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所在学校 市 等级

1 避障机器人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赵磊 河津市第二中学 运城 1

2 我与植物同成长 牛帆 尖草坪区科技实验小学 太原 1

3 《胜龙配煤通》软件 李胜 山西省介休市三佳乡初级中学校 晋中 1

4 多功能流体力学趣味演示仪 郭茂清 晋中市榆社中学 晋中 1

5 “宇宙探测器用途”的研究 李静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山底小学 阳泉 1

6 幼儿园教具《多功能沙包》 陈晋莉 长治县向阳幼儿园 长治 1

7 《有趣的植物果实》 王秀琴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河底小学 阳泉 1

8 《给垃圾一次生命——变废为宝》 祁俊薇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河底小学 阳泉 1

9 声波演示仪 孙永忠 古交市河口小学 太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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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注眼睛、告别近视》 张燕霞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河底小学 阳泉 1

11 《走进蔬菜王国》 张丽苹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河底小学

阳泉 1

12 光的反射实验仪 闫璐 太原市教育装备中心 太原 2

13 八年级物理学科拓展活动 王国伟 解放路学校 临汾 2

14 不同金属传热快慢演示仪 杨红梅 古交市河口小学 太原 2

15 飞溅的小泥点 林金梅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阳泉 2

16 黄河岸边的“猪肚子”成因探究活动方案 王增辉 芮城县风陵渡中学 运城 2

17 烟花爆竹红外遥控电弧燃放器 殷世雄 交城县阳渠学校 吕梁 2

18 操场中的测量 王量 解放路学校 临汾 2

19 电磁管道输送模型 杨翠红 古交市第一小学 太原 2

20 水冲式智能感应马桶 禹屹 平陆县西街小学 运城 2

21 “黄瓜嫁接科技实践”活动方案 刘敏 襄垣县西关小学 长治 2



22 《种子的奥秘》 王丽丽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河底小学

阳泉 2

23 欣赏、临摹、创作”三步对聋生进行剪纸教学的实践 梁盛萍 阳泉市特殊教育学校 阳泉 2

24 回收废旧电池，保护家园环境 任蕊 尖草坪区二中 太原 2

25 “拼花积木”DIY创新活动 方香 尖草坪区科技实验小学 太原 2

26 太行山区大蒜越冬栽培试验科技实践活动方案 赵淑鸿 襄垣县第三中学 长治 2

27 植物的向性运动的研究 王仙平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山底小学 阳泉 2

28 洗洁精对金鱼生活的影响 张涛涛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东村小学 阳泉 2

29 降尘粉笔擦 纪祖社 平陆县西街初中 运城 2

30 火灾报警演示器 成耀华 霍州市大张镇第一中学 临汾 2

31
快乐中尝试 体验中收获“变废为宝”

班级文化调查活动
梁建萍 杏花岭区解放路小学 太原 2

32 奇妙的含羞草 周昌明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牵牛镇小学 阳泉 2

33 画角器 丁锋 平陆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运城 2



34 《光的反射与折射》 安晓俊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河底小学 阳泉 2

35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襄垣炕围画调查与研究 赵兰香 襄垣县第三中学 长治 3

36 粉笔加长器 程君 祁县东观小学 晋中 3

37 科学饮食  健康生活 武丽娜 襄垣县古韩中学 长治 3

38 多功能瓶子 高晋梅 长治县机关幼儿园 长治 3

39 变废为宝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闫芝琴 襄汾县第一小学 临汾 3

40
保护环境 合理用水 珍爱生命
 健康相随 ——节水活动方案

武卫军 杏花岭区解放路小学 太原 3

41
小学一年级快速
认识汉字·拼音法

徐文君 长治县光明小学 长治 3

42 “节纸在我身边” 郭晓连 襄垣县下良中心校 长治 3

43 远离食品添加剂、健康成长 郭金星 昔阳县西大街小学 晋中 3

44 电学魔块 洛向东 太原市63中 太原 3

45 肥皂泡的秘密 潘丽清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牵牛镇小学 阳泉 3



46 探访“砂锅文化” 王红莲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阳泉 3

47 探访“煤雕文化” 杨东娟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阳泉 3

48 线的表现力教学设计 张娅娜 襄汾县第三小学校 临汾 3

49 音节演示器 李景景 绛县安峪镇孙王小学 运城 3

50 三角形内角和演示版 仪新丰 平陆县圣人涧小学 运城 3

51 多功能三角形示教板 崔晋英 武乡县韩北学区红星杨小学 长治 3

52 花钟 杨晓燕 临汾市实验小学 临汾 3

53 三角形内角和演示版 王小琴 高平市东方红小学 晋城 3

54 《饮水中的大学问》 刘敬花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河底小学

阳泉 3

55 装点绿色家庭 庞书海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东村小学 阳泉 3

56 营养早餐 冯丽芳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东村小学

阳泉 3

57 笼中鸟 米素艳 高平市东方红小学 晋城 3



58 乘法口算大转盘 郭文芳 高平市东方红小学 晋城 3

59
做个校园小记者 梁润国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东村小学

阳泉 3

60 装点绿色家园 荆刚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东村小学 阳泉 3

61 数学方法在地震预测中的应用研究及其实效 胡聪慧 昔阳县东冶头中学 晋中 3

62 空气质量和人类健康的活动方案 李会云 襄汾县第一小学 临汾 3

63 液体流速与压强关系演示器 李瑞英 尖草坪区第二中学 太原 3

64
阳泉市桃河两岸植被的科学技术与研究——科技实践活动方

案
刘金花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阳泉 3

65 《小小科幻故事家》习作教学设计 柴晓芳 襄汾县第一小学 临汾 3

66
在各类教学活动中渗透
小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阎志华 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第二小学校 太原 3

67 《小学环境教育教学活动设计》 杨瑛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河底小学 阳泉 3

68 太阳能的利用与研究 潘亚男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东村小学 阳泉 3

69 拼音魔方 李丽 襄汾县第一小学 临汾 3



70 走进甘薯 李忠明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牵牛镇小学 阳泉 3

71 把“根”留住——阳泉市古村传统民居现状调查 赵志宏 阳泉市郊区文苑小学 阳泉 3

72 动起小小手 创造生活美 侯来凤 尖草坪区科技实验小学 太原 3

73 我的玩具我来做 李志文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牵牛镇小学 阳泉 3

74 节纸促环保 李爱芝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阳泉 3

75 《小实验大用途》 李青春 昔阳县东冶头中学 晋中 3

76 学生自主能力与小组导师制关系解读 王晓杰 山西师大实验中学 临汾 3

77 防雷电常识 柴新艳 襄汾县第三小学校 临汾 3

78 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 连双凤 襄垣县西关小学 长治 3

79 《中学生学习适应性与心理健康相关研究》 李鲁晋 昔阳县东冶头中学 晋中 3

80
2008年初我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分析——成因、影响及防范

对策
赵晓英 昔阳县东冶头中学 晋中 3

81 家乡的地名调查 李永花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山底小学 阳泉 3



82 “书籍二次利用，小环保大贡献”实践活动方案 高瑞红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阳泉 3

83
高中英语教研活动案例

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s—Friendship   Roy’s
Story

何雪芳 昔阳县东冶头中学 晋中 3

84 《驶电动汽车，远离霾路危险》 梁晓阳
阳泉市郊区河底联校河底小学

阳泉 3

85 “红绿灯”闭合电路演示器 张景娟 尧都区实验小学 临汾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