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5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实践活动入围名单
序号 地区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学科分类 申报者 组别 辅导老师 学校名称

1 达州市 ES20002 科学探秘植物魅力•叙写校园植物家
谱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学
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小学 张荣春、侯俊杰、王健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
学

2 达州市 OT20031 探秘达川安仁柚 体验别样甜苦味 其他 达县职高科技活动小组 初中 冯远虎、石光强、郭德松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3 成都市 OT20058 智能蔬香园创意种植探究 其他 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 詹先斌、方艳秋、余蕾 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4 成都市 TE20004 丝绸之路上的科学 技术与工程
天府四小科技创新实践
活动小组

小学 易婷、曾玲、陈昱廷 成都天府新区第四小学

5 成都市 OT20048 百草园——中草药艺术实践工作坊 其他 少年传承中医药 初中 尹丹、陈鸣、周金龙 成都高新新科学校

6 雅安市 OT20032 我的物品我做主 其他
兴贤小学物品收纳科技
活动小组

小学 黄志娟、李鸿、张丽华 雅安市雨城区兴贤小学

7 德阳市 OT20017 基于STEAM视野下的小学生科技创
新活动纪实

其他
德阳市东电外国语小学
STEAM活动小组

小学 李引、朱锴志、马林 德阳市东电外国语小学

8 雅安市 OT20010 林间一棵草 家乡“致富宝” 其他
石棉县新棉镇小学快乐
小组

小学 谢光华、康丽蓉、杨松伟 石棉县新棉镇小学

9 达州市 TE20005 助力精准扶贫  传承皮蛋文化 技术与工程
渠县天星镇第二中心小
学科技组

小学 郑玲、王丽华、徐晓琴 渠县天星镇第二中心小学

10 成都市 TE20006 《智能立体生态花园课程》教学实
践

技术与工程
崇州市三郎镇学校
STEAM社团

初中 刘江瑶、万欣、苟良波 崇州市三郎镇学校

11 成都市 OT20052 未来和乐家园 其他 解一创客社团 小学 江赟、周长明、唐春秀 成都市解放北路第一小学校

12 成都市 OT20003 “红小家庭实验室”成长记 其他 红小家庭实验室社团 小学 王蓉 成都市红牌楼小学校

13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

州

TE20001 “超越梦想一起飞”航模制作科技实践

活动
技术与工程 茂县中学首届科创班 高中 叶成胜、张桥、付志龙 四川省阿坝州茂县中学校

14 达州市 LS20012 探究禽蛋气室奥秘的科技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达川区逸夫小学科技组 小学 彭小琼、陈清川、刘小兰 达川区逸夫小学

15 泸州市 OT20020 泸县兆雅镇近郊研学游之走进新溪
实践活动

其他
兆雅镇明德小学2020级
三班、2021级三班

小学 胡仪刚、刘莉、张晓荣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16 广安市 LS20020 落 叶 再 利 用 的 研 究 生命科学 友谊中学科创小组 初中 陈婷钰、郑静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17 巴中市 OT20038 大米防蛀方法的探究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朝阳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小学 陈香、文 雯、陈姝君 南江县红光镇小学

18 成都市 ES20030 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动系列实践
活动之一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棕北中学科院校区——
创客棕北社团

初中 张宏 成都市棕北中学



19 绵阳市 OT20061 绵阳城区“斑马线”上车辆避让行人的
情况调查

其他
何映宏、宋蔡璐冰等科
学调查实践活动小组

小学 杨斌霸、成兰、徐国栋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小学一部

20 达州市 OT20034 探究大竹黄粑  传承舌尖美食 其他
大竹县永胜初级中学科
技活动小组

初中 唐昊、吴小然、周显光 大竹县永胜初级中学

21 乐山市 ES20015 揭开大佛“毁容”面纱保护世界文化遗
产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杨甜意、帅鸿柯、李欣
然、罗雨翔、胡峻豪等
12人研究小组

