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城市 项目编号 项目标题 竞赛组别 项目成员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1 广元市 CY2018004 多功能闹钟 高中 唐艺容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荣俊
2 遂宁市 CY2018010 电磁阻尼刹车系统 高中 吕颖 四川省射洪中学校 马彬

3 宜宾市 CY2018012
汽车自动感应伸缩式防辗压行
人装置

高中 杨兴 四川省兴文县职业技术学校 余军

4 成都市 CY2018019 多用途四旋翼飞行器研究报告 初中 孔令生 成都市西北中学外国语学校 钟文涛、雷刚

5 成都市 CY2018020
二氧化碳实验室制取装置创新
设计

初中 张临川 成都市锦江区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实验中学毛罗翔、谢林

6 成都市 CY2018023 空气制水器 高中 高思源 新津县华润高级中学 苏会
7 成都市 CY2018025 便携式公交乘坐装置 高中 赵梓寒 温江中学 李德春
8 泸州市 CY2018030 电梯缓降器 初中 刘宇航 泸县二中外国语学校 李良波
9 广安市 CY2018038 高楼缓降逃生管道 高中 李昕捷 邻水县第二中学 陈万明
10 广安市 CY2018041 无人智能售货车 初中 唐子然 广安友谊加德学校 蒋刚

11 资阳 CY2018043
基于RFID技术的校园识别定位
系统

高中 倪莹莹 四川省乐至中学 王建国

12 资阳 CY2018046 盲人智能导航设备 高中 吴美云 四川省乐至县吴仲良中学 杨超
13 资阳 CY2018049 火灾烟尘的环保净化装置 初中 肖松芝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张涛
14 德阳 CY2018055 一种“演讲机器人”的设计 高中 苏云昊 四川省绵竹中学 刘晓东
15 德阳 CY2018058 对e伞的改进 初中 张新豪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鲁桃
16 绵阳 CY2018061 汽车安全带的强制措施 小学 林奥成 绵阳市安州区泸州老窖永盛小学 唐平
17 绵阳 CY2018062 暖手雨伞 初中 窦浩宇 绵阳市安州区界牌镇初级中学 陈朝德
18 绵阳 CY2018063 创意机器人 小学 张洋林 绵阳市游仙区七一剑南路小学 陈欢
19 眉山 CY2018070 翻翻乐幼儿桌床箱 小学 余卓洋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 余锐锋
20 眉山 CY2018071 危险路口人车交互提醒装置 小学 郑沛然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 章晓斌

21 乐山 CY2018073
一种基于脑电波的安全驾驶眼
镜“安全魔镜”设计

高中 邓增 四川省犍为职业高级中学 牛东义、杜涛、黄志刚

22 达州 CY2018079 饮酒车难动 初中 冉旭光 万源市第三中学校 冉丹
23 达州 CY2018080 防漏油瓶 小学 陈俊树 达川区石桥镇列宁街小学 胡胜军、谢英、王小山
24 达州 CY2018081 可剥铅笔 小学 郝彬宏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学 张荣春、李兵、魏波
25 达州 CY2018082 涵洞清淤遥控车创意 小学 王智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学 陈和平
26 达州 CY2018083 流体电梯门 高中 郑诗琪 四川省大竹中学 游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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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自贡 CY2018084
“零能学校”、“产能学校”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太阳
能光伏教学楼

小学 林炳成 四川省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罗军毅、郑家强、黎明

28 自贡 CY2018087 电解水节能灶 小学 陈柯余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 刘强
29 雅安 CY2018088 氢——电混合动力汽车系统 高中 唐朝阳 四川省汉源县第一中学 庞溥
30 雅安 CY2018089 交流转换器 小学 高韩舜  雅安市名山区车岭镇中心小学 魏滔
31 雅安 CY2018090 我们的无尘多彩粉笔 初中 洋汉玲 天全县第一初级中学 张贵芳
32 雅安 CY2018094 电动绘画滚筒 小学 裴承宸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 李斌

