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地区 方案编号 方案名称 学科分类 申报者 辅导老师 学校名称 获奖等级

1 成都市 LS21006 我是小小雪豹守护者 生命科学 天涯博物科学团 肖丹、杨芳、牟晓舟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1

2 成都市 OT21012 研学旅行 科技寻觅 其他 七彩队 肖玲、郭建
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初中
学校

1

3 成都市 LS21007
关于利用家庭厨余垃圾制作有机
肥的实践研究报告

生命科学 实小科创团 黄烨阳、赵永刚、陈龙明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实验小学 1

4 成都市 LS21008 饮水与健康科技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双中实验校附小科学研究小组 余丽、艾丽沙、李雅颖 成都双流中学实验学校 1

5 达州市 ES21011
流不干的古井，舀不尽的乡愁—

—探古井“消失”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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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旭方、侯俊杰、夏学兵 达川区实验小学 1

6 达州市 TE21002
“探水田免耕　助乡村振兴”科技

实践活动
技术与工程

大竹县永胜初级中学科技活动
小组

周显光、唐昊、覃旭 大竹县永胜初级中学 1

7 达州市 ES21016 穿越荔枝古道的无人机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罗亚林、田清华、谭力支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 1

8 广元市 OT21059
康养景区建设融入传统居家文化
的探究

其他
四川省广元中学高2018级研究

性学习第三小组
欧跃进、李凤耀、黄国军 四川省广元中学 1

9 乐山市 LS21004
探究大渡河湿地公园中芒草对铅
汞等污染物的净化功能

生命科学 乐山市沙湾小学科技活动小组 赵玉富、段立平、罗琦 乐山市沙湾小学 1

10 乐山市 TE21001
博睿特新校区智能化改造科学实
践活动

技术与工程 创客社团全体学生 郑荔丹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1

11 乐山市 LS21003 探究谭坝村葎草的危害与治理 生命科学
沙湾区谭坝学校科技实践活动
小组

喻晓芳、王玉顺 乐山市沙湾区谭坝学校 1

12
凉山彝族
自治州

ES21008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留住

蝉最后的“歌声”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会东县第三小学科技组 刘定铕、晏远昕、潘姝彤 会东县第三小学 1

13 泸州市 MS21001 探索光影之谜 物质科学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2022级三

班、2021级三班
陈静、胡仪刚、胥刚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1

14 内江市 OT21029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其他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五年级五班
科技小组

刘艾青、樊晓英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 1

15 遂宁市 ES21028

小脚走青山 童心探绿水——遂

宁市大南街小学西山森林公园明
月湖水系生态调查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大南街小学明星科技队 严春梅、王凤荣 遂宁市船山区大南街小学 1

16 雅安市 LS21001 我家冰箱脏不脏 生命科学 兴贤小学科技活动小组 黄志娟、李鸿、王微中 雅安市雨城区兴贤小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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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巴中市 OT21049
解密“植物界神奇的千年人参----

葛根” 科技实践
其他

平昌县实验小学雏鹰科技活动
兴趣小组

姜臣军、陈达、刘志平 平昌县实验小学 2

18 巴中市 OT21034
抑制泡菜生花现象的科技实践活
动

其他 朝阳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杨艳、刘育婷、马何琼 南江县红光镇小学 2

19 巴中市 OT21061
体验巴人农耕生活  探索农具的

演变革新
其他 坦溪小学科技活动小组 唐双 四川省平昌县坦溪小学 2

20 成都市 ES21004 龙娃娃绿色研学科技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龙娃娃绿色研学小分队 唐月悦、闫薇、卢毅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2

21 成都市 MS21002 探究人类对微观粒子的研究历程 物质科学 栗子小分队 蒋军泽 四川省双流中学 2

22 达州市 ES21036
弯的力量•曲的魅力——科学探

秘自然弯曲的力量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学科技创
新梦想小组

张荣春、吴晓雁、陈国玲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
学

2

23 达州市 OT21002 关注食品安全  共享快乐生活 其他
四川省渠县中学高2019级科技

活动小组
曾靖、蒋东旭、覃慧碧 四川省渠县中学 2

24 达州市 OT21004 断肠桃花泪 其他 雄鹰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杨丽华、李琼、匡方智 宣汉县红专路小学 2

25 德阳市 OT21013 纸浆创作 其他 纸浆工作坊小组成员 杨梅 什邡市马祖小学 2

26 德阳市 ES21022
《“可降解”塑料的实验探究》综

合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广汉市第一小学科技兴趣组全
体同学

姚和林 广汉市第一小学 2

27 广安市 MS21003 探秘豆腐世界 物质科学 友谊中学科创小组 陈婷钰、郑静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2

