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I 成员姓名 成员单位 城市

1 PR14023 往复式踏板省力自行车 科技发明类 姜新跃 山东省荣成市第五中学 威海市

2 IN14008 不怕不够插 科技发明类 庞忠义 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 枣庄市

3 PR14022 桥用45度三角形弹力护栏模型 科技发明类 韩青松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茶棚小学 枣庄市

4 IN14006 汽车手刹提醒、控制器 科技发明类 赵林福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中心中学 济南市

5 IC14001 一种减压过滤装置 科技发明类 李  鸿 山东省邹城市兖矿第一中学 济宁市

6 IN14020 仰卧起坐自动计数器 科技发明类 赵  斌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第二中学 淄博市

7 IM14001 弧形柱塞液力变矩器 科技发明类 吴一鸥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枣庄市

8 PR14013 智能轮椅 科技发明类 杜金山 高密市第五中学 潍坊市

9 IN14016 可编程教育机器人TY1.0 科技发明类 张玉仕 临沂沂河天翼航模科技活动中心 临沂市

10 PR14030 360度全景图像采集仪 科技发明类 崔利国 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学 东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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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R14024 大容量湿度自动控制器 科技发明类 张本文 山东省邹平县实验中学 滨州市

12 PR14025 立体涂鸦笔 科技发明类 崔  锋 山东省沾化县第一中学 滨州市

13 PR14029 巧用输液器改进 NO2的制取和性质实验装置 科技发明类 何爱玲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第二中学 淄博市

14 PR14015 汽车前照灯远光近光自动转换器 科技发明类 梁成江 潍坊市育华学校 潍坊市

15 PR14016 可降高度的方便灯口 科技发明类 孙丽娟 山东省乳山市第一中学 威海市

16 PR14017 空气压缩引火仪的改进与创新 科技发明类 王瑞华 临沭县第三初级中学 临沂市

17 PR14032 低压电磁炮教学演示仪 科技发明类 王富民 山东省济宁市实验中学 济宁市

18 IN14001 一种可以移动的多功能电风扇 科技发明类 李  君 济南市明珠小学 济南市

19 PR14002 婴儿车自动刹车机构 科技发明类 李兴超 济南市济阳县姜集小学 济南市

20 IN14018 三个齿轮的摆钟 科技发明类 许志刚 博兴县吕艺镇许李学区中心学校 滨州市

21 IN14015 前滚翻辅助训练器 科技发明类 刘希涛 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 淄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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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IN14019 住宅电梯用折叠救生担架 科技发明类 赵林渊 淄博市淄川区城南公孙联校 淄博市

23 IN14003 方便多用不掉头卷线器 科技发明类 赵  强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龙泉中心小学 烟台市

24 IN14009 墙体打孔金属探测及防尘设备 科技发明类 王  娟 山东省莱州市柞村镇大周家小学 烟台市

25 PR14008 用LED射灯改造双D型节能灯 科技发明类 高灼全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潍坊市

26 PR14010 数学教具的组合体 科技发明类 刘  涛 山东省寿光市台头镇第一初级中学 潍坊市

27 PR14021 一种道路排水防臭设施 科技发明类 张永泉 日照市北京路中学 日照市

28 IM14003 磁性阻尼减震系统设计 科技发明类 马  珂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 济南市

29 PR14019 折叠雨伞架 科技发明类 舒红星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滨州市

30 IN14017 防反接防过流电流表 科技发明类 扈会忠 淄博市临淄区第八中学 淄博市

31 PR14007 节水型半自动蔬菜水果清洗机 科技发明类 王  伟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枣庄市

32 IN14007 带触摸延时开关的电烙铁 科技发明类 李赞荣 烟台理工学校 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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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N14013 声音灭火 科技发明类 孙太彦 沂南县铜井镇中心小学 临沂市

