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城市 项目编号 项目成员 活动名称 指导教师 项目类型 学校名称 获奖等级

1 巴中市 OT16015 广纳小学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冷浸稻田起垄养鱼好处多》探究 景峰 何光府 周勇 其他 巴中市通江县广纳小学 1

2 巴中市 OT16051
南江县红光镇小学晨露科技
活动小组

泡柿脱涩原理的探究 苗强 陈佳 何道连 其他 南江县红光镇小学 1

3 巴中市 OT16052 高一年级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探究酒乡白酒文化　深化学生生化
知识”科技实践活动

石长富 徐震 兰永斌 其他 四川省平昌县第二中学 1

4 达州市 OT16013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
学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时间去哪儿了”——达州市城区小
学生课余时间活动调查

侯俊杰 卢祥敏 李雪 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
小学

1

5 宜宾市 SO16037
巡司镇中心校科学实践活动
小组

认识筠连苗族刺绣技艺 传承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

肖琦 杨孟坤 黄正香 行为与社会科学 筠连县巡司镇中心小学校 1

6 宜宾市 ES16007
硕勋小学“探究气象科学”
科技活动小组

我是小小气象员 科学体验乐趣多 龙希虹 苏联 严聪 地球与空间科学
四川省宜宾市高县硕勋小
学校

1

7 巴中市 OT16012 雏鹰科技活动小组
大巴山区家庭腌制食品的调查与研究
科技实践活动

王天宝 吴臻华 吴楠楠其他 平昌县实验小学 1

8 成都市 OT16034 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体验劳动，积极探究——走进彭镇种
植基地

龙姿君 向敏 李举梅 其他 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1

9 成都市 TD16008
成都市华阳中学 未来之城
活动小组

展翅华中 展望未来 宋琴瑶 文成刚 李德彬技术与设计 成都市华阳中学 1

10 达州市 SO16009
达川区逸夫小学六年级科技
实践活动小组

中性笔的使用、回收及利用调查实践
活动

岳联容 张晓芹 罗川 行为与社会科学 达县逸夫小学 1

11 达州市 OT16039 达县职高科技活动小组
探秘诚义本质  传播正能量- - 达州
城市精神“诚义”考源报告

陈军 张焰 石光强 其他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1

12 广安市 LS16009 邻水二中科技活动小组 鉴赏绿化植物  解析植物配置 邓明红 生命科学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第二
中学

1

13 凉山州 OT16024 九年级化学兴趣小组
“自制酸碱指示剂”科技创新实践活
动

古红梅 其他 西昌阳光学校 1

14 南充市 TD16004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机器
人兴趣小组

小创客大梦想，玩转自主课堂 杜诺亚 赵颖 遆晴 技术与设计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

15 雅安市 OT16021 雨城四小科技实践活动营 极度珍稀物种“雅鱼”的考察与保护 李斌 郝琚英 谢建明 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四
小学

1

16 巴中市 OT16027
通江县泥溪初级中学课外兴
趣寻根小组

大巴山麓的“香格里拉” 余钫平 其他
四川省通江县泥溪初级中
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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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巴中市 SO16015 雏鹰科技活动小组
把“耕”留住，彰显田园文化底蕴—
—对灵山乡新农村非物质文化景观规
划与保护的调查研究

吴楠楠 吴臻华 郭中胜行为与社会科学 平昌县实验小学 2

18 成都市 SO16023 五年级三班
关于废旧电池危害及处理情况调查研
究

聂金莲 陈龙明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成都高新实验小学 2

19 成都市 OT16025 成都市北站小学校 古建筑，我们该如何保护你？ 李俊峰 曾晋 其他 成都市北站小学校 2

20 达州市 SO16007
大竹县永胜初级中学科技活
动小组

农村生活垃圾现状调查 周显光 唐昊 行为与社会科学 大竹县永胜初级中学 2

21 达州市 SO16004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
学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吃面.品面.做面”我实践，我快乐 张荣春 黄朝容 何亚玲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
小学

2

22 达州市 SO16050
达州市通川区第八小学校科
技小组

达州市民燃放烟花爆竹情况的调查研
究

赵聪 李秀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第八
小学

2

23 达州市 SO16052
渠县三板乡第一中心学校课
外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对渠县农村土地闲置的调查与思考 贾真 代庆丰 黄剑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渠县三板乡第一中心
学校

2

24 达州市 OT16045 岩峰镇一小科技小组 环保节能在行动 陈正江 王小东 贺小曲其他 渠县岩峰镇第一中心小学 2

25 德阳市 OT16016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科技组 无土栽培  孕育绿色希望 郭福海 邱锋 阳红 其他 中江县继光实验学校 2

