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7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教师项目
获奖公示名单

项目标题 具体类别 作者 学校 等级

求斜面小车平均速度数字化教具 科教制作类 周文吉 盘锦市盘山县高升学校 一

光的反射折射演示仪 科教制作类 刘世壹
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偏岭镇中
学

一

金属钠的性质实验装置的创新 科教制作类 崔宝红 抚顺市抚顺县高级中学校 一

电解水电解速度数字化探究教具 科教制作类 冯宝玉 盘锦市盘山县高升学校 一

开放式简易扬声器 科教制作类 王鹏越 本溪市第一中学 一

齿轮联动重力势能弹珠机 科教制作类 关亚峰 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一

键盘与五线谱音符位置对照仪 科教制作类 杨非 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中心小学 一

实际问题演示机 科教制作类 王秀芹 盘锦市双台子区高家小学 一

电动异步动力演示器 科教制作类 张雪飞 朝阳市建平县榆树林子镇中学 一

血液循环系统动态演示模型 科教制作类 赵明丽 沈阳市第七中学沈北分校 一

多功能触电事故演示教具 科教制作类 曹帅 新民市金五台子学校 一

地球仪 科教制作类 关烨 盘锦市盘山县陈家学校 一

光与热对比实验装置 科教制作类 鲁昂 锦州市凌河区解放小学 一



立体投影趣味演示教具 科教制作类 周婧媛 兴城市高家岭满族乡中心小学 一

基于BMP280气压传感器的玻意耳

定律演示器
科教制作类 王昭宁 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 一

轮式测距仪 科教制作类 张雪 锦州市黑山县芳山镇小学 一

一种机械工件定位装置 科教制作类 田华 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一

基于Arduino的四足仿生机器猫 科教制作类 王景彬
辽阳市辽阳县柳壕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

一

基于单片机的激光竖琴 科教制作类 魏兰 营口理工学院附属小学 一

心率脉搏检测仪 科教制作类 何艳玲
辽阳市辽阳县柳壕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

一

基于电磁感应的定位实验系统 科教制作类 梁雷 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 一

一种物理教学用的便携的LED灯具

改进
科教制作类 何爽 抚顺市实验中学 一

"火车过桥“教具制作 科教制作类 张月 沈阳市辽中区第五小学 一

农耕科学“研与行” 科教方案类 王立宏
沈阳市辽中区乌伯牛九年一贯制
学校

一

探索土壤奥秘 保护地球健康 科教方案类 胡南 东北英才学校 一

 踏上健康之路---青少年科学调查

体验活动实践方案
科教方案类 刘雨 大连市沙河口区群英小学 一

“慧聚航天 童心逐梦”科技实践活动

方案
科教方案类 隋莲芝

辽阳市灯塔市柳河子镇九年一贯
制学校

一

我和植物交朋友 科教方案类 肖蓉蓉 沈阳市沈河区方凌小学 一



亲近自然，走进湿地——基于长兴

岛湿地的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科教方案类 刘思良

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
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一

基于赛耶模型理论，对新工科教育
在中职职业教学的课程设计探究

科教方案类 史晓祺 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 一

项目式学习之探究东方蚕桑文化，
解密华夏丝绸之路

科教方案类 李娜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
学校

一

基于远程天文台探秘宇宙星空科技
活动方案

科教方案类 刘淑娟
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
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一

同色异质变温记 科教方案类 陈雪 东港市实验小学 一

人工智能课程实践与竞赛提升活动 科教方案类 李士强
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
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一

生活小魔术 科教方案类 赵丽娜 盘锦市大洼区唐家学校 一

小学科学创新实验设计 科教方案类 韩卓 抚顺市顺城区新华第一小学校 一

小小握笔器 科学大意义 ——利用
3D打印技术纠正握笔姿势科学教

育活动方案
科教方案类 杨晓峰

沈阳市辽中区老观坨九年一贯制
学校

一

基于鸟卵结构的主题研究 科教方案类 王宇楠 沈阳市第七中学沈北分校 一

基于劳动素养培养的机器人创造坊
活动实施方案

科教方案类 杨丽丽
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
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一

