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组

1 新型悬浮公交车座椅 武艺涵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高爱萍 阳泉 1

2 多形态神奇椅子 张博涵 小学 晋中市榆次区羊毫街小学 刘晓慧 晋中 1

3 未来的书包 周稹璇 小学 杏花岭区建设北路小学 郑艳霞 太原 1

4 充气式地球仪 刘一迪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 常菊玲 运城 1

5 清理血液的纳米机器人 江雪凡 小学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1

6 沉浮子 郭致豪 小学 灵石县尹方小学 李慧敏 晋中 1

7 智能“松树” 丁杰 小学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1

8 梦幻城堡 王祎涵 小学 临汾市第一小学 李志娟 临汾 1

9 多功能窗帘 王馨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1

10 多功能手表 豆金璐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索月梅 阳泉 1

11 土壤探测器 杨昀鹤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曾林梅 阳泉 1

12 创意小书桌 刘彦佐 小学 祁县示范小学 王彩香 晋中 2

13 新型黑板擦 阴佳恺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刘晓娟 阳泉 2

14 节约能源的路灯 刘振华 小学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2

15 未来家园 吉烁宇 小学 侯马紫金山小学 刘丽 临汾 2

16 机器宠物 闫  宇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常 丽 阳泉 2

17 多功能充电宝 高嘉羚 小学 寿阳县城内小学 李东 晋中 2

18 防崴脚高跟鞋 夏虹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张巧珍 阳泉 2

19 魔力马桶刷 魏  鑫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李素珍 阳泉 2

20 水上飞 高瑞阳 小学 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郭春芳 忻州 2

21 延伸的课桌 刘振宇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黄玉林 阳泉 2

22 智能垃圾桶 马学勤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2

23
锦鸡钟 刘温彦

朱宸妤
小学
小学

祁县昌源小学
祁县昌源小学

闫冬峰
晋中 2

24 挖掘机模型 赵文静 小学 灵石县尹方小学 李慧敏 晋中 2

25 河水使者 鱼之父 郑琦 小学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2

26 自动读谱翻页电子书 王  嘉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罗雪梅 阳泉 2

27
玻璃壁美容师 张若琛

王威刚
小学
小学

平遥县实验小学
平遥县实验小学

王维平
晋中 2

28 多个功能衣服 杨力胤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黄玉林 阳泉 2

29 多功能书包 张旖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黄玉林 阳泉 2

30 未来的笔 杨  菁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高爱萍 阳泉 2

31 希罗小喷泉 刘鑫宇 小学 灵石县尹方小学 李慧敏 晋中 2

32 自行车模型 刘晋杰 小学 保德县第二小学 王敏 忻州 2

33 太阳能手电筒小创意 张嘉怡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王娟娟 阳泉 2

34 新型太空汽车 吕佳仪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常 丽 阳泉 2

35 吃水不忘挖井人 冀浩源 小学 保德县第二小学 王敏 忻州 2

36 未来的鞋 孙俊鹏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白亮 阳泉 2

37 神奇的“乾坤包” 成星乐 小学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38 全自动容器清洁器 史宇璇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高爱萍 阳泉 3

39 电动光盘机器人 梁好 小四 大同城区47校 段兴兰 大同 3

40 惯性小汽车 李劲澎 小学 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焦芳 忻州 3

41 防泥鞋 李翔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张敏 阳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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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工业城市的保护神 申佳宁 小学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43 神速之靴 贾晋超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常 丽 阳泉 3

44 多功能教室 卫佳琦 小学 永济市北郊小学 介立婷 运城 3

45 太阳能动力赛车 吴自然 小学 灵石县第三小学 温姝彦 晋中 3

46 万能吃货 王佳露 小学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47 国际时钟——地球与宇宙 尹轩熠 小学 平遥县实验小学 张晓丽 晋中 3

