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BM18001 智能家庭护理医生 王梦晨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高智梅 一等奖

2 BM18002 新型婴儿床 王 权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翟亚静 一等奖

3 BM18004 新型智能眼镜 王 权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李素珍 一等奖

4 CS18003 输液报警器 郭雨杰 孝义市第六中学 杨来生 一等奖

5 CS18008 重力感应智能人行信号灯 尹瑞婕 忻州市高级中学校 苏瑶 一等奖

6 EE18002 粮食检测器 崔佳旺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 高丽青 一等奖

7 EE18006 雨雪收集器 刘梓晨 阳泉市矿区沙台小学 翟星转 一等奖

8 EE18007 新型粉笔 高欣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王秀丽 一等奖

9 EE18015 一种环保结构的新生态垃圾桶 王  涛 陵川一中 申国平 一等奖

10 EE18016 厨房不套塑料袋式垃圾桶 李旭娜 晋城一中 陈燕云 一等奖

11 EE18017 向阳旋转花盆 王昱凯 晋城一中 景龙龙 一等奖

12 EN18003 能量转化器 王铧昱 阳泉市矿区平潭街小学 张春华 一等奖

13 EN18026 多功能手环 张绮轩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高智梅 一等奖

14 EN18027 奇特的鞋垫 乔思琳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高智梅 一等奖

15 EN18035 仿生杀虫器 崔颢洋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时桂萍 一等奖

16 EN18039 新型数字衣服加工机 魏昊青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魏利赟 一等奖

17 EN18044 多功能粉刷器 李焌萩 阳泉市矿区沙台小学 侯栓跃 一等奖

18 EN18049 超级垃圾桶 李文斌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刘晓娟 一等奖

19 EN18054 简易过滤器 杜雨轩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赵茂转 一等奖

20 EN18060 防蚊玻璃 陈慧琳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董从敬 一等奖

21 EN18096 二十四小时自动打印、复印机 李潇曼 太谷二中 郝静 一等奖

22 EN18110 车载犯困警示器 陈敏雪 陵川一中 申国平 一等奖

23 EN18119 出门忘带钥匙提醒系统 李潇卓 晋城一中 高  强 一等奖

24 ES18002 警察战斗机 杨宇森 临汾市曲沃实验小学 祁瑞 一等奖

25 MA18002 自调式可变角测绘仪 任梓涵 孝义市崇文街小学 贾翠兰 一等奖

26 PA18007
一种人性化非机动车自动感应减
速杠

焦子涵 晋城一中 陈燕云 一等奖

27 PA18013
无线传电—无线能量传输的应用
探索

董　钰 长治市屯留三中 翟国芳 一等奖

28 SO18001 超能雨伞 邢莉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路淑萍 一等奖

29 BM18003 能治病的手绢 王泽亚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王娟娟 二等奖

30 CH18001 一种管道疏通的方法 李照青 陵川一中 申国平 二等奖

31 CH18002 二氧化硅和四氧化三铁形成的核壳结构复合材料对污水的处理张潇月 晋城一中 吴素芬 二等奖

32 CS18005 现代家庭服务机器人 古亚琼 孝义市中阳楼西关小学 郭丽华 二等奖

33 CS18012 交通信号中车内提示系统创意 韩译心 晋城一中  刘  洋 二等奖

34 CS18013 学校智能桌椅的智能管理 韦彦含 晋城一中 高  强 二等奖

35 CS18014 错题统计新方法装置创新设计 郭一辛 晋城一中 赵学忠 二等奖

36 CS18015 清洁坦克 王煜森 长治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原承军 二等奖

37 EE18001 神奇的衣柜 刘振华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 赵伟光 二等奖

38 EE18003 有"洁癖"的橡皮擦 李元博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翟亚静 二等奖

39 EE18004 宠物粪便清理分解器 张翼博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张克丽 二等奖

40 EE18005 外来物种清除机 张晓雁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魏利赟 二等奖

41 EE18008 土地还原机 李佳庆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郑津霞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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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E18009 手提式吸尘器 陈晓钰 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郭艳红 二等奖

