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5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学影像节获奖名单（科学微电影）
序
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辅导教师 所在学校 所在市州
获奖
等级

1 SCAV10002 荒漠化调查 李笑然 梁爽、陈一银 成都石室双楠实验学校 成都市 1
2 SCAV10026 “北大”十二时辰 姜豫恬、张宝元、郑力之 陈滋庶、雍贤祝 四川渠县渠江镇第一小学 达州市 1
3 SCAV10003 神奇的杯子 郑悦生、向奕蓓 郑丁元 德阳市岷山路小学 德阳市 1
4 SCAV10034 3D投影 其乐无穷 缪蓝、游冬宇、代亚炜 陈丽、覃小刚 江安县江安镇西江小学校 宜宾市 1
5 SCAV10035 尚书与蝜蝂 胡焱钦、邹蕊聪、谢明成 吴容、胡华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 乐山市 1
6 SCAV10045 地震科教片之与祖国同在 阿木优生、郝梓伊、姜艾君 陈飞、杨波 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九襄镇第四小学 雅安市 1
7 SCAV10055 指尖飞梦 邵焯涵 蒋彪、刘艳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1
8 SCAV10056 口香糖的奇遇 张紫娟、张灏月、 蒙思峣 曹霞、张竟 达川区金华学校 达州市 1
9 SCAV10061 无声的守护 朱宇俊、李淞浩 杨柱 成都市新都区北星小学 成都市 1
10 SCAV10063 潜伏 苟源、覃仁杰、王泺尧 吴伟、潘艳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达州市 1
11 SCAV10007 惑 毛嘉宇、旷玉佳 唐云霞、张菊 西昌航天学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 1
12 SCCV10007 π的前世今生 彭会容、骆诗羽、张尹键 吕武、严露 宜宾市叙州区蕨溪中学校 宜宾市 1
13 SCCV10008 多功能超声波光感智能灯光管家 秦梓竣、万洋、向智羽 陈宇洋、罗雨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眉山市 1
14 SCCV10014 虹吸与连通器 肖洒、吴嘉伟、余家伟 詹崇芬 泸化中学 泸州市 1
15 SCAV10012 乒乓球的潜水梦 杨与杨、江楚相 张子蓉、李阳 宝兴县灵关中心校 雅安市 2
16 SCAV10014 垃圾分类，你我同行 徐子棋、刘译濠、李欣辰 池溪、郭方圆 成都市郫都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 2

17
SCAV10016 善变的苹果 马诗凯、徐惜贝、郑思妍 黄刚、徐丽芬

眉山市东坡区永寿中心小学、四川省眉
山市东坡小学 眉山市 2

18 SCAV10024 哈气吹气有秘密 朱思远、林璟雯、李小可 朱亚林、林晓辉 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小学 眉山市 2
19 SCAV10027 指尖流水我记录 杨韵霖、罗晨曦、刘续航 邓洁、黄林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自贡市 2
20 SCAV10031 一指千钧 梁肖、张奥铃、王奕 熊利、徐浩瀚 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灵石小学 眉山市 2
21 SCAV10033 麻饼空心之谜 张丹丹、李燕 陆智平、易德荣 南江县长赤镇桥梁小学 巴中市 2
22 SCAV10036 翡翠凉粉 王億、冯梓芸、赵紫成 周筠、王芙蓉 平昌县第二小学 巴中市 2
23 SCAV10042 垃圾分类知多少 何佳琪、何雅晗 罗英、毛倩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第二小学校 自贡市 2
24 SCAV10044 水去哪儿了 罗海恩 万丽、殷纲 泸州市实验小学校 泸州市 2
25 SCAV10057 落叶归“正” 张诗琦、刘荣锐、罗霈迪 廖福超、罗雅楠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遂宁市 2
26 SCAV10060 垃圾有“圈”，投其所好 黄诗嘉、赵睿杰、彭韵竹 张琴 宜宾市中山街小学校 宜宾市 2
27 SCBV10002 七彩长滩——悄悄被kill的绿色 郑秋月、张燕 戎小红、成玉芳 南江县正直中学 巴中市 2
28 SCBV10007 隔空喝奶的秘密 李雨虹、欧梦玲、李瑞雪 郑循贵、杨大锦 雅安市名山区红星镇初级中学 雅安市 2

29
SCBV10008

点亮绿色生活——照明灯发光率影
响因素探秘 雷桐、张楠、郑翔尹 沈世忠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广安市 2