33 南充 CY2018096
微生物燃料电池的重金属电动
修复装置

高中 王一凡 四川省南部县南部中学 蒲正山

34 巴中 CY2018100 毒蘑菇检测仪 小学 肖淑慧 通江县麻石镇中心小学 余斌
35 巴中 CY2018103 雨天车棚 小学 张梓涵 四川省南江县长赤镇小学 王芸
36 巴中 CY2018105 高速公路防倒车创意设计 小学 阳润 巴中市平昌县华严小学 吴斌、李晓荣

37 巴中 CY2018106
360゜无盲区“人行横道信号
灯杆”

小学 王志瑗 巴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杨小萱

38 凉山州 CY2018108 指尖二维码 高中 李比哈 盐源县民族中学校 唐延茂、任强、杨燕
39 凉山州 CY2018109 机车电磁式感控防撞系统 高中 王开军 盐源县民族中学校 唐延茂、王黎、吉晓蓉
40 凉山州 CY2018112 内卡钳位置度数装置 高中 毛焱 德昌县职业高级中学 徐欣欣
41 凉山州 CY2018113 防疲劳驾驶眼镜 小学 石一千里 西昌市第一小学 向红
42 凉山州 CY2018115 会飞的救生圈 小学 谌业妍 西昌市第二小学 王宁
43 凉山州 CY2018117 太阳能电梯天桥 小学 付嘉琦 西昌市第九小学 李薇娟、尤欣
44 乐山 CY2018118 物理学的电磁应用 初中 谢明烊 峨眉山市第二中学 杨春霞、周建容

45 遂宁市 CY2018008
一种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的灭火
无人机

高中 王乾宇 四川省大英中学 陈克乐

46 宜宾市 CY2018015 汽车辅助侧向照明装置 高中 罗敛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彭彩浩
47 广安市 CY2018036 生命桌灯概念设计 初中 廖柏程 邻水县第二中学 彭道红
48 资阳 CY2018048 电梯控制系统的智能优化 初中 邵青龙 资阳市乐至实验中学 吴龙庚
49 德阳 CY2018056 聋哑人专用交流眼镜 初中 胡邓城 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 张育培、吴琪、熊艳萍
50 德阳 CY2018059 多功能识字教具 初中 周仁鑫 绵竹实验学校 雷海平
51 眉山 CY2018072 scratch 2.0诗词迷宫闯关游 小学 田涵辰 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实验小学校 肖凤荣、罗洪强、余晓容
52 达州 CY2018077 智能高楼消防系统 小学 魏钰瀚 宣汉县东乡镇第二完全小学 仁厚良、刘庆华
53 达州 CY2018078 能自己发电的遥控器 小学 田雨欣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王芳
54 自贡 CY2018085 我是小广告 小学 毛彦君 四川省自贡市汇西小学校 何英、张翼萍、汪季军
55 自贡 CY2018086 智能斑马线 小学 杨子墨 四川省自贡市汇西小学校 吴晓娟、张余婷、杨先超
56 雅安 CY2018091 不怕堵不恐高的变形消防车 小学 王诗琪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刘艳霞



57 雅安 CY2018092 生态过滤墙 小学 冉欣翼 宝兴县灵关中心校 何万琴

58 南充 CY2018095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驾驶变道
时盲区车辆实时检测方法

初中 吴思齐 四川省阆中中学校 吴超

59 南充 CY2018097 互联网+模式下的新农贸市场 高中 张逸爽 四川省南部县南部中学 张苡轩
60 南充 CY2018098 利用VR技术的全新课堂模式 高中 罗入畅 四川省南部县南部中学 颜彦
61 巴中 CY2018101 滑轮吸尘鞋 高中 王艳 四川省通江县实验中学 廖皓疆
62 巴中 CY2018102 多彩修正液 高中 郭震 四川省通江县实验中学 韩宏远
63 凉山州 CY2018111 摩托车、电瓶车脚架报警装置 高中 刘蓝君 德昌县职业高级中学 徐欣欣
64 凉山州 CY2018114 投影式导航手机电筒 高中 李宗泉 盐源县中学校 李春浓





肖凤荣、罗洪强、余晓容

吴晓娟、张余婷、杨先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