小学 帅鉴珂 乐山市翡翠实验学校

22 成都市 TE20002 凉山州森林火险气象站的设计与模
型建构

技术与工程
成都哈密尔顿麓湖小学
科技创新社团

小学 任玉芹 成都哈密尔顿麓湖小学

23 巴中市 OT20044 探索贵民特产—能炸开的神奇果子
八月瓜的秘密

其他 神奇八月瓜科技小组 初中 孙莉萍、王晓全、杨双
南江县贵民乡九年义务教育
学校

24 资阳市 OT20005 小柠檬 大金果---探寻“安岳柠檬”实
践活动

其他 六年级一班科创小组 小学 蒋忠琼、王平、王艳玲 安岳实验小学

25 宜宾市 OT20018 天然色素扎染——基于湿垃圾的回
收利用

其他
2019级工业分析与检验

专业全体学生
高中 吴昕雯、孙仁香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26 广元市 OT20019 苍溪县农村空巢老人生存现状及对
策

其他
苍溪中学高2018级22
班科技实践小组

高中 董毅、罗佳、刘益梅 四川省苍溪中学校

27 眉山市 OT20029 寻彭山文化 传忠孝礼仪 其他
眉山市彭山区观音小学
科技小组

小学 骆艳洲、周廷苇、陈林
眉山市彭山区观音镇中心小
学

28 雅安市 TE20007 瓷泥炼制科技实践活动 技术与工程 茶瓷对话工作坊小组 小学 代先芬、俆强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29 资阳市 OT20004 掀起安岳“有机红薯”的盖头来 其他
实验中学高2021届科创
活动小组

高中 唐凡、蒋斌、曾建国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30 巴中市 OT20028 走进大巴山松树林蘑菇世界 其他
平昌县实验小学五年级
十班科技活动兴趣小组

小学 姜臣军、刘志平、吴正兵 平昌县实验小学

31 广安市 LS20005 校园植物物候观察 生命科学 金鼎科技创新社 高中 龚竞超、游燕、石登兵 四川省邻水金鼎实验学校

32 广安市 ES20011 校园植物认知调查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广安区厚街小学校四年
级一班科技小组

小学 莫小兰、雷雪松 广安市广安区厚街小学校

33 乐山市 OT20056 解密不同发酵方式对馒头口感影响
的实践活动

其他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实
践活动小组

小学 杜文敏、宋建秋、刘玲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

34 攀枝花市 OT20022 走进3D打印  传承三线精神 其他 南山实验学校3D社团 初中 杨先智、阳锦、邹修荣 攀枝花市南山实验学校

35 绵阳市 ES20040 中国（绵阳）科技城公众新垃圾分
类环保意识调研分析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吴林峰何佳瑶科技小组 高中 向瑢德、蒋忠、郑金平 四川省绵阳第一中学

36 攀枝花市 OT20036 以活动促教育，弘扬家乡文化精神 其他 乡土历史活动小组 高中 杨佳友、王誉桦、魏征 攀枝花市大河中学校

37 内江市 OT20015 食用蘑菇种植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五一班科技小组 小学 刘丁瑜、杨小婷、杨忠美 四川省内江市第四小学



38 雅安市 OT20023 “校园废纸能力风暴”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雨城四小科技实践活动
营

小学 李斌、吕显萍、鲁耀君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

39 成都市 OT20009 《本真小农场》实践活动 其他
成都高新新华学校农科
兴趣小组

小学 张诗雨、白益帆、黄莹钰 成都高新新华学校

40 凉山彝族
自治州

OT20045 凉山彝族刺绣文化的传承 其他
甘洛县民族小学六年级
一班

小学 宋华妹、林勇、李虹 甘洛县民族小学校

41 自贡市 ES20023 一水四问：家庭自来水溯源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刘垚希、陈天若、杨锦
涵

初中 刘华、饶玲、赵雪茹 富顺第二中学校

42 泸州市 LS20022 种子结构缺失会萌发吗？ 生命科学 范若兮小组 初中 周艳、姜永丽、黄红梅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43 内江市 OT20046 让快递盒再次旅行 其他
内江市第三小学校大队
部