30 SCBV10010 草船借箭科技版 雷星宇、杨坤财、易陈陈 程大会、韦波 叙永县正东镇西湖学校 泸州市 2
31 SCBV10013 巧用粉末显指纹 王艺博、刘粼菡、陈卓 陈婷钰、程伶俐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广安市 2
32 SCBV10015 被小瞧的磁铁 曾嘉豪、王汶浩 庞一南、李敏 南充市第十一中学校 南充市 2
33 SCBV10022 变废为宝 李娟、李拉拉 谭水淼、毛丹 雅安市第一特殊教育学校 雅安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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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CCV10011 “胸口碎石”之谜 李茗锐泽、孙国清、谢小星 伍军、姜全智 四川省什邡中学 德阳市 2
35 SCCV10013 香烟的危害 肖航、杨蕊玥、龙勇君 杨莉、廖元明 四川省乐至县吴仲良中学 资阳市 2
36 SCAV10013 “可乐”变“雪碧” 李俊轩、邓佳莉 胡正芳、杨鸿竹 乐至县城东小学校 资阳市 3
37 SCAV10015 和星星有个约定 曾婧然、李永康、刘国翔 王登平、李勤耕 宜宾市南溪区刘家镇中心小学校 宜宾市 3
38 SCAV10017 环保达人秀 刘茉菡、何逸一 李玉庆、苟曰倩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成都市 3
39 SCAV10018 小龙虾的血你见过吗？ 罗天祥、吴阳煦、徐子函 杨欢、苟建英 四川省石棉县希望小学 雅安市 3
40 SCAV10020 豆腐制作——外婆的味道 唐宇轩、龙玥、伍茂萍 谢檬宇、刘佳 乐至县城东小学校 资阳市 3
41 SCAV10021 五彩世界—草木扎染艺韵 张博超、尹未然、王艺辰 谢檬宇、王海波 乐至县城东小学校 资阳市 3
42 SCAV10028 空气占据空间 彭思源 何静秀、彭瑶 资中县重龙镇中心学校 内江市 3
43 SCAV10030 找“坏”蛋 宋雨泽、李雅溪、闵玥晞 熊利、宋廷春 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灵石小学 眉山市 3
44 SCAV10038 沸腾的可乐 阿育伍机、沙马阿佳、吉伍呷呷 杨龙、王欢 喜德县拉克乡中心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45 SCAV10040 小井盖大学问 周美丽、吴颖伶 田玉成、吴治兰 遂宁市安居区莲花乡初级中学校 遂宁市 3

46
SCAV10041

观蘑菇生长 探蘑菇奥秘 ——  意
外发现之孢子弹射 万卓航、章义乾、刘玲利 胡媛媛 泸县得胜镇得胜中心小学校 泸州市 3

47 SCAV10004 手指故事 杜思雨、何倩 黄柯 新津县花源镇中心小学校 成都市 3
48 SCAV10047 虹吸实验及探索 杜傲男、陈逸枫、陈梦瑶 杜科、李成文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小学 眉山市 3
49 SCAV10049 海底火山 龚家钰 余非 四川省汉源县九襄镇小学 雅安市 3
50 SCAV10050 水果沙拉的风波 马博文 朱晓芬、张馨丹 恩阳区玉山镇中心小学 巴中市 3
51 SCAV10051 放错位置的宝贝 何昀蔚、何金芮、张渊喆 甘宁、张会英 达川区实验小学 达州市 3
52 SCAV10053 不能吃，小心有毒！ 刁顺彤、李千烨、张梓琰 陈勇、王昌华 什邡市禾丰小学 德阳市 3

53
SCAV10054

小小水果保护伞—珍珠棉水果网套
有毒吗 吕娅琳、刘金凤、袁梅馨 魏双霞 南江县南江镇第二小学 巴中市 3

54 SCAV10058 酸奶的秘密 熊屿轩、胡瀚匀、刘可欣 廖福超、罗雅楠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遂宁市 3
55 SCAV10066 孔明灯的原理 肖云阳、王俊 雷娟、吴亮 武胜县三溪镇小学 广安市 3
56 SCBV10001 地下黑钻石----关于黑松露的探究 王思雨、晏芳、刘毅恒 陈久伦、朱荣珍 会东南山实验学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 3
57 SCBV10004 酱油盐水二重奏 刘妍、刘媛、伏金凤 董鑫、赵甫平 四川省通江县第三中学 巴中市 3
58 SCBV10009 探秘水的表面张力 陈俞竹、杨国庆、杨震涛 严华梅、陈晓玲 四川省通江县第三中学 巴中市 3
59 SCBV10016 为什么纸打湿晾干会变皱 曹健平、高一诺 赵锐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绵阳市 3
60 SCAV10008 超人的力量——探究滑轮兄弟 申翌辰、罗婧文、康语涵 李刚、冯颖 兴文县古宋镇第三小学校 宜宾市 3
61 SCBV10020 蒸汽的威力 韩睿 杨蓉、崔建宇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遂宁市 3
62 SCBV10021 吹电扇能降低空气温度吗 刘欣睿、杜妍雯、谭诗仪 赵凡、龙燕 四川省武胜县沿口初级中学校 广安市 3
63 SCCV10002 青花瓷-乙醇版 唐菲、蒋诗琪、刘瑶瑶 李娇娇 四川省大竹中学 达州市 3
64 SCCV10004 用温度的差值能否改变未来 周泰蒙、季钢钏、赵苒彤 林春、宋思焰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眉山市 3
65 SCCV10009 蓝晒成像之谜 罗瑞、刘家越、陈力川 刘全芬、李果 四川省富顺第二中学校 自贡市 3

66
SCCV10010

Intelligent Anti-mobile-
addiction Assistant 廖心怡、徐琳舒、万小冉 宋思焰、罗雨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眉山市 3

67 SCCV10012 垃圾分类你知多少 余佳欣、伍敬雯、万萍萍 朱儒斌、杨安祥 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一中学校 乐山市 3
68 SCCV10015 世界之中，牛顿之外 谭鹏、周鸿 罗小明、崔建宇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遂宁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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