用科技改变观念 用知识创新生活 科教方案类 赵丽美 大连渤海文谷高级中学 一

风筝飞上天 科教方案类 那英君 锦州市古塔区饶二小学 一

让生命接力 科教方案类 雷声 阜新市太平区城南小学 一

“开展开源硬件教育 培养青少年芯
片人才”科教方案

科教方案类 王奇 东北育才学校 一



零消耗零污染提高水位设备 科教方案类 王岩 大连市金普新区治平小学 一

春——科技实践活动 科教方案类 官金玲 营口实验学校 一

“我们身边的大数据”科教活动方案 科教方案类 王新
大连市西岗区中小学综合素质教
育中心

一

幸福一家人——使用剪映软件制作

视频
科教方案类 曲鸽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
学校

一

践行垃圾分类，爱护绿色家园 科教方案类 刘长虹
辽阳市辽阳县柳壕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

一

“智能时代，逐梦成长”科技教育活

动方案
科教方案类 孙铁才 盘锦市盘山县东郭学校 一

24节气团扇 其它类 姚丹 鞍山市铁东区和平小学 二

一种多功能小型观光清扫车 其它类 孙英超 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二

几何体表面积展开图教具（可拆
卸）

数学教学类 吴迎春 锦州市第三初级中学 二

制作地形模型 其它类 吴越 大连市第二十六中学 二

十进制转化二进制加法机械版计算
器教具

信息技术教学类 李青松 凤城市东方红小学 二

三轮环保自动车 其它类 贾秀艳 沈阳市辽中区茨榆坨第三小学 二

多功能教学尺 数学教学类 王晓亭 兴城市高家岭满族乡中心小学 二

磁感线观测瓶 物理教学类 刘嘉欣 锦州市凌河区北湖小学 二

磁力拉杆式圆规 数学教学类 艾玲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二



光的反射、折射一体仪 物理教学类 王珊珊 凌源市第二初级中学 二

走马灯——改进 其它类 冯旭
沈阳市辽中区杨士岗九年一贯制
学校

二

机翼气流流速与压强关系（伯努利
原理）演示教具

物理教学类 宋铁毅 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兴街小学 二

神奇的能量 其它类 刘丽丽 阜新市太平区城南小学 二

挖掘机的秘密武器 其它类 陈莹 阜新市太平区城南小学 二

趣味随机口算器 数学教学类 常晓楠 庄河市新兴小学 二

安全用电学习体验箱 物理教学类 徐赫洪 庄河市青堆镇中心小学 二

磁性可移动看图算数演示板 数学教学类 周静 营口市西市区创新小学 二

便携式昆虫标本展 生物教学类 梅宏钢 丹东市第五中学 二

“科技风暴”—“无线”电力传输实验
演示装置 其它类 张涛 沈阳市辽中区第二小学 二

传统节日立体书 其它类 姜洋 沈阳市辽中区第五小学 二

多功能圆规 数学教学类 岳佳思 新民市新农村学校 二

电磁感应演示装置 其它类 曹竞 兴城市高家岭满族乡汤上小学 二

悬浮的小球 物理教学类 郭胜福
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九年一贯制
学校

二

能量转换 物理教学类 李莹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二



互联网信息时代 ，探究校园网络
安全科技教育活动实施方案   科教方案类 陈江红 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小学 二