小学 胡秋莲、张礼强、周惠 内江市第三小学校

44 宜宾市 OT20059 青山绿水少峨山——等高线地形图
的考察

其他
叙州区育才中学19级地
理课外活动小组

初中 吴远红、袁方、刘庭安 宜宾市叙州区育才中学校

45 乐山市 LS20016 嫁接茄子的种植实践 生命科学
峨山中学嫁接茄子种植
实践小组

初中 李玉琼、钱晓容 峨眉山市峨山镇初级中学校

46 雅安市 OT20053 健康生活从绿色小厨房开始 其他 五六年级科技组 小学 周天锦、程燕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47 内江市 ES20003 还地球美丽，我在行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 小学 肖瑶、陈学杰、余云林 内江市实验小学

48 广元市 OT20030 关于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调查报告 其他 "晨旭"学习小组 高中 向长芬 四川省旺苍中学

49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

州

ES20004 垃圾回收和分类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六年级学生 小学 李玉华 阿坝州马尔康县第三小学

50 泸州市 OT20049 走进动窝水电站 其他
泸州市龙马潭区新民小
学校四年级

小学 林志荣、傅琰惠、陈俊尧 泸州市龙马潭区新民小学校

51 绵阳市 OT20037 探索飞机飞行的秘密 其他
梓潼县文昌第一小学校
三年级科技组

小学 王莉、贾蓉、潘演虎 梓潼县文昌第一小学校

52 广安市 OT20039 “引领学生学习，驱动学生发展”科技

创新活动
其他

四川省邻水县第二中学
科技少年班

初中 邓明红、陈万明、李强 四川省邻水县第二中学

53 达州市 ES20026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见环保
”——助力垃圾分类科技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学
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小学 黄朝容、刘丹、魏萍 达川区实验小学

54 南充市 TE20003 让想象照进现实—3D打印科普实践
活动

技术与工程 高坪中学物理兴趣小组 高中 杨灿、李柯颖、江敏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中学

55 雅安市 OT20063 “走家串户防猪瘟，隆兴学子在行动”
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隆小非洲猪瘟调查组 小学 王智强、高凤琼 芦山县隆兴中心校

56 广元市 OT20041 景区建设形神兼备的探究与设计 其他
四川省广元中学高2018
级26班第一研究小组

高中 李凤耀、王国琼、王敏 四川省广元中学



57 宜宾市 OT20024 大豆变形记 其他
南溪区仙源小学校二九
班科技小组

小学 刘洪平、王心、谭丽莎 宜宾市南溪区仙源小学校

58 达州市 MS20005 桑树园里悦童年 物质科学
达川区逸夫小学五年级
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小学 孙汉女、陈莉、蒋世琴 达川区逸夫小学

59 自贡市 ES20009 助力环保 探寻空中秘密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自贡衡川实验学校无人
机社团

高中 曾超、王亮、管英俊 自贡衡川实验学校

60 遂宁市 OT20043 养绿护绿 我们在行动 其他
大南街小学三（2）乐
学中队

小学 严春梅、向娟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大南街
小学

61 遂宁市 OT20033 凝固在门与窗上的美丽 其他
大英县实验学校七年级
科技活动小组

初中 何德琼、张珊珊、钟玲 大英县实验学校

62 南充市 ES20018 有效利用垃圾，绿色校园行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阆中市实验小学三年级
组

小学 赵丽、刘敏 四川省阆中市实验小学

63 攀枝花市 OT20013 我是科技小能手—电子积木DIY活动 其他 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 小学 彭丝娟 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

64 眉山市 ES20008 废纸再创造，草木微微笑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汪洋镇中心小学“小白
鸽”环保队

小学 唐婉欣、郑瑜、阳春艳 仁寿县汪洋镇中心小学

65 泸州市 TE20011 走近AI实验室 技术与工程 十五中AI社团 初中 梁成勇 泸州市第十五中学校

66 南充市 ES20035 问渠那得清如许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嘉陵区实验小学德育处 小学 李放、岳佳、沈颖 南充市嘉陵区实验小学