34 IN14021 台历式拼音卡片 科技发明类 李文波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辛店街道茶坡小学 东营市

35 OD14001 球形肥皂 科技发明类 贾永祥 德州市实验中学 德州市

36 PR14033 增强型驾驶员防瞌睡提醒器 科技发明类 范世涛 德州市实验中学 德州市

37 IE14002 智能物品履式传送带 科技发明类 沈洪波 阳信县教学研究室 滨州市

38 PR14026 头部按摩梳 科技发明类 杜春梅 惠民县第一实验学校 滨州市

39 OT14013 3D打印机教具 科教制作类 索亚敏 淄博工业学校 淄博市

40 PH14001 液面张力演示测试一体仪 科教制作类 王克伟 临沂高都小学 临沂市

41 PH14021
探究重力势能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和探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因

素的演示装置
科教制作类 高胜宾 淄博市临淄区第二中学 淄博市

42 PH14017 光的反射、折射演示仪 科教制作类 林小方 山东省荣成市蜊江中学 威海市

43 MA14005 长方体、正方体截面演示器 科教制作类 王瑞昌 淄博高新区第五小学 淄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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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PH14015 探究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演示仪 科教制作类 李万海 莱芜市寨里中学 莱芜市

45 BI14001 便携式演示显微镜 科教制作类 陈登民 曲阜市杏坛中学 济宁市

46 PH14005 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实验器 科教制作类 石绍山 临沂凤凰岭中学 临沂市

47 PH14023 “绝缘体会不会导电？”教学教具 科教制作类 李志敏 德州市黎明街小学 德州市

48 MA14004 多功能教学尺规作图器 科教制作类 王振祥 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中心初级中学 东营市

49 PH14009 初中物理综合演示仪 科教制作类 马新建 山东省昌邑市实验中学 潍坊市

50 CH14001 模拟雷电法合成一氧化氮演示仪器 科教制作类 安冬梅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潍坊市

51 PH14022 电磁实验操作平台 科教制作类 高忠青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第三中学 淄博市

52 OT14004 怎样保护鸡蛋 科教制作类 张文治 山东省寿光市上口镇第一初级中学 潍坊市

53 PH14007 凸透镜成像规律发光体的改进 科教制作类 封思超 莱西市河头店镇中心中学 青岛市

54 MA14002 梦幻水立方——正方体截面演示器 科教制作类 刘志杰 荣成市第三十一中学 威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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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PH14008 全脑托盘天平 科教制作类 任秀先 济南市天桥区大桥镇第二中学 济南市

56 PH14019 竖直面上圆周运动演示仪 科教制作类 孙显光 山东省荣成市第六中学 威海市

57 OT14011 环保让生活更美好 科教制作类 申作春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中心初级中学 日照市

58 CH14002 一种多功能广口瓶 科教制作类 朱小云 山东省邹城市兖矿第一中学 济宁市

59 OT14014 月相变化演示仪 科教制作类 张纪美 滨州实验学校 滨州市

60 PH14020 数字化“覆杯”实验装置 科教制作类 卢可雷 山东省济南第六十八中学 济南市

61 PH14004 物理教师专用绘图板 科教制作类 韩建新 高唐县第二中学 聊城市

62 OT14008 彩色键盘指法练习贴膜 科教制作类 张  巍 山东省荣成市实验小学 威海市

63 PH14016 圆周运动综合实验平台 科教制作类 李怀强 济南市长清中学 济南市

64 OT14002 自制《太阳和影子关系演示器》 科教制作类 邹萍萍 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皇冠小学 威海市

65 BI14002 尿的形成演示装置 科教制作类 姜岩岩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高阳中学 淄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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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OT14007 另类电声二胡的制作 科教制作类 丘在奎 山东省安丘市实验中学 潍坊市