28 广元市 OT21060
川北新农村建设民居浸润传统民
居文化的探究

其他
广元中学高2018级 研究性学习

二小组
李凤耀、周萍、杨秀琼 四川省广元中学 2

29 乐山市 OT21027
辉山镇李花油菜花节研学活动实
践报告

其他
辉山小学小呦呦实验室翔鹰中
队

郑平、张英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山镇辉山
小学

2

30
凉山彝族
自治州

ES21007
快递包裹外包装重复利用的可行
性研究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生物兴趣小组 周兰、房波 西昌阳光学校 2

31
凉山彝族
自治州

OT21044 传承农耕文化  留住乡愁记忆 其他
冕宁县职业技术学校农耕文化
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姚德怀、王成芳、余自菡 冕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2

32 泸州市 LS21005 探究植物水分运输的结构 生命科学 小细胞社团 孙廷廷、周艳、杨洁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2

33 泸州市 TE21005 保护生态环境 共享绿水青山 技术与工程 叙永一中高2019级11班 罗爽、章浩、赵强 四川省叙永第一中学校 2

34 泸州市 OT21051
我眼中的的家乡酒——探寻泸州

酿造文化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四年级三班科技中队 陈智兰、张利、马春姝 泸州市实验小学校 2

35 眉山市 LS21013 蚂蟥冷知识 生命科学
四川省丹棱中学校 高一5班、高

一7班 五七生物小纵队
叶玉、郭娇 四川省丹棱县丹棱中学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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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绵阳市 ES21035 自然教育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平武县平通镇初级中学自然教
育小组

张晓蓉 平武县平通镇初级中学校 2

37 南充市 OT21032
认识神奇中草药，培养健康新生
活

其他
阆中市思源实验学校萌芽科技
社

李晓、李天泽、王利珊 阆中市思源实验学校 2

38 南充市 OT21036 战“疫”不停学，成长不止步 其他 阆师附小科技活动小组 李雪连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2

39 内江市 ES21006
资中城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调查
与研究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四年级五班 凌昌远、马玲、朱庆 资中县重龙镇中心学校 2

40 内江市 OT21026 《“目”浴阳光，珍爱光明》 其他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东区）六
年级1班科技组

李庆林、王伟、毛小莹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东区） 2

41 攀枝花市 ES21012
利用卫星照片制作地图的实践活
动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地理兴趣活动小组 江莉、柳映雪、代天胜 四川仁和思源实验学校 2

42 遂宁市 ES21027 做好垃圾分类，保护绿色家园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东禅中学科技实践小组 杨明、孙勇军、欧斐鸣 四川省遂宁市东禅中学 2

43 遂宁市 OT21016
喝进身体的真的健康吗？——“

饮料与健康”调查活动实验报告
其他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遂州实验学
校科技实践小组

胡牧云、贺华军、廖福超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遂州实验
学校

2

44 遂宁市 LS21016 厨房中的隐形"杀手"探究活动 生命科学
遂宁安居育才卓同国际学校三
年级科技实践小组

刘兴宾 遂宁安居育才卓同国际学校 2

45 雅安市 ES21025 小学生认识泥石流实践探究活动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环保小卫士组 胡光露、张永芳、郭成高 宝兴县实验小学 2

46 雅安市 OT21021 我们手里的粮食 其他 雨城四小科技实践活动营 李斌、吕显萍、胡玉蓉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 2

47 宜宾市 MS21005
探究茶吧机实时显示温度值与真
实温度值之间的差异

物质科学
宜宾市叙州区育才中学校2019

级13班
曾侯凯 宜宾市叙州区育才中学校 2

48 宜宾市 ES21009 “农村燃灶的变迁”科技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农村燃灶的变迁——科技实践

活动小组
黄学锋、杨庭芳、王洪珅

兴文县大河苗族乡金鹅民族
小学

2

49 资阳市 LS21012
探究不同浓度营养液对豌豆幼苗
生长的影响

生命科学 生物兴趣研究小队 孙燕、陈光兰
资阳市雁江区青少年学生校
外活动中心

2

50 资阳市 OT21035 探访再生造纸  传承节俭精神 其他 三年级一班 张柔、何其琼、江万秀 资阳雁江八小 2

51 资阳市 OT21001
木门寺：清凉山下隐秘的独特建
筑

其他 高2021届科创活动小组 唐凡、蒋斌、曾建国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2

52 自贡市 ES21026
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绿色文明
城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生物多样性宣传生态小组 何佳莲、钟静 富顺县安和实验学校 2

53 自贡市 ES21015 我的花式减塑法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华英“减塑”环保小组 邓洁、黄林、舒英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2

54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

州

ES21033
环保创卫在我心，争当节能小卫
士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马尔康市第二小学种植创客组 唐文欢、泽郎斯基、孙永春 马尔康市第二小学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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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

