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获奖情况公示 

 

各参赛单位： 

按《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科学技

术局关于举办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的通知》（渝青发

〔2021〕69 号）文件总体安排，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

赛于 2021 年 12 月 16—17 日在重庆市少年宫举行。经评委组现场

评定、大赛组委会复核，共评出各项目一等奖 17 个、二等奖 30

个、三等奖 47 个，优秀指导教师奖 94 个，优秀组织奖 18 个，单

项最佳奖 2 个，现将获奖情况公示如下（见附件），公示期 12 月

20—26 日。 

如参赛单位、选手、指导教师信息有误，请于 12 月 26 日 17：

00前联系大赛组委会说明，联系人谢娇，联系电话：18983781704，

逾期不再受理。 

        

附件：1.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创新挑战比赛获

奖名单 

          2.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学生创新实践小

课题成果展示获奖名单 



          3.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学生创造小发明

成果展示获奖名单 

          4.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即时挑战单项最

佳奖获奖名单 

          5.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优秀组织奖获奖

名单 

 

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组委会 

2021 年 12 月 20 日 

 



附件 1 
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创新挑战比赛（小学组）获奖名单 

参赛单位 队伍名称 队员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一等奖（2 个） 

梁平区石马小学 小蜜蜂 
蒋苇霖、刘君仪、徐伟宸、王赟

杰、钟泳奇、杨熙睿、陶咨宇 

李寒冬、邓先桃、蒋玉

巧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

学校 
华新队 1（阳光队） 

陈昱宁、罗雅珏、熊昕悦、李铭

哲、代昊田、孔一诺 
陈希、刘燕、陈小华 

二等奖（5 个） 

北碚区金兴小学 兴而不凡战队 
申梦洁、陈博涛、刘一、秦义淳、

邓甄怡、马子轩、张书瑶 
赵良红、蔡蓓、罗乐 

沙坪坝区森林实验

小学校 
森林梦之队 

犹沅鑫、林诗怡、陈世鹏、王冉、

陈语彤、付恩浠、邓皓龄 
胡跃瑜、彭文博、谭宁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

学校 
华新队 2（梦想队） 

黄雨恬、何岑祎、陈玥汐、杨晴

岚、余可昕、李佑嘉、何思彤 
陈希、刘燕、陈小华 

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乘风破浪 
陈俊浠、李佳昕、陈潋滟、陈空

蒙、张芷宁、赖映辰、李苜苒 
钟莉、邬霞、廖光燕 

重庆两江新区礼嘉

实验小学 
嘉美少年 

姚俨展、萧雅心、叶俊辰、朱星

宇、吴怡涵、曾彦鸣、王彦淳 
李超、秦琦杰、石正莹 

三等奖（7 个） 

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玉带山小学队 
张峻泽、朱泓屹、李昊、安骊冰、

童伸维 
陈雪萍、申智、郭智仙 

丰都县实验小学校 甲 
万鑫国、邱镜玮、高乙瑞、张岚

淋、周晋仪 
谢燕、邱念都、唐波 

江北区和济小学校 雄鹰队 
杨瑞欣、蒋雨宸、杨栎、周芠乐、

李瑷晖 
郭冬梅 

永川区红河小学校 思创苜蓿队 
余玉宁、贺镜宇、何彦泽、周泓

霖、宋代佳、李玥仪、张宸瑞 

唐万波、王晓玲、陈仁

金 

丰都县融智学校 挑战不可能 
熊思月、邱微芹、杜妮曼、隆枝

俏 
周坤、范金明、陈芳 



重庆市合川巴蜀小

学 
月亮小组 

蒋安琪、颜延、江懿轩、付芷瑜、

周鸿瑞、隆易涵涵 
刘奇兵、吴志君、杨丹 

重庆市六十五中学

（小学部） 
火箭队 

施文昊、冉思怡、梁晋渝、李汶

轩、唐文静、朱昱衡、彭佳鑫 
孙荣荣、彭琼、屈萍 

        



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创新挑战比赛（中学组）获奖名单 

参赛单位 队伍名称 队员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一等奖（2 个）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披荆斩棘队 
张嘉懿、昝皓蓝、谭元鑫、谭婷瑞、龚

