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赛编号 组委会 市 参赛组别 选手姓名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奖项

16FMX00062 江苏省 杭州市 小学组 黄子诚  盲人智能可穿运动鞋
杭州市余杭区安吉路良

渚实验学校
刘金鹏 一等奖

16FMX0007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高靖轩  激光琴 包钢实验一小 张春燕 一等奖

16FMX00642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代贺  智能语音车
青岛平度市东阁街道常

州路小学
代春山 一等奖

16FMX00667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郝天然 王锦鹏 自热式餐刀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

学
孙玲 二等奖

16FMX0053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韩丰翼  履带机器人
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

学
王亮 二等奖

16FMX0054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胡朗润 刘俊杰 智能结算货架 房镇中心小学 陶春红 二等奖

16FMX00654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赵天成 臧炳翔 陈李睿昊 智能温室大棚管理系统 黄岛区第三实验小学 丁德林 二等奖

16FMX00670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孙雨晴  《静电式灰尘清理器》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

际学校
刘丽玉 二等奖

16FMX0006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杜昊然 陈威达 智能轨道交通车
包头市钢铁大街第三小

学
臧琛瀚 二等奖

16FMX0007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王语桐  智能轨道报站车 包钢实验一小 二等奖

16FMX00698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罗涵  可伸缩吸尘式黑板擦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中

心小学校
敖龙娟 二等奖

16FMX0053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德楷  太阳能小冰箱 临淄区敬仲镇第二小学 刘英英 二等奖

16FMX0054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雨飞 韩一进 倪玉杰 指挥交通机器人 临淄区遄台小学 陈坤 二等奖

16FMX00617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韩镕骏 马生锦 智能花盆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

部
韩基辉 二等奖

第十六届中小学NOC活动
技术发明创新赛项全国决赛获奖结果



16FMX00640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田艾雯  盲人温度仪
青岛平度市东阁街道常

州路小学
曹文娟 二等奖

16FMX00678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叶铭翌  智能单车 武汉市光谷第七小学 吴亮 二等奖

16FMX00652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李峻毅 张恒雨 智能移动花卉 青岛镇江路小学 宁彩虹 二等奖

16FMX0053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杨周昂润  多功能化石挖掘清理器
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

学
胡晓芳 二等奖

16FMX0055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许泽昊 方宸铎 智能学习桌椅
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

学
吕晓明 二等奖

16FMX0055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徐沐泽  自制净水器
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

学
吕晓明 二等奖

16FMX0051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胡可心 鲍炫彤 能量收集器
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

学
吕晓明 三等奖

16FMX00651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仵思远 薛靖涛 光电八音盒 青岛镇江路小学 宁彩虹 三等奖

16FMX00685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王凯文 王彦镔 负压毛巾风干机
大连市西岗区五四路小

学
姜成 三等奖

16FMX0054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于泽坤 曹文译 智能花匠 淄博市张店区科苑小学 孙坦坦 三等奖

16FMX00647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马行健  多功能书包 青岛新昌路小学 孙佳琳 三等奖

16FMX00653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丁振宇 李雨涵 陈孝涵
全自动无人垃圾回收系

统
青岛西海岸新区兰亭小

学
丁德林 三等奖

16FMX0053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彦哲  太阳能微型课本 临淄区敬仲镇第二小学 李建强 三等奖

16FMX0051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吕承奥 常桓玮 杨鑫旺 多功能机械手
临淄区晏婴小学 临淄区
实验小学 临淄区晏婴小

李霞 三等奖

16FMX0054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朕源 张学涛 创造能源 沂源县第三中学 田元姣 三等奖

16FMC00661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王康同  
检测汽车安全隐患智能

系统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一等奖

16FMC00658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李行之  
医用图像信息的无失真
可逆信息隐藏算法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一等奖



16FMC00714 陕西省 咸阳市 初中组 常笑 无声遮雨棚
咸阳西北工业大学启迪

中学
张维涛 一等奖

16FMC0055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浩成 张崇高 邢懋年
《新型社区环保安全减

速带》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王玉洁 一等奖

16FMC0057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绎哲  校车智能管理系统 桓台县实验学校 王新 二等奖