机械手 科教方案类 马长森 大连市金普新区治平小学 二

基于Mixly图形化编程的创意电子

课程教学预设方案
科教方案类 宫云鹤 凌源市实验小学 二

参与垃圾分类 回收传递温暖 科教方案类 程尚峰 本溪市北星小学 二

好吃而又令人畏惧的零食 科教方案类 刘宏波 锦州市凌河区华兴小学 二

纸板造桥 科教方案类 曲艳霞 大石桥市南街小学 二

学习无人机技术，宣传科学知识 科教方案类 孙业岭 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 二

变形金刚机器人 科教方案类 于群 锦州市古塔区石油小学 二

科技之光 点亮智慧人生 科教方案类 李佳男 辽阳市白塔区卫国小学 二

爱的迫降 科教方案类 孙昊 沈阳市望湖路小学新世界校区 二

神奇的气球 科教方案类 富焱 本溪市明山区高台子学校 二

探索沙槌的奥秘 科教方案类 安洪艳 本溪市明山区高台子学校 二

探究指尖上的文化 科教方案类 车永平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
心

二

让地球母亲也喝干净的水 科教方案类 牛树利 沈阳市大东区静美小学教育集团 二

关于高中生空间想象力的培养方法
与策略研究

科教方案类 王俊 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二



STEAM学习“树叶变黄了”教学实
践活动 科教方案类 葛长军 大连市西岗区大同小学 二

地球的形状 科教方案类 高斯 营口理工学院附属小学 二

物联网智能感应垃圾桶 科教方案类 王璐 本溪市明山区实验小学 二

小学STEM项目科技活动“液体探
测仪”教学案例

科教方案类 郭蕊 抚顺市新华一校 二

提高病毒危害意识 争做时代防护

先锋
科教方案类 张萌萌 沈阳市铁西区雏鹰实验小学 二

自动交通信号灯 科教方案类 何楠 阜新市太平区城南小学 二

把手机“玩”出技术含量 科教方案类 李大鹏 瓦房店市第八高级中学 二

绿色生活方式践行新发展理念 科教方案类 范佳丽 铁岭市高级中学 二

趣味沉浮子 科教方案类 杜志宇 锦州市义县朱瑞小学 二

智能家居 科教方案类 刘志丹 本溪市迎宾小学 二

多功能角尺 数学教学类 张凤 锦州市凌河区宝地小学 三

旋转水车 物理教学类 雷雅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三

简易多功能气压演示装置 物理教学类 李想 开原市威远堡镇中学 三

家庭手机管理盒子 其它类 马丽 辽阳市白塔区普化小学 三

平衡车 其它类 佟娜 沈阳市辽中区茨榆坨第三小学 三



热传导演示器 物理教学类 孙凯 锦州市凌河区劳保小学 三

带“关节”的四边形 数学教学类 白雪 锦州市第三初级中学 三

科教制作类--智能感应垃圾桶 其它类 李进 铁岭市昌图县下二台镇中心小学 三

多用教具尺 数学教学类 刘东雷 铁岭市西丰县第一中学 三

电流方向演示仪 物理教学类 关铁男
沈阳市辽中区潘家堡九年一贯制
学校

三

小学“数学相遇，追及问题”应用题

的演示教具
数学教学类 魏凤云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三

牛顿摆 物理教学类 翟艳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三

手动变速器教具 其它类 闫闯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三

儿歌与童话 其它类 冯宇宁 葫芦岛市龙港区西苑小学 三

惯性演示器 物理教学类 吴佳璐 锦州市凌河区北湖小学 三

电动摩天轮 其它类 宋微 铁岭市西丰县鸿志小学 三

应用滑动变阻器调节电路电流 物理教学类 赵娜 营口市西市区韶山小学 三

关于苏教版二年级科学课第三单元
（用力以后）的辅助器材改进和创
新     

其它类 郝文姝 本溪市平山区群力小学 三

一种解决磁场动态圆问题的学具 物理教学类 许照 铁岭市高级中学 三

小学生华容道训练棋盘的改进与创
新研究

其它类 冷利 庄河市栗子房镇中心小学 三



感应消毒器 物理教学类 张依迪 铁岭市西丰县振兴镇中心小学 三

特教班级窗帘防风贴 其它类 齐桂双 兴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三

抗击新冠病毒（小程序编程教学） 信息技术教学类 李淼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旧庙学校 三