荣奕、张珂维、曾俊尧 
蒋琳、邢宏光、杨峻一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 说得都队 
周晨汐、梅俊宇、潘彦彬、田一、程俊

豪、戴宏宜、邓力维 
张轶、黄艳红、周婷 

二等奖（3 个）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乘风破浪队 
费麒瑞、彭侠钦、邓靖扬、刘俣含、罗

昊轩、程晟李仡、林宇杰 
张威、杨峻一、邢宏光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 江南七怪 
刘言蹊、樊寒放、杨立丞、柴梓睿、需

子烨、陈俊希、徐一迪 
李良平、方建东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 云深不知处 
颜韵熙、付若余、冉馨月、宋捷、胡桢

黎 
方建东、李良平 

三等奖（5 个） 

重庆市两江育才中学校 两江创客 
奉玉林、王金凤、曹佳、彭杰、郑博涵、

袁韵涵、郭婧怡 
王杰、张桥、李明绪 

綦江区通惠中学 思维风暴 
王鑫、陈鑫浪、杨婕、王舒、李潇涵、

敖源泽 
赵港、罗联进 



重庆市垫江实验中学校 朝阳科创（乙）队 
孔世杰、郭子杨、陈星宇、程佳竣、吕

南锋 
任伟强、李欢、陈自伦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天涯海角必行队 1 
张馨月、王文媛、符歆瑜、石玮辰、谭

虞朦、郝梓佑 
方建东、李良平 

重庆市垫江实验中学校 朝阳科创（甲）队 
闵捷、王延铭、李缘舟、李炫锭、朱杰

峰、李阅、张耀文 
陈自伦、王珏、潘雨 

 



附件 2 
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学生创新实践小课题成果展示（小学组）获奖名单 

参赛单位 队伍名称 小课题名称 队员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一等奖（4 个) 

渝中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悦思小队 
重庆十八梯改造前后历史文化风貌

比较研究 

伍芷萱、米卓谦、经茗予、

蒋承希、江博瑞、李雨桐、

卢向阳 

代颖、廖晴怡、卢一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 泥石流小先锋 
预见而不遇见——泥石流的形成及

预防实践探究 
王亨瑞、李聂才珺、李霈骏 陈名瑞 

沙坪坝区巴县师范附属小学

校 
旋风小队 今天你坐端了吗 

徐佳源、秦懋霖、何松徽、

江鸿瑄 
粟鑫、高媛、吴立平 

九龙坡区歇台子小学校 
歇小雏鹰科学探究

小组 
土壤酸碱度对绣球花瓣颜色的影响 

刘映辰、周珈萱、李晟睿、

洪梓峻、杨腾翔、周明乐、

张起萌 

牟映、尚晓燕、毛祎 

二等奖（7 个） 

沙坪坝区沙小盛德小学校 沙小盛德小学 网格地砖知多少 金芷暄、何雨珈、王爱灵 陈雪、桂花、龚纹 

沙坪坝区森林实验小学校 梦之队 减缓“城市热岛效应”小课题研究 

程怡文、陈宸、毛佳琦、黄

鸣皓、邓瑾雯、刘嘉瑄、李

昱哲 

唐蕾、文开丽、高绪

佳 



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牛栏坝 大渡口分夫 牛栏坝-大渡口分夫 夏若瑀、曾祉然、王锐熙 
谭成燕、陈静、瞿冰

