋 运城 2
14 吸附的筷子 郭扬帆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校 王玲 运城 2
15 自动古筝指套 田 天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高智梅 阳泉 2

16 巧当家环保厨具设计
邓宇飞
郭炳瑞

小学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校 侯百慧 太原 2

17 电子灭蚊纱窗 张翼博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王娟娟 阳泉 2
18 掌中宝电风扇 路博斐 小学 运城市明远小学 陈彩虹 运城 2
19 太阳能家庭号直升机 南亚宏 小学 忻州市实验小学 蔺雁飞 忻州 2
20 感应黑板 史加忱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高爱红 阳泉 2
21 防雾霾伞 代文琦 小学 阳泉市矿区赛鱼小学 阳泉 2
22 电动小车 张正麒 小学 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忻州 2
23 过滤真空保温泡茶杯 李皖龙 小学 阳泉市新华小学校 周愚如 阳泉 2
24 多余光能、噪音收集器 郭泰然 小学 平陆县实验小学 李小超 运城 2
25 滑翔机 聂文凯 小学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张效华 忻州 2
26 智能雨伞 景家豪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校 李瑞娜 运城 2
27 投石器 王思羽 小学 运城市明远小学 陈彩虹 运城 2

28 创意笔筒“生命在于运动”
李雪薇
田可为

小学 太原市杏花岭区享堂南街小学 王鹿 太原 2

29 飞翔的海鸥 鲁静怡 小学 忻州市保德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建军 忻州 2
30 未来的新型书包 董冰喆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校 介立婷 运城 2
31 高科技台灯 樊轶晨 小学 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小学校 徐文婷 太原 2

32 创意笔筒“长城”
郝帅
王良超

小学 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校康建华 太原 2

33 节能台灯 朱家煜 小学 运城市明远小学 陈彩虹 运城 2

34 童趣百变收纳柜
刘子涵
陈景坤

小学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校 侯百慧 太原 2

35 贴心手机壳设计
王泽鑫
田洁晨

小学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校 高俊霞 太原 2

36 防翻栏杆器 马睿婕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赵丽琴 阳泉 3
37 控制睡眠机 杨济诚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高爱红 阳泉 3
38 懂分类的垃圾箱 赵雅鹏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白亮 阳泉 3
39 多功能安全帽 孟楠理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白亮 阳泉 3
40 自动翻洗式地板 徐子昂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刘丽丽 阳泉 3
41 会发出警报声的包 刘睿敏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黄玉林 阳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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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动传热路面 傅嘉俊 小学 阳泉市新华小学校 周丽珍 阳泉 3
43 助殘多功能智能保姆式轮椅 王钟汉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续雅红 阳泉 3
44 智能消防救援机 王钟汉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王宝霞 阳泉 3
45 智能晾衣架 侯嘉怡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冯娇 阳泉 3
46 无痛手术刀 赵保亮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索月梅 阳泉 3

47 智能小怪兽
贾帏濠
狄昌睿

小学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校 侯百慧 太原 3

48 “漏斗式”花盆接水器 刘博 小学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翟星转 阳泉 3
49 冬暖夏凉被 张家睿 小学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翟星转 阳泉 3
50 到不了的牙刷 杜雨轩 小学 晋城市天诚科普俱乐部 王鑫 晋城 3

51 酷酷拉杆箱
刘容毓
王佳豪

小学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校 高俊霞 太原 3

52 成才双人卡通课桌
李学奇
翟振旭

小学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校 高俊霞 太原 3

53 多功能绿篱带修剪机 孙榕贤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刘晓娟 阳泉 3

54 旅乐便携餐具设计
徐文超
谢金城

小学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校 侯百慧 太原 3

55 多功能筷子 郑方园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曹学红 阳泉 3
56 神奇的衣服 钮姝妍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校 任巧玲 运城 3
57 煮鸡蛋的奥秘 王炜哲 小学 晋城市城区凤阳小学 王桂琴 晋城 3
58 “书香”笔筒 崔渊皓 小学 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校乔希俊 太原 3
59 智能收衣机器人 赵羽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白改平 阳泉 3
60 万花筒 张福来 小学 忻州市保德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建军 忻州 3

61 王者城堡笔筒
蒋艺杰
温子涵

小学 太原市第五十一中学 郝燕芳 太原 3

62 拖鞋 杨景伸 小学 忻州市保德县第二实验小学 王敏 忻州 3
63 祖国生日快乐 高进凯 小学 忻州市保德县第二实验小学 王敏 忻州 3
64 多功能代教机 王远怡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曹学红 阳泉 3
65 清雪机 周凯文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白亮 阳泉 3

66 万能笔筒
王明好
原梦怡

小学 太原市第五十一中学 郝燕芳 太原 3

67 神奇的滑梯 智瑜瑾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校 裴春红 运城 3
68 整理箱 张斐雅 小学 运城市明远小学 陈彩虹 运城 3
69 冬暖夏凉的外套 贾晋超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常 丽 阳泉 3
70 新型储钱罐 刘一迪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校 常菊玲 运城 3

