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防崴脚高跟鞋 夏虹 小二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张巧珍 阳泉 1

2 蔬菜大棚保温改良方案 张博强 高二 忻州市第一中学 陈汉明 忻州 1

3 SA智能手套 郭宇宸 小五 阳泉市新华小学校 张国英 阳泉 1

4 土壤探测器 杨昀鹤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曾林梅 阳泉 1

5 智能垃圾桶 马学勤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1

6 全自动容器清洁器 史宇璇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高爱萍 阳泉 1

7 多功能书包 江俸安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1

8 高层楼房紧急逃生装置 董一卓 初一 令德中学 齐曙英 太原 1

9 自动读谱翻页电子书 王  嘉 小五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罗雪梅 阳泉 1

10 空气清新器 苏倩玉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常 丽 阳泉 1

11 可进行“早教”的新型多功能奶瓶 沈子渊 高二 忻州市第一中学 韩宇茹 忻州 1

12 安全出行助手 孙瑜 高三 山西省榆社中学 郭茂清 晋中 1

13 新型太空汽车 吕佳仪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常 丽 阳泉 1

14 路灯雨伞 代文琦 小六 阳泉市矿区赛鱼小学校 代建英 阳泉 1

15 未来的书包 周稹璇 小三 杏花岭区建设北路小学 郑艳霞 太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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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新型黑板擦 阴佳恺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刘晓娟 阳泉 1

17 多功能手机架 李烁伟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赵艳 阳泉 1

18 “互联网+”在老年护理中的应用 王锦雯 小五 祁县昭馀镇丰泽村小学 马学娥 晋中 1

19 会说话的书包 魏晓霞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黄玉林 阳泉 2

20 模数化插排 吴帅 高二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2

21 自动高跟平底两用鞋 康意珮 高一
忻州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

中学
候先槐 忻州 2

22 新型簸箕 李沛萱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刘晓娟 阳泉 2

23 防写错字笔 安霄旭 小六 太谷县明星小学 杨宏秀 晋中 2

24 幸福花洒 徐瑞阳 高二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2

25 智能半挂式立体停车场设计 王启诚 初二 令德中学 高燕 太原 2

26 动力装置与人体装备的结合 毋博洋 初二 令德中学 宋志贤 太原 2

27 自动检查作业机 任涛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王学梅 阳泉 2

28 空中漂浮代步机 刘思蓓 高二 山西省榆社中学 朱艳英 晋中 2

29 未来的汽车 李振涛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常 丽 阳泉 2

30 多功能超轻书包 范骐广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高丽青 阳泉 2

31 新型悬浮公交车座椅 武艺涵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高爱萍 阳泉 2

32 神奇的“乾坤包” 成星乐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2



33 多功能旱冰鞋 李敏康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索月梅 阳泉 2

34 蜗居柜 张志文 高三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2

35 万能衣服 张丽华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2

36 标充——无线充电器 闫志龙 高三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2

37 多功能笔 要诗雨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白亮 阳泉 2

38 我的发明 张颢聍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高丽青 阳泉 2

39 创意水龙头 李宇航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2

40 老人自动睡眠台灯 张宗骞 小一 山西省祁县东观小学 高雪婷 晋中 2

41 智能台灯 周碧泽 高一 运城中学 吴琪磊 运城 2

42 射频识别宠物电子围栏 李嘉昊 高一 运城中学 吴琪磊 运城 2

43 课桌空间利用装置 潘越 高一
忻州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

中学
安凤伟 忻州 2

44 暖手手套 郭俊敏 高一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2

45 防滑保暖鞋 孔翌辉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高爱萍 阳泉 2

46 我的梦和梦想 赵宇轩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高丽青 阳泉 2

47 多功能书包 张旖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黄玉林 阳泉 2

48 清理血液的纳米机器人 江雪凡 小六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2

49
手机APP解决银行排队等候

时间过长问题
武  越 高一 山西省祁县中学 李建岗 晋中 2



50 多功能台灯 王妙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张敏 阳泉 2

51 智能“松树” 丁杰 小六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2

52 遥控移动垃圾桶 吕潇然 小四 祁县第三小学 赵勇仙 晋中 2

53 实用的小磁针 欧佳辉 小四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付丽莎 阳泉 2

54 智能盲人眼镜 张嘉欣 高二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 太原 2

55 未来的未来 高芯雨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高丽青 阳泉 2

56 多功能窗帘 王馨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2

57 伸缩拖把 任思羽 小五 太谷县明星小学 杨慧青 晋中 2

58 图书馆导视机 常晟瑶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2

59 光能热水器 崔佳旺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2

60 充气式地球仪 刘一迪 小六 永济市北郊小学 常菊玲 运城 2

61 健康警枕 王御洁 小三 太谷县明星小学 张俏春 晋中 3

62 节约吸墨片 赵晶 小六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63 魔力马桶刷 魏  鑫 小三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李素珍 阳泉 3