26 广安市 LS16014
华蓥市双河小学科技实践兴
趣小组

探究种子萌发的奥秘——《豆芽生长
记》

谢云云 刘雪梅 李鑫 生命科学 四川省华蓥市双河小学 2

27 乐山市 OT16003
太平镇中心小学科技实践活
动小组

沙湾区南厂沟桫椤自然保护区药用蕨
类植物种类调查与研究

章晓丽 李延平 汪金贵其他
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中心
小学

2

28 凉山州 SO16021
越西县邮电贝尔小学五年级
二班

房与碉的完美结合——南丝绸之路越
西土碉考察

龙言平 谭志琼 蒋建敏行为与社会科学 越西县邮电贝尔小学 2

29 凉山州 SO16038
喜德县冕山中心小学校四年
级一班

喜德县彝族服饰的传承和发展调查研
究

李晓梅 行为与社会科学 喜德县冕山镇中心小学校 2

30 泸州市 LS16004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小
细胞社团

玉蟾山蕨类植物调查 卢晓宇 辛艳娜 李燚 生命科学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2

31 泸州市 SO16018 叙永县实验小学五年级组 探访豆汤面——舌尖上的叙永 夏叶 李磊 行为与社会科学 泸州市叙永县实验小学 2

32 绵阳市 SO16055
游仙区慈济学校中学生环境
保护协会

“老农山生态园”减少碳排放量探索
活动

莫正乐 蒋洪文 行为与社会科学
绵阳市游仙区慈济实验学
校

2

33 绵阳市 SO16040
江油市太白中学胡雪调查小
组

关于当前中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 刘黔湘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江油市太白中学 2

34 内江市 SO16051
内江市中区白马镇中心小学
校六一班

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探究 黄绍刚 王家义 张旭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
中心小学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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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内江市 LS16021 资中县重龙镇中心学校
拒绝零食、关爱健康，保护环境、从
我做起

唐志 凌昌远 黄周英 生命科学 资中县重龙镇中心学校 2

36 内江市 SO16043 四川省内江市实验小学校
给爱车找个家——市区停车现状的调
查与分析

黄波 舒科 陈学杰 行为与社会科学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 2

37 内江市 LS16018 四川省内江市实验小学校 ＜疾病现行＞——走进医院检验科 黄波 李英 任丽萍 生命科学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 2

38 内江市 OT16032 内江市实验小学（东区）
《建设生态社区、发展循环经济》—
—内江市经济开发区乐贤镇社区现状
与改造调查

张仁勇 喻茂丽 滕霞 其他
内江市市中区乐贤镇中心
小学校

2

39 内江市 OT16033 四川省内江市第三小学校 变废为宝 从我做起 胡秋莲 刘志佳 周惠 其他 内江市第三小学校 2

40 南充市 LS16017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科
技实践活动小组

《探寻种子的奥秘》科技实践活动报
告

苟斌 生命科学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2

41 遂宁市 OT16011
射洪县大榆镇古井口小学校
少总部

诚信之花开遍校园 何秀清 杨明 王敏 其他
射洪县大榆镇古井口小学
校

2

42 遂宁市 SO16025 安乐学校科技实践小组 珍爱生命  节约用水 李光荣 张丽 陈武周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射洪县安乐学校 2

43 遂宁市 OT16019
河边镇小学校科技实践活动
小组

柠檬换新“装” 魏晓娟 彭丽蓉 姜钧雄其他
遂宁市大英县河边镇小学
校

2

44 遂宁市 ES16006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教
育集团明星科技队

探寻海绵城市的奥秘 漆洵 王宇 唐洪 地球与空间科学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
教育集团

2

45 雅安市 SO16029
硗碛嘉绒藏族传统文化田野
分享社

体验硗碛藏族乡的生态与文化特色—
“你是自己的Change Maher”

郭显刚 行为与社会科学 宝兴县硗碛藏族中学 2

46 雅安市 OT16022
雅安市名山区第二中学科技
活动小组

《徐家沟饮用水源水质现状探寻之旅
》

马君 常志学 其他 雅安市名山区第二中学 2

47 宜宾市 SO16014
取暖器的演变—科技实践活
动小组

取暖器的演变 廖庭富 马从容 覃叙 行为与社会科学
兴文县大河苗族乡金鹅民
族小学

2

48 宜宾市 OT16035
《初中生营养配餐指导实践
研究》活动班

《初中生营养配餐指导实践研究》课
题活动

文江 李洁 张乔 其他 南溪一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2

49 自贡市 SO16045 绿色健康生活小顾问团 关于“烧烤”危害的调查研究 舒天文 郑家坤 彭序莲行为与社会科学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2