43 EE18010 绿色环保房子（牙签） 张境恬 临县第三中学校 李春兰 二等奖

44 EE18011 气压喷泉 张腾岳 祁县昭馀镇北谷丰小学 王丽娟 二等奖

45 EE18012 多功能可吸式书写黑板擦 孙嘉霖 介休市实验小学 孙海军 二等奖

46 EE18013 手工《水陆空船》 李祉瑞 大同市新荣区破鲁中心校忠成学校徐彦 二等奖

47 EE18014 摩天轮 杜鑫 大同市实验小学 何皖沂 二等奖

48 EE18018 太阳能电风扇 张金权 长治市黎城县南关小学 刘海峰 二等奖

49 EE18019 吸尘器沉降器 李佳琦 长治市实验中学 张瑞宁 二等奖

50 EN18001 绿色环保汽车 张月 阳泉市矿区平潭街小学 苏红梅 二等奖

51 EN18002 超级雨伞 董赟 阳泉市矿区平潭街小学 苏红梅 二等奖

52 EN18005 感应防盗门 赵语忻 阳泉市矿区平潭街小学 李萍 二等奖

53 EN18009 创意汽车防滑装置 李宇航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 赵伟光 二等奖

54 EN18012 多功能电脑微型钢笔 张颢聍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 高丽青 二等奖

55 EN18013 未来的书包 潘慧玲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 高丽青 二等奖

56 EN18017 可追踪钱包 王嘉诚 阳泉市矿区赛鱼小学 张忻娟 二等奖

57 EN18021 盲人引导器 马维群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侯晋媛 二等奖

58 EN18024 超凡课桌 董禹沣 阳泉市上站小学 荆素华 二等奖

59 EN18028 震动感应器 崔奥奇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翟亚静 二等奖

60 EN18032 尖端智能厨房用具 路 林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王红莲 二等奖

61 EN18041 太阳能智能导盲犬 张卓然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魏利赟 二等奖

62 EN18055 奇妙的书包车 张一帆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张敏 二等奖

63 EN18056 自锁式防风晾衣架 李宇洁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董从敬 二等奖

64 EN18059 水上行走鞋 柴渊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董从敬 二等奖

65 EN18062 万用手套 贾同呈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张敏 二等奖

66 EN18067 多功能笔 吴昊楠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 李保国 二等奖

67 EN18074 简易定时定量喂鱼食器 刘鑫煜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王丽红 二等奖

68 EN18075 感温和感应湿度式淋浴器 张家睿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王丽红 二等奖

69 EN18076 自动捡拾垃圾的垃圾桶 黄子欣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郑津霞 二等奖

70 EN18077 自动黑板擦 张玮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郑津霞 二等奖

71 EN18083 报警耳机 李政炫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路淑萍 二等奖

72 EN18084 人工智能图书管理员 王霄怿 阳泉市上站小学 苏芹 二等奖

73 EN18088 自动化报警手表 史育羽 阳泉市上站小学 荆素华 二等奖

74 EN18089 多功能助学器 冯雅敏 阳泉市上站小学 荆素华 二等奖

75 EN18091 刚好水杯 周碧泽 山西省运城中学校 傅同安 二等奖

76 EN18094 智能消防灭火器 张诗悦 运城市平陆县实验小学 杨雷栋 二等奖

77 EN18098
履带防滑装置 (重型半挂牵引车
专用)

张家豪 晋中市榆社中学 王冬霞 二等奖

78 EN18099 “无忧者” 鹿宇鑫 晋中市榆社中学 王冬霞 二等奖

79 EN18101 创意插座、开关面板设计 何洋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丰家富 二等奖

80 EN18104 黑科技-VR探索眼镜 李腾辉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二等奖

81 EN18106 自动补胎轮胎 王兆辰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 李静 二等奖

82 EN18111 完整用芯活动铅笔 冯宇帆 晋城一中 邹小明 二等奖

83 EN18116 新型笔套—鼻尖保护器 张昊哲 晋城一中 陈燕云 二等奖

84 EN18120
改善七岔路口“晓庄”站乘车问
题的设计方案

陈泠睿 晋城一中 赵江波 二等奖

85 ES18001 多功能房子 赵乐然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王娟娟 二等奖

86 ES18003 自制小风扇 刘志金 孝义市府东街小学 郑桂花 二等奖

87 ES18004 自制小喷泉 李梦琦 孝义市高阳中小校白壁关小学 左晓卿 二等奖



88 MA18001 测倾仪 孙怡婧 临汾市五一路学校 张端阳 二等奖

89 PA18004 易拉罐自制陶笛 郭亭君 平遥县实验小学 赵玲香 二等奖

90 PA18005 声学黑洞的现实操作——迷你吸音装置张柯荛 忻州市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91 PA18009 关于易拉罐拉环设计的研究与改进张津茹 晋城一中 于文军 二等奖