67 遂宁市 OT20051 爱护眼睛，一生光明 其他 美美中队 小学 唐恒、王建胜 遂宁市船山区大南街小学

68 凉山彝族
自治州

MS20003 探索大气压强 物质科学
会理县城关第二小学科
创社团

小学 李荣新、戴兴兰 会理县城关镇第二小学

69 巴中市 OT20011 对大巴山区常见野生花卉植物的调
查研究

其他 寻梦科技小组 小学 胡成东、廖清泉、刘玉英 南江县下两镇小学

70 宜宾市 LS20006 保护咱们的牙齿 生命科学
水鸭小学校四年级一班
五年级二班

小学 严绍国、赵冬梅、黄吉琼
宜宾市高县庆符镇水鸭小学
校

71 雅安市 OT20026 大渡河畔麻家山苦荬菜探究体验科
技实践活动

其他
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大
树镇中心小学科学兴趣
小组

小学 冉腊、邱丹 汉源县大树镇中心小学

72 凉山彝族
自治州

MS20004 水往高处流实践活动 物质科学
四年级一班“水往高处
流”探究实践活动小组

小学 李荣新、赵天琴 会理县城关镇第二小学

73 泸州市 OT20057 测大米中镉、铅、铬金属元素含量 其他 叙永一中高2018级6班 高中 罗爽、赵强、胡小琴 四川省叙永第一中学校

74 雅安市 ES20006 “绿色手工  点亮生活”美境行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灵小环保创意小组 小学 罗莉、张子蓉、杨明翠 宝兴县灵关中心校

75 雅安市 ES20032 “科学处理生活垃圾，美化净化生活

环境”科技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科学处理生活垃圾 美
化净化生活环境”环保
科技活动营

小学 吴佳强、韩志珍 荥经县大田坝乡中心小学



76 巴中市 LS20025 《骨碎补“渴不死”之谜的探究》 生命科学
南江县天池镇红五小学
逐梦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小学 李荣、黄婷、苗强 南江县天池镇红五小学

77 甘孜藏族
自治州

LS20023 《走近校园植物—综合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三年级 小学 邓利军、蒋国英、罗太
甘孜藏族自治州海螺沟寄宿
制小学

78 广元市 LS20018 旺苍县北山片区野生鱼类生存状况
调查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国华中学“星火”创客社
团

初中 向白儒、石秋菊、李大千 四川省旺苍国华初级中学校

79 巴中市 ES20029 “我们都是追星族”科技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巴州区枣林镇中心小学
天文兴趣小组

初中 岳俊豪、王海艳
巴中市巴州区枣林镇中心小
学校

80 南充市 LS20014 探索生命之源，感恩伟大母爱 生命科学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科
技活动小组

小学 张素华、王玉萍、何英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81 内江市 ES20039 科技活动之探究资源再回收利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内江市东兴区五星小学
校科技活动实践小组

小学 林锐、艾艳、刘瑶 内江市东兴区五星小学校

82 泸州市 TE20009 纸飞机飞行实践活动 技术与工程 高2017级一班 高中 何燕平 泸化中学

83 南充市 MS20006 探索文明起源—仿古造纸科技实践
活动

物质科学
阆中德恒菁英外国语学
校六年级科技活动小组

小学 刘维 阆中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84 德阳市 ES20010 《污水净化》综合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广汉市雒城镇第一小学
校 科技组全体成员

小学 姚和林 广汉市雒城镇第一小学校

85 资阳市 OT20006 安岳新农村发展--燕桥村 其他
实验中学高2020届科创
活动小组

高中 何琼、魏建、曾建国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86 成都市 ES20001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成
华校区科技兴趣小组

初中 李芳蕾、李琪、赵玲瑜
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成华校
区

87 宜宾市 LS20010 《水生生态瓶的秘密》 生命科学
仙源小学五年级3班科
技小组

小学 陈银、刘晶、张顺琴 宜宾市南溪区仙源小学校

88 德阳市 ES20020 节能在我身边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什邡市北京小学 小学 黄志远、尹静、李春蓉 什邡市北京小学