67 PH14018 热传导实验数字化改进装置 科教制作类 周  洋 济南市育贤小学 济南市

68 OT14009 黑板变形记 科教制作类 李心亭 滕州市西岗镇柴里小学 枣庄市

69 AC14020 《大棚韭菜绿色栽培高产研究》实施方案 科技教育方案类 刘西刚 山东省昌乐县实验中学 潍坊市

70 AC14009 “学会交往，做阳光少年”教育活动方案 科技教育方案类 郑艳霞 莱芜市莱城区花园学校 莱芜市

71 AC14028 "利用校园生物资源，进行科学探究“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科技教育方案类 王泽银 山东省邹平县好生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滨州市

72 AC14014 《走近临朐奇石，成就幸福成长》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科技教育方案类 张同三 临朐县城关街道上石埠小学 潍坊市

73 TE14010 提高小学科学课外探究活动有效性的研究与实践 科技教育方案类 邓建彩 山东省威海市南山小学 威海市

74 AC14031 理智健康吃“苹果” 科技教育方案类 杨  秀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日照市

75 AC14001 播种希望    收获快乐 科技教育方案类 杨夕超 莱州市三山岛街道过西小学 烟台市

76 AC14015 青春期学生“个性化”培养实践活动 科技教育方案类 周美霞 山东临沂第十中学 临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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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AC14010 《走进临朐石门坊》科技实践活动方案 科技教育方案类 孙世云 山东省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初级中学 潍坊市

78 AC14030 掘“基地“资源  享”体验“成长 科技教育方案类 高聪聪 威海市千山路小学 威海市

79 AC14011 绿色低碳太阳能光伏实验电站应用研究 科技教育方案类 徐佳明 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 青岛市

80 AC14012 普通A4纸 玩出科学大道理 科技教育方案类 刘玉梅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路第二小学 青岛市

81 AC14026 走进万亩茶园 探究茶叶奥秘 科技教育方案类 李洪叶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中心初级中学 日照市

82 AC14025 食用菌的种植 科技教育方案类 唐玉洁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中心初级中学 日照市

83 AC14013 “兼爱号”氢气火箭 科技教育方案类 杨  超 滕州市第三中学 枣庄市

84 AC14003 “科学与探索”科技教育活动课程 科技教育方案类 高  远 临沂第四中学 临沂市

85 TE14007 五谷杂粮创意画 科技教育方案类 王修芝 滕州市大坞镇袁村希望小学 枣庄市

86 AC14007 美丽中国梦，“三节”小标兵在行动! 科技教育方案类 薛君娜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嘉陵江路第一小学 青岛市

87 AC14002 让青岛远离雾霾 科技教育方案类 郝猛起 青岛四方小学 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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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AC14027 学生.家庭环保宣传实践活动 科技教育方案类 周红华 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中心初级中学 日照市

89 AC14005 临清一中“意创科技社”创新教育方案 科技教育方案类 姚振武 临清市第一中学 聊城市

90 TE14004 青岛二中创意思维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科技教育方案类 韩  潇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青岛市

91 TE14009 创新我行---以科技社团为载体进行创新教育 科技教育方案类 崔保金 济宁市育才中学 济宁市

92 AC14017 农村小学环保科技教育实践活动方案 科技教育方案类 孙建华 安丘市大汶河旅游开发区担山小学 潍坊市

93 TE14002 《创新与发明》校本课程   科技教育方案类 蒋运民 山东莒县一中 日照市

94 AC14032 让我们聆听更美妙的声音 科技教育方案类 张  倩 临邑县兴隆镇中心小学 德州市

95 TE14012 小学科学“树形”教学建模初探 科技教育方案类 李永华 东营市晨阳学校 东营市

96 TE14013 多管齐下护眼正姿 科技教育方案类 李金梅 东营市广饶县李鹊镇中心小学 东营市

97 AC14004 巧手扮靓绿色家园 科技教育方案类 曲文文 青岛宁夏路第二小学 青岛市

98 AC14023 主题活动月计划“低碳校园，从我做起” 科技教育方案类 杨  艳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中学 济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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