火山喷发模拟演示 其它类 李红旭 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中心小学 三

经纬纸编教学演示板 其它类 邹明霞 营口市实验小学 三

简易“月相仪” 物理教学类 樊宁宁 铁岭市铁岭县凡河小学 三

家用饮水机 其它类 刘凤娇 铁岭市西丰县凉泉镇中心小学 三

温度影响固体分子间距演示器 物理教学类 丁琳霖
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第四初级中学

三

电动吸尘器 其它类 朱晓红 铁岭市西丰县鸿志小学 三

浅谈智能手机APP在物理教学中应

用的可行性
物理教学类 许艳 本溪市第五中学 三

高中物理“分层教学•微课•云课堂”
教学法的应用研究

物理教学类 张书丰 瓦房店市第八高级中学 三

穿越极限，一圈到底 科教方案类 奈勇 本溪市明山区高台子学校 三

用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获得数学直
接经验

科教方案类 许兰艳 凌源市朝阳街小学 三

““双减”进行时” 科教方案类 辛欣 盘锦市大洼区第一初级中学 三

科学学科与综合实践活动学科“双
减”背景下提质增效

科教方案类 郑霞 抚顺市新抚区北台小学 三



碳中和从小做起  碳达峰从我做起 
——  科技实践活动方案

科教方案类 李丹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小学 三

网络诗画 科教方案类 胡忠民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
学

三

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科教方案类 王晴 沈阳市大东区东新小学 三

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为碳达峰碳中

和出谋划策
科教方案类 冯伟 铁岭市昌图县实验小学 三

一帆风顺大桥 科教方案类 周秀丽 铁岭经济开发区九年一贯制学校 三

防控娃娃进万家 科教方案类 路江 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

了解身边水资源 合理利用水资源

科技实践活动教学方案
科教方案类 张爽 兴城市高家岭满族乡郭家小学 三

“十·一”黄金周游学锦州活动方案 科教方案类 王丽梅 锦州市育英小学 三

趣味智力劳动创新社团 科教方案类 赵宏 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中心小学 三

小学生身边的算法 科教方案类 赵亚军 沈阳市苏家屯区解放小学 三

疫情环境下创客教育在初中教学的
课程设计

科教方案类 赵晓萌
辽阳市辽阳县首山镇第二初级中
学

三

通用技术学科学生科技活动能力培
养的研究

科教方案类 寇传华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三

微信公众号在教学中的应用 科教方案类 白桦 锦州市逸夫中学 三

互联网＋学四史教育创新模式研究
实践 科教方案类 石翠华 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 三

一种物联网温室大棚系统 科教方案类 邵殿波 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 三



探究传统民间扎染艺术 科教方案类 张严 凌源市实验小学 三

三拼榫卯结构制作 科教方案类 汪毓永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三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暨科技引领未

来科教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科教方案类 宫玉斌 盘锦市辽河油田实验中学 三

研究制作气球动力车 科教方案类 吴国静 凌源市回民小学 三

“1＋X”证书制度下探究会计技能教

育活动方案
科教方案类 赵丽娜 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 三

中职语文教学中声势律动的运用　 科教方案类 张蕾 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 三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心向
党”书法大赛科教实践活动实施方
案 

科教方案类 胡箐荭 盘锦市辽河油田实验中学 三

高中政治学科“议题式”教学设计的

实践研究
科教方案类 赵彩麟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三

网课对县城高中学生心理、学业影
响的调查和应对策略

科教方案类 李杨 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三

智慧化课堂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思
考与策略探究

科教方案类 林海英 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三

新课程标准下历史学科关于思想和
素养教育的探索

科教方案类 池秀坤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三

智能花卉浇灌装置项目设计 科教方案类 施南 鞍山市信息工程学校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