馨 

沙坪坝区育英小学校 向日葵小队 未来汽车设计 

傅芃兮、吴嘉禾、李辰昊、

金大为、何灏睿、张轶澜、

雷敬喆 

刘琴、周妍、王媛媛 

大足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

学 
多彩糖画 多彩糖画小课题研究 

王景瑶、谢金芝、何晓雨、

王媛媛、李婧瑞、杨佩霈 

刘凤、张友全、肖建

勇 

江北区玉带山小学校 天降奇才 多功能鞋的设计 
胥正杰、杨映瞳、仇梓宸、

司若琳 

赵子苇、张俊锋、陈

雪萍 

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文星青雅队 “豆”不发芽 
邓圣霖、安浚文、郭美希、

戴逸琛、杨景越 
邓春梅、毛春梅 

三等奖（11 个） 

沙坪坝区名校联合外语小学

校 
联小分队 放错地方的资源 

徐子冉、廖泽舟、王韵雯、

马艺豪、李俊豪、方梓睿、

王梓丞 

曾娟、王力立、陈兰 

重庆市合川巴蜀小学 

合川桃片的文化传

承及传统制作工序

的实践探究小分队 

《关于合川桃片的文化传承及传统

制作工序的实践探究》 

黄佳欣、刘智宸、朱语馨、

徐鸿涛、曹琦、李郝 

周梅、胡雯茜、李洪

润 

永川区五洲小学校 奇“丝”妙想队 蚕宝宝的五彩世界 
曹早希、盛煜炜、钟正鑫、

薛诗雨、万峻佟、王俊谋 

罗汝兰、易琳洁媞、

蒋世章 

巫溪县珠海实验小学校 初见小组 学校午餐剩菜的研究 
刘子歌、陈禹菲、吴旭、方

昱棋、汪宇成、冉漫妮 

黄夔宁、刘素芳、陈

文俊 



重庆两江新区星湖学校 向阳队 向日葵主题项目学习研究 
童钰淞、李青林、罗雯舒予、

李想、郑棣文 

曾孝辉、马婷、汤自

黎 

重庆谢家湾学校 金牛队 
校园送班餐盆的保温性能改进与实

践研究 

龚嘉悦、程嘉桐、张欣雅、

万奕昕、陈昱涵 

向书迪、潘玲、陈晓

君 

重庆市巴蜀小学校 巴蜀小行+ 创办巴蜀儿童银行 

张浩淳、曾珠、郑思洁、耿

直植、蒋昊廷、牟思远、陈

颢予 

魏寿煜、罗传艺、陈

嘉莉 

万盛经开区中盛小学 脑洞大开，创意无限 《看，我们的创意校服》 

曾子墨、曾紫涵、蒋艾宸、

张顺、李昕怿、喻彦博、陈

家祺 

朱朝琳、唐小鸽、戴

光会 

城口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城

口县复兴小学 
复兴小学 探究影响喷泉模型中水倒流的因素 陈胤合、伍鑫、刘英杰 谢羽 

潼南区梓潼小学校 绿源队 自来水的诞生 文雅、李洋颐、刘高祺 向姝、刘张、邓小东 

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启慧少年团 消除快递单字迹方法的实验研究 刘亦峻、赵圣杰、肖韵洁 
瞿冰馨、陈静、谭成

燕 



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学生创新实践小课题成果展示（中学组）获奖名单 

参赛单位 队伍名称 小课题名称 队员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一等奖（2 个）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白鱼石”壶穴地貌特

征及价值探究小组 

重庆北碚“白鱼石”壶穴地貌特征

及价值探究 
高丽晓月、刘芯宇 

李九彬、罗键、裴敏

洁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 柚之行 
乡村振兴，“柚”我同行——关于

长寿柚“全果利用” 

许沁榕、蔡知佐、陈渝予、

李翼宏 
谭悦、邓莲英 

二等奖（3 个） 

重庆市朝阳中学 
朝阳中学奇异果科创

队 
关于传统冰箱结构的改进思考 

费语蕊、彭钰琪、杨皓天、

徐粲、曾欣、李思远 
王万蓉、曾雕、李飞 

重庆市綦江实验中学校 綦江实验中学甲队 昆虫标本的制作研究 

罗贵雪、高静雯、胡俊杰、

代思亿、唐傲、但冰冰、祝

志豪 

陈潘、周蕾、杨钰爽 

重庆市兼善中学 孤芳互赏 
诗识嘉陵——嘉陵江小三峡北碚段

诗意空间探寻 

袁伊娜、曾莉梅、许梦婷、

江颖珊、王俪燕、刘静文 
刘诗蕾 

三等奖（5 个） 

重庆市彭水第一中学校 勇拓队 彭水县紫苏籽油提取工艺的研究 

田芙蓉、盛妍硕、唐小康、

赵杰、张敏、冉宏伟、冉渝

航 

何标、张杰、熊永合 

重庆市垫江实验中学校 朝阳科创（甲）队 垫江三合湖湿地公园工程的优化 

闵捷、王延铭、李缘舟、李

炫锭、朱杰峰、李阅、张耀

文 

陈自伦、王珏、潘雨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支点公交队 城市公交接驳站点的标识系统研究 
罗艺媛、周欣美、范思瑜、

