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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16004 远离雾霾  从我做起 地球与空间科学 大港英语实验小学五年级组 天津市大港区英语实验小学 石磊 刘旭 尚绪茹 1

LS16006 远离烟草，拥抱健康 生命科学
大港欣苑小学“烟草与健康”调
查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欣苑小学 邵忠凤 刘维骏 1

LS16008 趣味学生物——孟德尔遗传定
律

生命科学 天津二中生物研习社 天津市第二中学 窦雅文 李琳 倪玉梅 1

MS16004 落叶堆肥 物质科学 实验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徐凤华 张丽霞 1

OT16001 北辰区华辰学校第一届科技节 其他 北辰区华辰学校（小学部） 天津市华辰学校 祁光华 庞蕾 李楠 1

OT16017 清除白色污染，从我做起 其他 “清除白色污染”行动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欣苑小学 何菲 1

OT16018
“薄薄A4纸 承载大梦想”科普
实践活动

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陈月冉 赵俊平 董芮岐 1

OT16025 保护森林，从节约每一张纸开
始

其他 “保护森林”行动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欣苑小学 刘敏 1

OT16026
调查天津市市区常见植物的生
态调节能力——实践活动

其他 高二年级全体同学 天津市育红中学 王晶 章娜 1

SO16011 走近熟悉的“陌生”饮料 行为与社会科学 缑小芳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欣苑小学 缑小芳 1

SO16012
电子产品的使用与学生的身体
健康

行为与社会科学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紫云中学 天津市塘沽紫云中学 郭建君 祁正群 1

ES16001 雾霾的危害和防治 地球与空间科学 大港英语实验小学四年级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
学

张思雨 苏同一 杨秋花 2

ES16002 “神奇的摩擦力”科学实践活
动

地球与空间科学 振华里小学五年一班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宋晨光 2

ES16003 垃圾分类教育及可视化管理 地球与空间科学 新村小学学生 天津市红桥区工人新村小学 陈夔夔 2

LS16010
研究水污染环境下，不同水质
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天津市第九中学研究学习小组 天津市第九中学 汪振宇 2

MS16001 变废为宝，从我做起 物质科学 天津市河北区兴华小队 天津市河北区兴华小学 霍元媛 赵晓丹 王红 2

OT16002
天津市北辰区实验小学第四届
校园科技节活动

其他 周庆勇 天津市北辰区实验小学 周庆勇 2

OT16010 绿色生活，今天你参与了吗？ 其他 塘沽实验学校远洋城校区 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远洋城校
区

韩晶 2

OT16021 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其他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董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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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16024
“集贤园”植物讲解员科普实
践活动

其他
集贤里小学“根与芽”植物研究
小组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刘妍妍 杜华 李洁 2

OT16027 用影像探究生活奥秘 其他 泰达二中物理族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中学 张延春 赵法强 2

OT16029
关于塘沽区初中生公交车让座
情况的调查

其他 地理小组 天津市塘沽第五中学 李秋梅 2

OT16030 厨房残油变形计 其他 开发区第二中学化学松鼠会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中学
（高中部）

黄晓凤 吉鑫敏 邓丽娟 2

OT16031
消除噪声污染  还家乡一片宁
静

其他
王萱  王瑞麟  和瑞镔   刘汝
梦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五中学 赵艳伟 2

OT16033 节约用水 我们在行动 其他 “节约用水”研究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欣苑小学 冀国娜 2

OT16034 校园内外安全隐患 其他 “校园内外安全隐患”调查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欣苑小学 徐复琴 2

OT16036
对天津市津南区楼梯的调查及
研究

其他 雷兴罡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一中学 于丽萍 2

OT16037
拥抱创新  感受科技力量亲子
科技营

其他 小创客联盟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吴会新 纪宝伟 魏连冰 2

SO16006
塘沽垃圾箱分布对于市容环境
的影响调查

行为与社会科学 科技小组 天津市塘沽第五中学 刘学瑞 2

SO16007
“走进信息化与智能化的生活
”校园科技节活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科学信息技
术组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徐新寅 古旭辰 王欣 2

SO16010
带领青少年关注气候变化，提
升青少年气候素养

行为与社会科学 育红中学高中环保小组 天津市育红中学 勾丽丽 段贵荣 2

SO16013 变废为宝 从我做起 行为与社会科学 天津市第五十七中学 天津市第五十七中学 孙弘 2

SO16014 塘沽城市尾号限行调查 行为与社会科学 王禹乔 天津市塘沽第五中学 刘学瑞 2

SO16015 初中生使用手机情况调查 行为与社会科学 于婧洋 王天立 董思琦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五中学 孟晓红 2

TD16005 小学生制作天枰、杆秤 技术与设计 草场街小学科技活动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李全利 王芸 韩维维 2

TD16007 普及科技知识 创新结构设计 技术与设计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周莹 2

TD16008 桥梁结构模型制造手工活动 技术与设计 敖嘴中心小学手工兴趣小组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
小学

沙立国 刘如刚 吴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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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16001
探索恐龙灭绝之谜—环保纸浆
重塑恐龙原形