92 SO18002 橡皮的家 王佳怡 孝义市府东街小学 郑桂花 二等奖

93 SO18004 感应自动调节红绿灯 杨越尧 祁县第四中学 王亚萍 二等奖

94 SO18006 幸福家园 靳晨钰 怀仁县城镇第四小学 二等奖

95 SO18007
一种利用声控进行自动浇水的设
计

赵一诺 陵川一中 申国平 二等奖

96 SO18008 鞋带扣（Shoelaces+) 王馨仪  晋城一中 二等奖

97 CS18001 班徽 张晋齐 孝义市第二中学 胡淑琴 三等奖

98 CS18002 “福”字背景图 霍昱芸 孝义市第二中学 李海燕 三等奖

99 CS18004 空巢老人的智能生活 赵艺雯 孝义市高阳镇高阳小学 任海东 三等奖

100 CS18007 易学通学习机 樊芝君 忻州市高级中学校 姚春丽 三等奖

101 CS18009 人形机器人 刘峻希 大同市第六中学 无 三等奖

102 CS18010 面向博物馆的增强视听自助游 吴劭桓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 唐付林 三等奖

103 CS18011 便携式语音智能靠枕 张梓健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校 高俊霞 三等奖

104 EN18004 多功能环保筷子 程月 阳泉市矿区平潭街小学 张春华 三等奖

105 EN18006 阳光收集器 尚九鼎 阳泉市矿区平潭街小学 王丽雅 三等奖

106 EN18007 自动开口瓶盖 高晨曦 阳泉市矿区平潭街小学 荆亚红 三等奖

107 EN18008 一种不溢锅锅盖 王子琦 阳泉市矿区洪城河小学 郭计红 三等奖

108 EN18010 未来的交通工具 范骐广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 赵伟光 三等奖

109 EN18011 能变换的房子 高芯雨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 高丽青 三等奖

110 EN18014 未来的交通工具 赵文轩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小学 高丽青 三等奖

111 EN18015 一床扫天下 郑琦 阳泉十六中 赵伟光 三等奖

112 EN18016 智能斑马线 刘泽宇 阳泉市矿区赛鱼小学 代建英 三等奖

113 EN18018 防切手指式指环 张梓涵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田媛 三等奖

114 EN18019 可随身携带的吊瓶 孙立欣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田媛 三等奖

115 EN18020 地沟油提取机 杜鑫烨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闫淑珍 三等奖

116 EN18022 自动排水花盆底座 马欣宇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侯晋媛 三等奖

117 EN18023  撑伞书包 刘佳琦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马艳华 三等奖

118 EN18025 不用水的洗碗机 代含卉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高智梅 三等奖

119 EN18029 厉害的保险柜 苏欣瑜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翟亚静 三等奖

120 EN18030 感应报警灯 武睿欣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杨翠英 三等奖

121 EN18031 清干水源机 康丁心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王娟娟 三等奖

122 EN18033 新型能源采掘机 李 睿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赵海清 三等奖

123 EN18034 新型潜水艇 江佳宇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时桂萍 三等奖

124 EN18036 救人仓 梁嘉欣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时桂萍 三等奖

125 EN18037 漂移的房子 张语桐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时桂萍 三等奖

126 EN18038 智能净化仪 孟菁瑶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时桂萍 三等奖

127 EN18040 智能家庭美发机 侯劭茹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魏利赟 三等奖

128 EN18042 super  shoes  赵思羽 阳泉市矿区小南坑小学 王学梅 三等奖

129 EN18043 安全防盗保险箱 赵晋萱 阳泉市矿区沙台小学 三等奖

130 EN18045 神奇的眼镜 杨欣 阳泉市矿区沙台小学 翟星转 三等奖

131 EN18046 夜市清理机 梁阗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白亮 三等奖

132 EN18047 神奇的家具 李宜嘉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白亮 三等奖

133 EN18048 新型清雪机 阴佳恺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刘晓娟 三等奖

134 EN18050 吸发器 眭晶晶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刘晓娟 三等奖



135 EN18051 新型吸尘车 李沛萱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刘晓娟 三等奖