州

OT21025
深度认识藏区芫根种植 为农牧

民致富增收
其他

马尔康市第二小学乡土文化研
究种植小组

泽郎斯基、唐文欢、孙永春 马尔康县第二小学校 3

56 巴中市 OT21057
南江县下两镇东垭小学手工茶制
作工艺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南江县下两镇东垭小学手工茶
制作工艺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赵丽蓉、冉小芳、张勇 南江县下两镇东垭小学 3

57 巴中市 LS21017
从鞋跟磨损程度看小学生骨骼健
康状况

生命科学
平昌县响滩小学劲草科技兴趣
小组

唐于川、苟中浪、陈艳军 平昌县响滩小学 3

58 巴中市 OT21046
农村产业脱贫探究：野生八月瓜
的扦插栽培

其他 春芽科技活动小组 李晓霞、李妍、张兰 南江县长赤镇桥梁小学 3

59 巴中市 OT21045 川东北民居与乡村振兴 其他 平昌县元山小学 谭晓红、韩玲、李淼 平昌县元山小学 3

60 成都市 ES21005 8.16籍田大洪水原因调查报告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籍田小学科技小组 胡自桥 成都天府新区籍田小学 3

61 成都市 OT21011 《科技时代 后浪逐梦》 其他 草堂小学科学组 钟月函、史学谨 成都市草堂小学 3

62 成都市 OT21010 长江源生态守护者 其他 夏子家姐妹队 王菲 成都金苹果公学 3

63 达州市 MS21007 管见水科学 凝聚好奇心 物质科学 达县职高科技活动小组 胡知平、冯远虎、石光强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3

64 达州市 OT21031
“寻找西路军陈启华”科学探究实

践活动
其他 “寻找西路军陈启华”活动小组 冉启东、马中元、王利平 万源市第三中学 3

65 德阳市 OT21020 探究温度对豆腐成形的影响 其他 小南街小学校科技小组 张天应、袁琼、陈海波 中江县小南街小学校 3

66 德阳市 OT21048 我和磁铁做游戏 其他 广汉市金雁小学科技兴趣小组 邱清才 广汉市金雁小学 3

67 德阳市 ES21018 绿色校园、从我做起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绿色环保兴趣小组 彭小春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初级中
学校

3

68 德阳市 ES21002 美丽环境，您保护了吗？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德阳市第一小学六年级三班 杨辉均、李莉平 德阳市第一小学 3

69 德阳市 ES21014
问水——思水、探水、节水系列

科技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继光科技调查小组 刘亚男、闫德林、常一铁 中江继光实验学校 3

70 德阳市 OT21003 红薯变形记 其他
中江县小南街小学探索者科技
小组

康丽、刘金蓉、邹秀华 中江县小南街小学校 3

71
甘孜藏族
自治州

ES21010 土壤里有什么----综合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海螺沟寄宿制小学 邓利军、张祖燕、周慧

甘孜藏族自治州海螺沟寄宿
制小学

3

72 广安市 LS21009 苍耳大作战 生命科学 金鼎科技创新社 龚竞超、唐久淋、石登兵 四川省邻水金鼎实验学校 3

73 广安市 OT21006
《垃圾分类绿色先行》科技实践
活动

其他
四川省华蓥市红岩乡小学科技
实践小组

唐扬 华蓥市红岩乡小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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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广安市 OT21024 《金石传拓》 其他 金石印象    活动组 胡曦文、杨建、付勇 四川省岳池中学 3

75 广安市 OT21038 作息规律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其他
广安市广安区大安镇第一小学
校四、五年级科技组

张齐玲、胡方梅、董芹
广安市广安区大安镇第一小
学校

3

76 广元市 OT21039 明月峡交通历史渊源调查 其他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第二小学
六年级科学兴趣小组

向红菊、景杨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第二小
学

3

77 广元市 LS21002 小种子 大萝卜 生命科学 五年级科学兴趣小组 刘素敏 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镇小学 3

78 乐山市 OT21054
解密用冰冻大米熬制稀饭缩短时
长的实践活动

其他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科技实践
小组

邹丹、温岚、廖艺婷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 3

79
凉山彝族
自治州

OT21009
探访民间艺人，感受扎染之美--

七彩童年
其他

冕宁县漫水湾小学校五年级科
技活动小组

周龙、胡莎、袁媛 冕宁县漫水湾中心小学校 3

80
凉山彝族
自治州

ES21030 2020日食观测活动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西昌市第二小学三年级四班 郎孟可、林智晶、高黎 西昌市第二小学 3

81 泸州市 LS21018 由苹婆引发的校园植物调查研究 生命科学 玉带河学校小小植物学家 蒋坤苹、胡治强、刘春香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3