韦俊涵、刘镇豪、陈胤宇 
汪智洋、刘扬 

重庆市垫江实验中学校 朝阳科创（乙）队 实验中学下穿道”变形记“ 
陈星宇、郭子杨、孔世杰、

程佳竣 

任伟强、李欢、陈自

伦 

西南大学银翔实验中学 银翔甲组 
基于百度 AI 开放平台的初中英语

训练平台设计 
陈福濠、景柳谋、段柯伊、 苏翔、李红梅、杨芬 



附件 3 

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学生创造小发明成果展示（小学组）获奖名单 

参赛单位 队伍名称 小课题名称 队员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一等奖（4 个） 

重庆谢家湾学校 智慧战队 
“智慧学校”动态设计模

型 

刘政君、徐嘉言、卞小与、

林宇瀚、张相和、程子猷 
霍晶、陈晓君、卞先后 

沙坪坝区森林实验

小学校 
环保小卫士 声控环保小卫士 

宋正航、刘亦萱、黄鸣皓、

陈梓涵、林思妍、王梓、袁

晟罡 

杨凌洁、杨庆、殷文 

九龙坡区歇台子小

学校 

歇小雏鹰小发明研

究队 
魔幻心灵之窗 代岑中、李魏西、李谨辰 陈露丹、罗佳、况宗丽 

重庆江北新村同创

国际小学 
奇鸿队 黑白棋子分拣装置 宋奇鸿、岑昶乐、曾亦许 曾俊杰、黄庆勇、许华 

二等奖（7 个） 

渝中区天地人和街

小学校 
小黄鱼 

一种湿伞用旋钮式移动

收纳装置 
余昊阳、黄新程 谭艳、马睿、陈妤 

云阳县民德小学 
云阳县民德小学一

队 
果园自动灭蝇器 王嘉熙 李军 

重庆两江新区金山

小学校 
金山之光 泳池水位自动指示器 蒋泽熙、李厚旺、王嘉湉 陈刚兵、徐莉、黄馨慧 



渝北区鲁能巴蜀小

学 
追梦队 

秋千百宝箱—秋千自动

计数与计时装置 
郑雅匀 王思宇、于雪丽嘉、文章 

重庆市六十五中学

（小学部） 
扬帆队 自动甩长绳机 

谭睿思、李濡栩、周键豪、

李馨怡 
屈萍、孙荣荣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 豆丫逐梦小队 小学生坐姿不良矫正凳 黎芷希、曹子木、余佳音 王颖、朱小强、陈露 