136 EN18052 多功能鞋 金筱敏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赵茂转 三等奖

137 EN18053 多功能牙刷 康文静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赵茂转 三等奖

138 EN18057 记忆消除器 任思悦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董从敬 三等奖

139 EN18058 环保汽车 荆启航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董从敬 三等奖

140 EN18061 多功能衣服 吕思哲 阳泉市上站小学 荆素华 三等奖

141 EN18063 续芯器 李卓航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张敏 三等奖

142 EN18064 会飞的汽车 王浩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白亮 三等奖

143 EN18065 方便电池 庞杰文 阳泉市矿区红岭湾小学 王秀丽 三等奖

144 EN18066 智能台灯 吴佳慧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 李保国 三等奖

145 EN18068 自动调温杯 贾佳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 李保国 三等奖

146 EN18069 多功能汽车 皮昕瑶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 李保国 三等奖

147 EN18070 智能安全房 延玉婷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 李保国 三等奖

148 EN18071 多功能桌椅 苏姿如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 李保国 三等奖

149 EN18072 智能大厦 刘佳祺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 李保国 三等奖

150 EN18073 多功能文具盒 刘佳 阳泉市矿区小河滩小学 李保国 三等奖

151 EN18078 会发热的手套 元彬泽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郭永翠 三等奖

152 EN18079 老年人助力裤 郭思绮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岳雪玲 三等奖

153 EN18080 无限延伸插线板 杜雯璇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韩润萍 三等奖

154 EN18081 家用防贼警报器 柴铭宙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路淑萍 三等奖

155 EN18082 超能贴心防滑鞋 高一一 阳泉市矿区刘家垴小学 路淑萍 三等奖

156 EN18085 新型自动晾衣器 史博文 阳泉市上站小学 三等奖

157 EN18086 魔幻衣服 乔月 阳泉市上站小学 苏芹 三等奖

158 EN18087 神奇的多功能黑板 吴浩哲 阳泉市上站小学 荆素华 三等奖

159 EN18090 液压机械臂模型 李  昊 山西省运城中学校 冯晓霞 三等奖

160 EN18092 袖珍书包 陈思宇 永济市北郊小学 朱冰娟 三等奖

161 EN18093 智能钢笔 王艺轩 永济市北郊小学 寇艳平 三等奖

162 EN18095 自行车安全警示装置 席泽琛 榆次区校园路逸夫小学 付学明 三等奖

163 EN18097 电磁吸盖 李光耀 太谷二中启航学校 孟康 三等奖

164 EN18103 海边小木屋 张璐 大同市浑源县示范中学 王建霞 三等奖

165 EN18105 空气混合动力汽车 康丽娜 古交市职业中学校 杨莉萍 三等奖

166 EN18107 疲劳驾驶检测提醒系统 刘瑾瑜 太原市第二十七中学 孟翊 三等奖

167 EN18108 应用汽车收音机头创作古典收音机董子涵 太原市五育中学 郭辉 三等奖

168 EN18109 一种汽车原地旋转的装置 宋  倩 陵川一中 申国平 三等奖

169 EN18112 智能课桌 和怡雯 晋城一中 卢俊梅 三等奖

170 EN18113 最贴切人们实际的多功能实用雨伞尚柏林 晋城一中 景龙龙 三等奖

171 EN18114 关于新型磁力气缸的设想 王嘉浩 晋城一中 邹小明 三等奖

172 EN18115 多功能、超实用课桌设计 王雨佳 晋城一中 李亚璐 三等奖

173 EN18117 压容式计算机光标控制器 张宇飞 晋城一中 陈  鹏 三等奖

174 EN18118 全自动雪地轮胎 和浩然 晋城一中 景龙龙 三等奖

175 ES18005 QQ摇滚三轮车 薄宇哲 大同一中南校 三等奖

176 MA18003 自制橡皮檫 武萌阳 孝义市府东街小学 郑桂花 三等奖

177 MA18004 家庭无线路由放大器 闫琛琦 孝义市府东街小学 郑桂花 三等奖

178 PA18001 简易风力测定仪 王嘉怡 霍州市实验中学 成光华 三等奖

179 PA18002 让加热变得方便简单 张棋 孝义中学 任慧君 三等奖

180 PA18003
从“神刀断案”到
“火海先锋”

李朋桐 孝义中学 任慧君 三等奖

181 PA18006 电动黑板擦 徐钊 大同市浑源县鑫源小学 张瑶瑶 三等奖



182 PA18008 自动去雾眼镜 宁昊阳 晋城一中 张  婧 三等奖

183 PA18010 一种家用便携式去核器的创意 窦文锴 晋城一中 张  婷 三等奖

184 PA18011
方便快捷清洗家用饸饹面机工具
之研究

李涵彬 晋城一中 张  婷 三等奖

185 PA18012 反重力装置 张　鹏 长治市沁源县第二中学 李晨梅 三等奖

186 SO18003 针管吹奏器 裴晗旭 平遥县实验小学 刘小芳 三等奖

187 SO18005 橡皮泥贴画 辛嘉程 怀仁县城镇第四小学 王婷婷 三等奖

备注：1-28号作品为上报全国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