生命科学 校级科学兴趣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高艳 李全利 3

LS16002 使用苔藓植物进行空气质量检
测

生命科学 生物活动小组 天津市津英中学 付刘彬 3

LS16004
校园堆肥改良新星小学种植园
土壤质地的实践活动

生命科学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科技活动
小组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刘迎春 3

LS16005
观察水仙花的生长过程活动报
告

生命科学
天津市宝坻区朝阳街道广林木中
心小学四年级二班

马家店镇广林木中心小学 杨红杰 3

LS16007 一滴珍藏，源远流长 生命科学 张庆卫 天津市大港区上古林小学 张庆卫 3

LS16009
哪种树更适合天津市城市绿化
种植

生命科学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熊春奎 郭洪美 3

MS16002 观察秋季树叶的颜色 物质科学 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曹可晶 3

MS16003
滨海地区的水资源使用情况调
查

物质科学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上古林小学三
年四班科技小组

天津市大港区上古林小学 代晓丽 3

MS16005 探索结晶的秘密 物质科学 结晶探秘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徐凤华 王赟 3

OT16003
"珍爱生命，安全出行“实践活
动

其他 张国林 天津市八里台第一中学 张国林 3

OT16004 变废为宝的实践活动 其他 张国林 天津市八里台第一中学 张国林 3

OT16005
“强化自学能力培养，形成自
主学习习惯”实践活动

其他 张国林 天津市八里台第一中学 张国林 3

OT16006 废旧电池危害科技实践活动 其他 张国林 天津市八里台第一中学 张国林 3

OT16007 自制小音箱，探索科学最美和
声

其他 辛颖 天津市北辰区华辰学校 辛颖 3

OT16009 环保小短片，成长大作用 其他 华宁绿色小队 天津市南开区华宁道小学 张晓萌 3

OT16011 展开创新翅膀 放飞科技梦想 其他 华辰学校 天津市北辰区华辰学校 魏金权 刘冬 3

OT16012 光盘餐桌上  低碳社区行 其他 洪湖里小学环保小队 天津市红桥区洪湖里小学 王扬 3

OT16013
2015年IT同盟会科技实践活动
报告

其他 开发区二中IT同盟会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中学
（高中部）

廖良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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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16014 低碳环保，一水多用 其他 杜金霞 天津市二十五中学 杜金霞 3

OT16015 汽车对环境影响调查实践活动 其他
天津市第六十六中学科学调查小
组

天津市第六十六中学 梅宗荣 3

OT16016
科学筑梦 幻画成真 ——科学
幻想画创作活动

其他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陈月冉 赵俊平 3

OT16019
学雷锋，扮靓西市一条街——
我做家乡小义工

其他 五马路小学少先队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宋灵鑫 张莉 张文荣 3

OT16020
滨海之南太平镇郭庄子河水污
染探究活动

其他 “爱河节水”调查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欣苑小学 尚松 张瑛 3

OT16022 《我爱模型  我爱科技》 其他 银河模型兴趣小组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杨树辉 3

OT16023
“小手拉大手 共建节约型社区
”科技活动

其他 南开区新星小学科技活动社团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石莉 3

OT16028
天津市八里台第一中学科技创
新教育系列实践活动

其他 天津市八里台第一中学科技小组 天津市八里台第一中学 魏永强 3

OT16035
信号灯时长与节能环保的关系
研究

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郭洪美 熊春奎 3

OT16038 节水从我开始 其他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街道第二小学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街道第二小学 刘锡万 3

SO16001 不容忽视的一粒米（微电影） 行为与社会科学 中营节粮小队 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 王铁钧 3

SO16002 DI 创新思维头脑风暴 行为与社会科学 DI创新思维社团 天津市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季颖 丁谊 3

SO16003 城市公园中的人性化设计 行为与社会科学 蚂蚁小组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付学新 3

SO16004 绿色建筑我们在行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高二五班绿建小组 天津市渤油第一中学 王静 孙岭 3

SO16005 对于天津市井盖的调查研究活
动

行为与社会科学 育红中学  高一年级四班全体学
生

天津市育红中学 许宏伟 3

SO16008
滨海地区的盐生植物与盐生植
被景观调查

行为与社会科学
上古林小学三年二班科技实践活
动小组

天津市大港区上古林小学 东洁兰 3

SO16009 《小电池回家》废电池的处理 行为与社会科学 红星小组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单杰斌 3

TD16001 纸桥承重大赛 技术与设计 皇甫阿郎 李梦晗 宁车沽小学 皇甫阿郎 李梦晗 3

TD16002 制作微航母 技术与设计 六年级学生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宁车沽小学 陈光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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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16003 指南针与磁悬浮 技术与设计 三年级学生 宁车沽小学 江昕昳 梁书欣 3

TD16004 生活中的椅子设计 技术与设计 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曹可晶 张学玲 3

TD16006
小学生使用单片机程序控制广
告灯箱

技术与设计 草场街小学科技活动小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李全利 3

TD16009 太阳能动力小车 技术与设计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宁车沽小学 康婷 3

TD16010 科技DV制作——3D全息影像 技术与设计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高二师生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李倩 3

TD16011 桥梁模型设计制作活动 技术与设计 高一年级桥梁制作小组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马思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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