50 自贡市 OT16038
沱江防护林工程的调查与研
究活动小组

富顺县城段沱江防护林工程的调查与
研究

林元蓉 曹昌莲 周兰 其他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2

51 自贡市 SO16049
“华英爱心伞”志愿者行动
小组

回收修复废旧伞,免费公用广宣传 林尚聪 杨永红 陈葵 行为与社会科学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2

52 巴中市 SO16048 三乡情科技活动小组 关于小产权房问题的调研报告 刘勇奇 何海知 行为与社会科学 通江县第四小学 3

53 巴中市 SO16057 巴中市巴州区第六小学校 变废为宝 从我做起 李红 蔡光红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第六
小学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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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成都市 OT16028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校 节约用水点滴做 省水妙招我来想 彭作华 其他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
校

3

55 达州市 LS16011 达川区逸夫小学科技活动组
心在，眼在，守望花开——追踪“铁
树开花结果”科技实践活动

胡玉兰 张建纯 曾小容生命科学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逸夫
小学

3

56 德阳市 OT16014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
PM2.5空气污染情况调查小
组

广汉市城北区、老城区、城南开发区
三地PM2.5空气污染情况调查

张育培 熊艳萍 其他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
（中学部）

3

57 德阳市 OT16004 高2014级3班创新小组 美化校园 净化心灵 我们来创新 李太宽 黎能文 何建 其他 罗江县七一潺亭中学 3

58 德阳市 LS16006 四川省绵竹市春溢小学 让我们栽桑养蚕科技实践活动 周龙 廖守军 罗军 生命科学 四川省绵竹市春溢小学 3

59 德阳市 TD16002
什邡市禾丰小学陶艺活动小
组

陶艺作品不开裂的实践研究 吴海燕 王礼均 陈勇 技术与设计 什邡市禾丰小学 3

60 德阳市 SO16028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变废为宝从我做起 王善云 袁小勇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德阳中学 3

61 甘孜州 OT16018 九龙县城关第一完全小学 寻找秋天 李春芳 马苏丹 其他 九龙县城关第一完全小学 3

62 广安市 OT16037 城南小学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我们的开心菜园》 杨兴菊 其他 四川省武胜县城南小学 3

63 广安市 SO16016
万善镇小学科技实践活动小
组

环保在行动 李虹 陈利琼 胡佳兰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万善
镇小学

3

64 广安市 SO16026
中国石油广安希望学校5年
级科技兴趣小组

关于毒草——无根藤的调查报告 雷雪松 倪小丽 行为与社会科学 中国石油广安希望学校 3

65 广元市 SO16031 旺苍县东河小学六年级二班
旺苍东河镇新农村建设农村垃圾处理
现状调查分析调查报告

杨锡泽 行为与社会科学 旺苍县东河小学 3

66 广元市 OT16006 六（一）班调查组 研究蚯蚓生存环境的调查报告 史勤芳 邓学昌 其他 旺苍县双汇镇中心小学校 3

67 广元市 SO16002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高2014级
28班

中学生手机消费调查 黄贵元 张一民 向建国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3

68 广元市 SO16003 群体 关于 “网上抢红包”现象的调查分析 李波  李云果  闫明术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3

69 广元市 OT16005
苍溪中学课改高2014级15班
科技兴趣小组

调查汽车轮胎的各种故障 张勇 李俊鲜 孙平 其他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3

70 广元市 SO16012 广元市朝天区羊木镇小学 关于羊木土陶衰落的调查报告 李红 乔明芳 罗燕 行为与社会科学 广元市朝天区羊木镇小学 3

71 乐山市 ES16009 实验小学绿色环保小分队
沐川县城区和周边负氧离子调查及分
析

王琼 张晓慧 王萍 地球与空间科学 沐川县实验小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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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乐山市 ES16008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四年级
一班

沐川县农村 “半机械化造纸厂”环境
污染的调查分析

陈柏松 胡华 王卫红 地球与空间科学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 3

73 乐山市 SO16019 余景姝科技活动小组
如何掌控手机进校园——乐师附小小
学生手机使用调查探究

段红 袁珏 黎怡君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

3

74 乐山市 SO16008 乐山市五通桥区震华小学 家庭低碳节能情况调查实践活动 乐军晏 罗林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牛
华镇震华小学

3

75 凉山州 SO16035 光明镇中心校科技小组 科技为留守儿童点亮人生 刘英 李庆惠 冯真霞 行为与社会科学 喜德县光明镇中心校 3

76 凉山州 TD16005
六 ＆＃8226； 一班科技小
组

变废为宝  创意生活 朱发芬 张梅 技术与设计 会理县城关实验小学 3

77 凉山州 OT16030
冕宁县职业技术学校农学专
业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绿色防控病虫害，保护生态环境 王成芳 陶启鲧 朱国翱其他 冕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3