重庆市合川巴蜀小

学 
太阳小组 简易磁铁升缩杆黑板擦 李俊熙、邓文韬、李彦臻 钟小兰、胡雯茜、吴青松 

三等奖（11 个） 

潼南区梓潼小学校 潼创队 新型防坠落逃生防护窗 曾冰、王诗琪 王欢、唐志国、蒋宾川 

永川区神女湖小学

校 
梦创神小 聪明的井盖 杜文睿、阳明月、曹家瑞 蔡昌德、罗峰、杨森 

重庆两江新区人和

小学 
创新小队 

一种可以快速应用的无

人勘探船 
何禹桥、刘婧仪 刘孝强、郭娅琴、赵梅 

重庆江北巴川学校 扬帆队 超大容量曳尾式钢笔 李乐宜、卢思妤、彭琪航 杨启萌 

丰都县融智学校 融小 yyds 家用隔油锅中锅 苏宇锋 周坤、秦光柏、朱宇 

重庆两江新区行远

小学校 
雁扬队 自动香肠熏制机 吴彦丽、曾煜昕 李荣亮、谭林 



渝中区天地人和街

小学校 
管道疏通 管道机器人 张淳僖、曹若愚、袁朗 罗艺、张川、张力 

北碚区朝阳小学校 北碚区朝阳小学 高速公路防堵分流神器 
李卿宁、漆耀坤、尹玺滈、

朱宸煊 
杨跃强、杨健伟 

重庆谢家湾学校 飞翔的小梅花 视障人士无线充电小桌 郭凌菲 霍晶 

重庆江北新村正大

国际小学 
科技报国 多功能宠物安抚器 周图南、蒋雨恒、黄芃然 王亚林、代亚伦、罗建荣 

重庆江北新村正大

国际小学 
勇往直前队 多功能预防近视书写笔 戴止戈、陆欧、黄元珂 黄光静、陈祖静、裴彤 



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学生创造小发明成果展示（中学组）获奖名单 

参赛单位 队伍名称 小课题名称 队员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一等奖（3 个）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

学 
鲁巴初中队 

基于新能源汽车充电痛

点及车位占用解决方案 

陈乐睿、张晨曦、田镜愚、

雷钦智、马铭泽 
彭俊超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

中学校 
“泳”闯天下 

基于 TRIZ 物理矛盾理论

的低成本多路传感检测

装置的设计 

龙泳希 李良平、陈俊 

重庆市松树桥中学

校 
瑞麟创新团队 实用的残疾人鼠标 

张瑞麟、伍家锐、胡俊如、

廖奕昀、向柔萱、李正航、

郭富豪 

郑霞飞、许华、陈然 

二等奖（5 个）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

中学校 
闪“耀”明星 

一种多功能智能便携移

动坐便器模型设计 
王耀伟 李良平、陈俊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小科学家队 
用声音测重量—基于声

波共振的质量测量装置 
史依晨 向宇 

重庆市云阳职业教

育中心 
振兴组 热泵型干燥机 王勇、谭凯 李庆松、向辉华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

中学校 
大风飞扬 

背负式打顶喷药抑芽一

体机 
谭虞朦、郝梓佑、黄文桢 方建东 

重庆市荣昌中学校、荣

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智愿 安全智慧窗 陈熙、杜锶语 姜世有、肖华、李科成 



三等奖（8 个） 

重庆市永川中学校 达用队 智能婴儿伴侣 
管晨翔、唐桂丰、王魏伊、

宋隆宇、杨涵 
周之容、陈萍、黎欣 

重庆市松树桥中学

校 
渝杰创新团队 智能高铁座椅 

何渝杰、范明宇、蔡平江、

卢婉馨、谢闰宇、吴越阳、

杨慧齐 

陈倩、余海英、陈然 

重庆市云阳职业教

育中心 
旋风组 带拦网的地面红绿灯 靳洪鑫、张财源 刘华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 五条猫猫 喷泉实验一体化装置 郑青茹、李嘉仪 何畅 

合川区合阳中学 云中鲲鹏 头部放松减压器 秦德龙、宋戈弋 程志疆、王波、王刚 

北碚区青少年活动

中心、重庆市兼善

中学 

兼善 A 队 垃圾分类辅助机器人 曹高升 徐亚围、曹严博 

重庆市江北中学校 重庆市江北中学校 充气履带车 周银 邱华、任国珍、王玙璠 

重庆市两江育才中

学校 
两江创客 

探究一种可吸附电解锰

渣场污染地下水中 Mn2+

的新型生物炭材料 

廖鹤霄 张桥、王杰、李明绪 

 

 



附件 4 

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即时挑战单项最佳获奖名单 

 

一、创新挑战比赛（小学组）即时挑战单项最佳奖 

北碚区金兴小学校  （兴而不凡战队） 

二、创新挑战比赛（中学组）即时挑战单项最佳奖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天涯海角必行 1） 

 

 

 

 

 

 

 

 



附件 5 

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 
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一、区县教育行政部门（2 个） 
永川区教育委员会          两江新区教育局 

二、学校（12 个） 

沙坪坝区森林实验小学校   重庆谢家湾学校 

长寿区桃源小学校         重庆市合川巴蜀小学 

合川区南滨路小学校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重庆市第八学校 

重庆市长寿中学校         綦江区实验中学校 

丰都县融智学校           垫江县实验中学校 

三、团属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4 个） 

渝中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北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荣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城口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