48 雨伞架 曹  悦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王娟娟 阳泉 3

49 空气动力车 郝怡然 小学 祁县第三小学 蒋岩 晋中 3

50 荷塘月色 路皓程 小学 保德县第二小学 王敏 忻州 3

51 扫地机∕吸尘器 牛新杰 小学 灵石县第三小学 温姝彦 晋中 3

52 风力动车 刘文玥 小六 大同城区47校 段兴兰 大同 3

53 防擦伤手套 马欣宇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校 侯晋媛 阳泉 3

54 拖鞋 韩紫阳 小学 保德县第二小学 王敏 忻州 3

55 迷你扫地机 李雨航 小学 榆次区寿安里小学 宋雅萍 晋中 3

56 图书馆导视机 常晟瑶 小学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校 李保国 阳泉 3

57 未来的鞋子 潘慧玲 小学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校 赵伟光 阳泉 3

58 风力小车 温烜懿 小学 祁县昌源小学 王建慧 晋中 3

59 自动毛刷 张雨霏 小学 灵石县第三小学 温姝彦 晋中 3

60 神舟十一号火箭模型 袁劭哲 小学 保德县第二小学 孙文霞 忻州 3

61 新型簸箕 李沛萱 小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校 刘晓娟 阳泉 3

62 温馨小家 薛文惠 小学 保德县第二小学 王敏 忻州 3

63
领航号滑翔机 张武一

郎
小学

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郭小平
忻州 3

64 环保飞机 宁炳迪 小学 祁县实验小学 赵老师 晋中 3

65 空气动力赛车 安书逸 小学 平遥县实验小学 冀涛 晋中 3

66 居家迷你型爆米花机 郝梦宇 小学 灵石县第三小学 温姝彦 晋中 3

67 坦克 薛琳浩 小学 灵石县第三小学 温姝彦 晋中 3

68 细枝树 段嘉运 小学 灵石县第三小学 温姝彦 晋中 3

69 简易压路机 史昊宇 小学 灵石县第三小学 温姝彦 晋中 3

70 触摸感应小台灯 刘婧媛 小学 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焦芳 忻州 3

71 天平 杨浩巍 小学 平遥县实验小学 张晓丽 晋中 3

72 辽宁号航母 郭宇晨 小学 灵石县第三小学 温姝彦 晋中 3

中学组

1 活性玻璃 孟德 高中 山西省太谷县第二中学校 郝静 晋中 1

2 新式房屋
赵定
郭慧忠

高中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康瑞瑞 太原 1

3 标充——无线充电器 闫志龙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1

4 一种环保结构的新生态 王涛 高中 晋城市陵川县陵川一中 王爱花 晋城 1

5 动力装置与人体装备的结合毋博洋 初中 令德中学 李宁毫 太原 1

6 模块化插座 闫世凯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2

7 仿生镜片 刘双嘉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2

8
巧用菌种废弃塑料袋做
“小茹棚”野生栽培食用
菌方法发明

李嘉璐
张博凯

高中
高中

忻州市第一中学
忻州市第一中学

赵俊瑞 忻州 2

9 捷空自行车 王彪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2

10 环保飞机
史青
王翌博

初中
初中

令德中学
令德中学

韩秀芝 太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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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家庭室内普及多功能
应急灯改良及创新发明

郝绍捷
潘雨苗

高中
高中

忻州市第一中学
忻州市第一中学

赵俊瑞 忻州 2

12 吸色水粉笔
胡简凡
李皓然

初中
初中

令德中学
令德中学

杨洁 太原 2

13 防酒驾汽车 段佳岐 初中 祁县第四中学 于力力 晋中 2

14 暖手手套 郭俊敏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2

15 一种汽车原地旋转的装置 宋倩 高中 晋城市陵川县陵川一中 都青 晋城 2

16 智能半挂式立体停车场设计王启诚 初中 令德中学 高燕 太原 2

17 红绿灯伸缩门
陈思凡
张倩溪

初中
初中

令德中学
令德中学

李宁毫 太原 3

18 关于黑板擦的改进方案 杨俊虎 高中 太谷二中启航学校 孟康 晋中 3

19 模数化插排 吴帅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3

20 科技手套 岳宏鑫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3

21 自动高跟平底两用鞋 康意珮 高中 忻州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中学侯先槐 忻州 3

22 幸福花洒 徐瑞阳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3

23 蜗居柜  张志文 高中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太原 3

24 便捷打气轮胎 杨琛婧 高中 山西省太谷县第二中学校 郝静 晋中 3

25 一种可拆卸式的生活用刀 杨灵琪 高中 晋城市陵川县陵川一中 申国平 晋城 3

26 多功能耳机 时新慧 高中 山西省太谷县第二中学校 郝静 晋中 3

27 多功能智能手表 王宇娟 高中 山西省太谷县第二中学校 郝静 晋中 3

28 信息化安全学生卡
李涵
唐思远

初中
初中

令德中学
令德中学

李宁毫 太原 3

29 课桌空间利用装置 潘越 高中 忻州师范学院附属外国语中学安凤伟 忻州 3

30 一种利用声控进行自动浇水的设计张妍 高中 晋城市陵川县陵川一中 申国平 晋城 3

31 中小学生家庭作业网站 梁烜千 初中 祁县第四中学 祝芳香 晋中 3

32 智能造型机 贾艺如 初中 太谷县明星镇中学校 武慧智 晋中 3

33 新型黑板擦除法 杜光磊 高中 太谷二中启航学校 孟康 晋中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