78 凉山州 ES16005 瓦尔学校地理兴趣小组
瓦尔山探秘之迎风坡与背风坡实地考
察活动

宋涛 班浩 地球与空间科学
喜德县瓦尔九年一贯制学
校

3

79 泸州市 SO16033
兆雅明德小学六（1）班、
二（3）班

科学让个性之花尽情绽放 张晓荣 刘莉 胡仪刚 行为与社会科学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3

80 泸州市 OT16009 泸县兆雅中学2013级4班 “宝书行动”让阅读成为习惯 曾丽平 其他
泸县兆雅镇兆雅初级中学
校

3

81 泸州市 LS16013 泸师附小习之学校 花香童年，阳光种植 杨乾梅 孙旭萍 生命科学 泸师附小习之学校 3

82 泸州市 ES16010 科技实践活动班 关于探究环保酵素的实践活动 汤乾淑 李慧芳 向娟 地球与空间科学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3

83 眉山市 LS16010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六年级二
班

家乡常见蔬菜的认识和栽培 郭璐 高显俊 章晓斌 生命科学 眉山市青神县学道街小学 3

84 绵阳市 MS16003 五年级科技活动小组 废品利用科技实践活动 阳明涛 吴苹 唐平 物质科学
四川省绵阳市安县泸州老
窖永盛学校

3

85 绵阳市 SO16054 四川省北川中学
民族瑰宝与我同行 ------北川羌族非
物质文化进校园科技实践活动

刘亚春 宋代勇 周波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北川中学 3

86 绵阳市 SO16058 气象观测小组
环境教育系列课程之“气候小公民”
活动

张帝江 魏开 行为与社会科学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小学二
部

3

87 绵阳市 SO16041 四川省北川中学 气候小公民科技实践活动 周波 梁龙 方林 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北川中学 3

88 攀枝花市TD16006
平地镇中心学校摄影与电脑
制作小组

“中国梦—行动有我”微视频拍摄制
作科技实践活动

张永明 技术与设计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
心学校

3

89 攀枝花市SO16020 攀枝花市第六小学 开发想象力 放飞绿色梦 向洋 孙睿彬 郑静 行为与社会科学 攀枝花市第六小学 3

90 攀枝花市OT16017
米易一中“化学趣味实验和
微型实验”活动小组

在七、八年级开展化学课外活动的实
践探究

严正琼 其他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第
一初级中学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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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遂宁市 OT16026 六年级七班 渐行渐远的国粹 曾虹 朱彬 其他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下河
小学校

3

92 遂宁市 ES16004 五年级科技小组 珍爱生命从点滴做起 陈琳 梁海燕 地球与空间科学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任隆
镇小学校

3

93 雅安市 OT16046
芦阳三小科技综合实践活动
小组

种植蔬菜快乐成长 邱德敏 舒瑞燕 吴实 其他 芦山县芦阳第三小学 3

94 雅安市 OT16047
雅安中学初2017届（7）班
考察组

离我们最近的“应急避难场所”考察
活动

姜岸 周霞 杜向国 其他 四川省雅安中学 3

95 雅安市 SO16044
四川省汉源县河西初级中学
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关注汉源湖文明垂钓——我们在行动
科技实践活动

张皓波 张亨芝 聂文雅行为与社会科学
四川省汉源县河西初级中
学

3

96 雅安市 OT16031
石棉县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
兴趣小组

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 龙珊 王清明 黄艳秋 其他
石棉县安顺场八一希望小
学

3

97 雅安市 OT16043
五、六年级居家养老调查活
动小组

灵关镇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情况调查报
告

黄明 孙志芳 赵芹 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灵关
中心校

3

98 宜宾市 OT16010 翠屏棠外科技辅导组
科技选修课，培养学生科技创新意识
的实践探究

蒋启安 雷鸿 张旭 其他 宜宾翠屏棠湖外国语学校 3

99 资阳市 LS16012
安岳县团结乡九义校五年级
一班

《蚂蚁的观察和研究》 贺洪刚 黄勉 刘莉 生命科学
资阳市安岳县团结乡九年
义务教育学校

3

100 自贡市 OT16050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二
6班

《我们的书籍是“绿色印刷品”吗》 林玉梅 杨毅 其他 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3

101 自贡市 OT16044 富顺县富世镇西湖幼儿园 认识环保标记  体验绿色生活 熊启迪 谢易霖 罗兰 其他
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西湖
幼儿园

3

102 自贡市 OT16048 富顺县富世镇西湖幼儿园 保护野生动物---幼儿行动 王立莲 贺叶 曾媛媛 其他 富顺县富世镇西湖幼儿园 3

103 自贡市 SO16039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科技实践活
动

胡敬民 钟丁莲 钟平 行为与社会科学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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