64 模块化插座 闫世凯 高二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邢学凤 太原 3

65 神速之靴 贾晋超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常 丽 阳泉 3

66 自制织布机模型 杨蔚然 小四 忻州市保德县实验小学 张丽霞 忻州 3



67 三体之地球保卫战 吕秉睿 小五 尧都区五一西路实验小学 韩芦荟 临汾 3

68 科技仿生镜片 刘双嘉 高二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邢学凤 太原 3

69 重工业城市的守护神 申佳宁 小六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70 自动耳机 赵盈盈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白亮 阳泉 3

71 新型汽车 孟剑伟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高爱萍 阳泉 3

72 隐形眼镜 崔梦琦 小三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王娟娟 阳泉 3

73 未来的鞋子 潘慧玲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74 能活动的视力表 孙锦旸 初一 山西省寿阳县第三中学校 梁利秀 晋中 3

75 科技手套 岳宏鑫 高一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3

76 无尘黑板擦 秦昊阳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索月梅 阳泉 3

77 防泥鞋 李翔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张敏 阳泉 3

78 雨伞防滴水杯 王帅飞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3

79 多功能教室 卫佳琦 小六 永济市北郊小学 介立婷 运城 3

80 机器宠物 闫  宇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常 丽 阳泉 3

81 雨伞架 曹  悦 小三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王娟娟 阳泉 3

82 星际大巴 亢佳钰 小四 临汾市第一小学 吴杰 临汾 3

83 延伸的课桌 刘振宇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黄玉林 阳泉 3



84 未来的笔 杨  菁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高爱萍 阳泉 3

85 神奇的铅笔盒 杨乐天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黄玉林 阳泉 3

86 万能房屋 张宇涵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3

87 防擦伤手套 马欣宇 小三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侯晋媛 阳泉 3

88 自动传送机 苏嘉欣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赵丽琴 阳泉 3

89 神奇吸尘鞋 王萌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3

90 多功能载人书包 王濛 小六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3

91 捷空自行车 王彪 高二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3

92 河流使者 鱼之父 郑琦 小六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93 简易打枣器 曹瑞霞 高二 山西省榆社中学 安海兵 晋中 3

94 手电筒 张嘉怡 小三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王娟娟 阳泉 3

95 太空旅行（电力风车） 马蒂亚 小四 忻州市保德县实验小学 张丽霞 忻州 3

96 智能体侧手表 赵睿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索月梅 阳泉 3

97 垃圾箱 李越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白亮 阳泉 3

98 未来的鞋 孙俊鹏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白亮 阳泉 3

99 智能教室 潘越 小六 忻州市长征路小学 李建英 忻州 3

100 仿真挖机 王潇悦 小四 忻州市保德县实验小学 张丽霞 忻州 3



101 便携式小板凳 解宇阳 小五 曲沃县实验小学 张香芳 临汾 3

102 任意穿梭门 杨济诚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高爱红 阳泉 3

103 会上坡的塑料桶 成润春 初三
霍州市大张镇
第一中学

成耀华 临汾 3

104 出墨毛笔 李烨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白亮 阳泉 3

105 奇特的雨伞 付瑞涵 小三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王娟娟 阳泉 3

106 节省能源的路灯 刘振华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107 折叠式U盘 郭思语 初一 山西省寿阳县第三中学校 梁利秀 晋中 3

108 把pm2.5吃掉 赵文轩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109 多功能衣服 杨力胤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黄玉林 阳泉 3

110 神奇的纸杯 孟菁瑶 小三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侯晋媛 阳泉 3

111 直升飞机 刘奕辰 小学 蒲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牛国芹 临汾 3

112 多功能手表 豆金璐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索月梅 阳泉 3

113 节省能源的路灯 李语喆 小六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白亮 阳泉 3

114   废纸盒变飞机 彭婧垚 小三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侯晋媛 阳泉 3

115 神奇的墙纸 刘宗原 小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116 风能汽车 张斐然 初一 令德中学 太原 3

117 万能吃货 王佳露 小六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118 关于黑板擦的改进方案 杨俊虎 高二 太谷二中启航学校 赵刚 晋中 3



119 我的小雪花 马维群 小三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侯晋媛 阳泉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