16FMC0056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耿嘉隆  
交通路口智能信号灯切

换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

区范阳中学
梁栋 二等奖

16FMC00629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吕安博  
一款上学路上能定位的

LED灯
第二实验初级中学中央

商务区分校
邢祥天 二等奖

16FMC00721 河北省 邢台市 初中组 石翱源
基于arduino的盲人安全

帽
沙河市第三中学 靳孟奇 二等奖

16FMC0055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翟振博  
《病房无噪音输液报警

器》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王玉洁 二等奖

16FMC0057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于昊临 张浩霖 王小灿 智能储物柜
临淄区实验中学 临淄区
雪宫中学 淄博世纪英才

徐栋 二等奖

16FMC00630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朱峻泽  智能运动场
第二实验初级中学中央

商务区分校
李昭 三等奖

16FMC0057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罗旭文  植物状态监控装置 淄博市临淄区第八中学 邢延刚 三等奖

16FMC00627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殷艺轩  智能药盒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马富庆 三等奖

16FMC00720 河北省 沧州市 初中组 王瑞 李亚卿 穿衣小助手 沧州市第十一中学 杨兰广 三等奖

16FMC00722 河北省 邢台市 初中组 杨恒溪 王昭涵 老年助力车 邢台市二十冶综合学校 岳志鹏 三等奖

16FMC0056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薛镇嵘 郭承轩 李宇峰
斑马线防行人闯红灯设

备
临淄区雪宫中学 临淄区
遄台小学 临淄区金茵小

徐栋 三等奖

16FMC0056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孙煜程 孙梓淳 看孩一号 淄博市淄川第二中学 张琨 三等奖

16FMC0057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子煜  我心目中的学校 淄博市张店区第五中学 刘志强 三等奖

16FMG00023 陕西省 西安市 高中组 焦晗蕾 黄艳芳 双制式自行车座套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张新 一等奖



16FMC00711 大连市 大连市 高中组 刘宁睿  多介质生物陶粒透水砖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一等奖

16FMC00713 大连市 大连市 高中组 于永江  微型生态浮岛 庄河市高级中学 梁力 一等奖

16FMC00712 大连市 大连市 高中组 钟青霖  毛细维管生物炭 庄河市高级中学 梁力 一等奖

16FMG00728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路依丹 变幻吸色灯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许发斌 一等奖

16FMG00710 大连市 大连市 高中组 宁法屹  风力动水复氧车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王殿才 一等奖

16FMG0059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韩君朋 毛凌宇 乔耀庆 人工智能抓拍相机 山东省淄博市淄博中学 徐鸿雁 二等奖

16FMG00595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唐文强  绿色井盖 沂源县第二中学 王瑞奎 二等奖

16FMG00613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张曦予 闫煦
多功能组合式钱币整理

机
长春市十一高中 吕小雪 二等奖

16FMG00020 陕西省 西安市 高中组 李沐远 石国瑛 李泽昊 防雾霾自动空气净化窗 西安市铁一中学 蔡敏 二等奖

16FMG00502 大庆市 大庆市 高中组 张懿之 孙海棠 谭证元 GSM燃气泄漏自动报警器 大庆实验中学 赵晓丽 二等奖

16FMG00716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殷嘉悦 田智嘉 家用迷你多功能吸尘器
长春十一高中长春希望

高中
孙超 二等奖

16FMG00730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周茗华 雨天自动关窗器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闫志敏 二等奖

16FMG00709 大连市 大连市 高中组 史颢宇  浮动式生态净水厂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王殿才 二等奖

16FMG00727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赵法然 智能探测救援无人车 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 李晓年 二等奖

16FMG00726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田薇 张耀天 张笑雪
电解饱和食盐水及

H2\Cl2性质的检验探究
河北省曲周第一中学 罗太祥 二等奖

16FMG00507 大庆市 大庆市 高中组 王欣琦 陈宇恒 张涵 多功能眼镜
大庆市第二中学 大庆实

验中学
吴德双 三等奖

16FMG00724 河北省 邢台市 高中组 靳昊朴 马潇宇
基于arduino的家用安全

防护与逃生系统
河北省沙河市第一中学 母红波 三等奖



16FMG00725 河北省 衡水市 高中组 白天 背包精灵 冀州第一中学 卢俊菊 三等奖

16FMG0058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于文松
关于水火箭发射架的升

级改进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高忠青 三等奖

16FMG00729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阎文泽 电磁炮发射系统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闫志敏 三等奖

16FMG00590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朱刘睿康 田泽 马胜男 化学制冷变温衣 万杰朝阳学校 陈华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