82 泸州市 OT21019 家乡纳溪特早茶炒制的探究 其他 泸天化小学5.3班 李蓉、杨国辉 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小学 3

83 眉山市 OT21058 漆黑的世界，丰富的生命 其他
眉山市东坡小学2017级3班科学

兴趣小组
刘振宇、胡永会、林晓辉 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小学 3

84 眉山市 LS21010 关于碳酸饮料对青少年的危害 生命科学
眉山东辰国际学校科学兴趣小
组

任志颖 眉山东辰国际学校 3

85 绵阳市 OT21005 科学探秘——杆秤的秘密 其他 毛公小学科技兴趣小组 蒲晓东 盐亭县高渠镇毛公小学 3

86 绵阳市 ES21019
寻访512地震北川发生地，寻找

绵阳龙门山断裂带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绵阳中学高二文科班地理学习
兴趣小组和理科地球科学竞赛
小组

师自龙、彭和强、谢巧明 四川绵阳中学 3

87 绵阳市 OT21063
自制简易气象站气象监测实践活
动

其他 兴趣小组 王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3

88 绵阳市 TE21003 口罩防护处理器 技术与工程 兴趣小组 郑大鹏、陈智明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3

89 南充市 OT21008 薪传中医文化，植根民族基因 其他
阆中市思源实验学校科技实践
社团

冯东旭、胡刚文、罗圣 阆中市思源实验学校 3

90 南充市 OT21056
就“实”论事——揭秘祛斑广告综

合实践活动
其他 嘉陵一中实践活动小组 李亚筠、宁琴英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第一中学 3

91 内江市 OT21053 勤俭节约 从我做起 其他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5.4班科技活

动小组
祝银先、钟旭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3

92 内江市 ES21029
饮水思安—沱江河内江段饮用水

调研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最强大脑科学社团 刘敏、卓进、江华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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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攀枝花市 LS21014
新冠病毒肆虐，我们如何有效防
护

生命科学 密外生物兴趣小组 龚玲玲
攀枝花市第十九中小学校教
育集团密地外国语学校

3

94 攀枝花市 OT21014 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研究 其他 啊喇乡中心学校科技实践小组 张德荣、纳思伟、魏先云
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乡中心
学校

3

95 攀枝花市 LS21021 开心农场，体验成长 生命科学
攀枝花市东区银江中心学校全
体师生

刘红梅、陆燕、杨婉玥 攀枝花市东区银江中心学校 3

96 攀枝花市 OT21022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其他 科技活动小组 彭丝娟 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 3

97 遂宁市 OT21040 探究杜鹃花对土壤环境的喜好 其他 大坡初中七年级科技实践小组 段琴、姜敏
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大坡初
级中学校

3

98 遂宁市 OT21050 我是光盘侠 其他 射洪市大榆镇古井小学少总部 王敏、蒲承涌、彭志凯 射洪市大榆镇古井小学校 3

99 雅安市 LS21015
光照等生态因素对水培龙须苗生
长影响的探究活动

生命科学 四年级一班科技实践活动小组 陈琳、杨琴、高静蓉 天全县城区第二完全小学 3

100 雅安市 MS21004 品味泡菜之美 传承非遗文化 物质科学
雅安市名山区蒙顶山实验小学
科技活动小组

马君、孙郁、刘琴
雅安市名山区蒙顶山实验小
学

3

101 雅安市 OT21055
“科技教育添劳动，家校联动来

育人”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隆小科技教育活动小组 王智强、高凤琼 芦山县龙门镇隆兴中心校 3

102 宜宾市 OT21018
“小农场 种蔬菜 勤动手 知农事”

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宜宾市忠孝街小学校 王俊梅、刘畅、张平 宜宾市忠孝街小学校 3

103 宜宾市 ES21031 认识油樟树系列实践活动
地球环境与宇宙

科学
城北科创小组 江鑫堂、唐晓琴、李升宇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城北
小学校

3

104 资阳市 OT21007 观察蚂蚁实验日记 其他 观察蚂蚁实验活动小组 吴雪莲、张红梅、魏敏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3

105 自贡市 OT21033
“三育”整合，幼儿活动“疫”样精

彩
其他 “三育”整合幼儿行动小组 曾媛媛、曾珊珊、熊瑞 富顺县西湖幼儿园 3

106 自贡市 OT21017
《智能手机使用对幼儿视力的影
响》

其他
爱眼护眼行动组：舒兰淅、杨
韵霖等

舒英、何忆雪、古雪娇 自贡市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3

107 自贡市 OT21023
“探秘千年盐运第一城，共建美

丽新沿滩” 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科技
社团

胡敬民、钟平、何新燕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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