初中组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者 学段 所在学校
辅导
教师

地市 等级

1 一种带间隔锯齿的胶带 程齐寰 初中 晋城市城区北石镇初级中学校 申国平 晋城 1

2 《子弹头越野车2.0版（改进型）》
曹晓巍
郭文涵

初中 太原市第二实验中学
张旭君
白志红

太原 1

3 大白灯
刘宇超
石靖雯

初中 太原市第十三中学校 王洁琼 太原 1

4 一种双刃刀
李傲雪
李乐南

初中
晋城市陵川一中
晋城市陵川三宝中学

申国平 晋城 1

5 小鹿床头灯
张俊宝
李佳悦

初中 太原市第十三中学校 王洁琼 太原 1

6 多功能碗 牛宇杰 初中
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
第一初级中学校

张杰峰 太原 2

7 多功能旋转台灯 丁方明 初中 太原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宋 乾 太原 2
8 定时浇花器 陈亚兴 初中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关红霞 晋城 2
9 自制可控泡沫灭火器 牛熙苒 初中 晋城市天诚科普俱乐部 王鑫 晋城 2



高中组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者 学段 所在学校
辅导
教师

地市 等级

1 疾风 小汽车 郭宇航 高中 太原市第五十六中学校
赵志强
王孟转

太原 1

2 创意背包 张亚鹏 高中 太原市第十一中学校 宋淑梅 太原 1
3 汽车手刹自动装置 崔媛 高中 晋城市陵川一中 申国平 晋城 1
4 海空两栖飞船 张仁 高中 太原市第十一中学校 郝锦 太原 1
5 自制传统特斯拉线圈 闫宇彬 高中 太原市实验中学 胡志强 太原 1
6 一中汽车紧急事故处理装置 靳凯凯 高中 晋城市陵川一中 申国平 晋城 1
7 自动变焦眼镜 韩诗洲 高中 阳泉市第十一中学校 吕汉恩 阳泉 1
8 《新型安全帽》 周曹阳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卫国旗 临汾 2
9 一种基于化学平衡的发电机 秦宇鹏 高中 晋城市陵川一中 申国平 晋城 2
10 《自卸车大箱改装》 曲文颖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卫国旗 临汾 2
11 无人付款设计 严泽越 高中 运城中学 曹文仙 运城 2
12 《关于太阳能节水设想》 张斌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卫国旗 临汾 2
13 《“不倒翁”电脑打字架》 许嘉璐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南仰星 临汾 2

14 《太阳能放热笔》
张怡帆
赖晓军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卫国旗 临汾 2

15 Tesiro小汽车 
郝魏栋
牛新宇

高中 太原市第五十六中学校
赵志强
王孟转

太原 2

16 彩虹章鱼 梁馨书 高中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狄辉 太原 2
17 道远多功能玩具垃圾桶 杨宏超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利萍 太原 2
18 音乐集结号 李佳烜 高中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狄辉 太原 2
19  Dream·梦 环保汽车 段御启 高中 太原市第十一中学校 宋淑梅 太原 2
20 旋钮式瓶塞快速加装器 梁旭航 高中 太原市实验中学 孟志远 太原 2
21 益视迷宝笔筒台灯 张志文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利萍 太原 2
22 智能茶几 王宇烽 高中 山西省知达常青藤中学校 狄辉 太原 2
23 绿园 王雨薇 高中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狄辉 太原 3
24 《脑电波式控无人机》 郭佳喜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卫国旗 临汾 3

25 智能节能开关
马聪
崔媛

高中 晋城市陵川一中 申国平 晋城 3

26 《自行车多功能手电》 常学泽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卫国旗 临汾 3
27 《多功能清洁器》 安智文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都红梅 临汾 3

28 真空排污马桶 裴行宇 高中 古交市第一中学校
张永红
冯晓

太原 3

29 《扩音手机壳》 常原彰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卫国旗 临汾 3
30 《换位式水箱发电机》 张宇森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王静静 临汾 3

31 《电动/太阳能取暖加热保温杯》
程惠仪
钟乐平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卫国旗 临汾 3

32 《多米诺骨牌的回收》 宁信哲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都红梅 临汾 3

33 多功能椅子
温景涵
余欣雅

高中 太原市第五十六中学校
赵志强
王孟转

太原 3

34 自制电路板洗铜装置 冯雨琦 高中 太原市实验中学 胡志强 太原 3
35 科创多功能创意闹钟 吴帅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利萍 太原 3

36 《脑电波感应式智能闹钟》
薛佳乐
董佳

高中 临汾市曲沃中学 张素峰 临汾 3

37 多功能椅梯 郭龙峰 高中 太原市第六十中学校 郭汝平 太原 3
38 旋转收纳书架 王晓鑫 高中 山西省闻喜中学校 王泽玉 运城 3
39 迷巧便携式笔筒台灯 张睿志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利萍 太原 3
40 The Century Desk 李 颖 高中 太原市第十一中学校 蔚婕 太原 3
41 起帆多功能笔筒台灯 李阳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任保国 太原 3
42 手持式火箭发射器 王宇轩 高中 太原市实验中学 孟志远 太原 3
43 新型订书机 栾思敏 高中 太原市实验中学 孟志远 太原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