89 攀枝花市 OT20014 科技实创•生态劳动,打造青青校园 其他 攀枝花市第六小学校 小学 钟绍英、向洋、郑静 攀枝花市第六小学校

90 眉山市 LS20024 探究低温和不同浓度赤霉素处理对
油菜种子萌发的影响

生命科学
仁寿县华兴中学生物创
新实验小组

高中 汪丽群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华兴中
学

91 德阳市 LS20015 种植植物《向日葵》 生命科学
德阳市什邡市国人小学
种植《向日葵》小组

小学 邓 嵘、汪艳、谭榜琴 什邡市国人小学

92 眉山市 LS20001 关爱儿童视力健康 生命科学
眉山东辰国际学校科技
兴趣小组

小学 王文琴 眉山东辰国际学校

93 遂宁市 OT20007 我是校园首席安全官 其他
射洪市大榆镇古井小学
少总部

小学 王敏、蒲承涌、刘金鑫 射洪市大榆镇古井小学校

94 眉山市 MS20001 远离毒品、健康成长 物质科学 青神县初级中学校 初中 陈聪  青神县初级中学校



95 资阳市 LS20009 探索种子的萌芽 生命科学 生物兴趣小组 小学 李彩、阳丽红、孙燕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96 达州市 ES20036 《神奇的白塔》科学探究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
校

小学 王芳、田清华、罗亚林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97 自贡市 ES20017 “同筑绿色家园，共建美丽沿滩 争做

环保小卫士”科技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
校

小学 胡敬民、周姮玉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

98 攀枝花市 LS20027 趣味生物——生物模型制作 生命科学 密外生物兴趣小组 初中 潘婷、龚玲玲、杨评 攀枝花市十九中小学校

99 乐山市 ES20016 烟头落地对创建卫生城市的影响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踏水小学科技小组 小学 周明霞、黄世明、张智
乐山市沙湾区踏水镇中心小
学

100 德阳市 LS20011 分餐制  远离幽门螺杆菌病 生命科学
什邡市禾丰小学五年级
二班

小学 陈勇、郭先元、廖书丽 什邡市禾丰小学

101 宜宾市 LS20002 大山的保护神——老君山山鹧鸪生
态环境考察活动

生命科学
屏山县学苑街小学科技
创新小组

小学 杨冬培、李庆丰、张道明 屏山县学苑街小学校

102 广安市 OT20001 走进神龙山巴人石头城   探究巴人
传统家具纹饰

其他
四川省邻水中学高2021
届科技兴趣活动小组

高中 瞿德超、骆孝元 四川省邻水中学

103 凉山彝族
自治州

LS20003 走进校园植物 生命科学
科技实践兴趣小组（低
段组）

小学 曾林芬、罗加菊、陈仕金
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益门
片区中心小学

104 内江市 ES20025 关于资中农村家庭烟囱改进实验与
研究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六年级 小学 凌昌远、马玲、段立苹 资中县重龙镇中心学校

105 乐山市 LS20019 种子的秘密综合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夹江县第二小学校四年
级五班

小学 曹燕、龚志英 夹江县第二小学校

106 乐山市 ES20024 我为绿色家园添新叶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葫
芦镇小学科创实践活动
小组

小学 周斌、赵国旗、张立峰
乐山市沙湾区葫芦镇中心小
学校

107 达州市 ES20027 松树的“癌症”——松材线虫病科学探
究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
校

小学 肖波、赵远刚、杨方良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108 自贡市 LS20013 “一带一路”沿线珍稀野生动物的调查

研究
生命科学

“一带一路”系列活动小

组
小学 舒天文、晏明英、林元容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109 内江市 OT20002 让枯树枝绽放青春 其他
白马中心小学校根雕兴
趣小组

小学 叶灵芝、何敏、黄绍刚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中
心小学校

110 甘孜藏族
自治州

LS20021 酸奶制作流程 生命科学 高2022届11班 高中 王紫薇、魏兴昆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中学校

111 凉山彝族
自治州

ES20037 关注身边的食品安全 食品中亚硝酸
盐含量的检测

地球环境与
宇宙科学

雷波中学生物兴趣小组 高中 蔡茂、张耀、王娟 四川省雷波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