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 姓名 项目名称 专项名称 指导老师 奖级
1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中 杨骏奇 太阳能海洋垃圾清理船 海洋创新成果奖 于旭珩 壹
2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熊文菡 太阳能海水淡化补给救生衣 海洋创新成果奖 贰
3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李屹 海水净化瓶设计 海洋创新成果奖 叁
4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杨子禾 扇贝下脚料制备牛磺酸海鲜酱油关键技术研究报告海洋创新成果奖 邓瑞君 壹
5 天津市南开中心小学 陈弈闻 海水过滤瓶 海洋创新成果奖 周宏志 叁
6 天津市南开中心小学 张晶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发展重点 海洋创新成果奖 叁
7 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郭书祥 天津海岸线生态环境发展的出路研究 海洋创新成果奖 周宏志 叁
8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马逸翔 “透视”眼镜和无人潜艇 海洋创新成果奖 李耀斌、郭旸 壹
9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宋浩冉 海洋技术创新—无人潜航器 海洋创新成果奖 李耀斌、郭旸 叁
10 天津市南开中学 戴云同 海洋救生无人机 海洋创新成果奖 贰
11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张恒恺 无人机遥感海洋监测应用探讨 海洋创新成果奖 李耀斌、郭旸 贰

12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张淑雅
  徐东炜
 张恒瑄
屈钊辉

“微海”社团海洋科技实践活动在行动

海洋科技行动奖 周学娟、魏征 壹

13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宋好、
油志贺

畅想海洋•变贝壳为宝
海洋科技行动奖 叁

14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王梓鑫、
林业持、
曲璐晴、
胡雅文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

海洋科技行动奖 王强、陈锋 贰

15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林业持、
王梓鑫、
胡雅文、
曲璐晴

水的足迹

海洋科技行动奖 王强、郑军 壹
16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成昌珊 科技助力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 海洋科教成就奖 贰
17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了解海洋中的伪装大师们——三年级科技活动方案海洋科教成就奖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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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天津市和平哈密道小学

王 壮、
吴  扬

用影像记录下小海龟的生活
海洋科教成就奖 壹

19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桂林路小学 陈月鑫 蛟龙2号 海洋文艺奖 壹
20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魏欣蕊 海底之城 海洋文艺奖 壹
21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一小学 张雅涵 职能海底能源探测开采车车 海洋文艺奖 壹
22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孙笑誉 螃蟹潜水艇 海洋文艺奖 壹
23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李霁 新型能源转化器——海底2号 海洋文艺奖 壹
24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赵蓉嘉禾 海洋飞船1号 海洋文艺奖 壹
25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陈志豪 海底清洁器 海洋文艺奖 壹
26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陈雨菡 海洋梦 海洋文艺奖 壹
27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曹久鹏 移居水城 海洋文艺奖 壹
28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朱翃萱 未来海底之城 海洋文艺奖 壹
29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邢家悦 海洋生态石油站 海洋文艺奖 壹
30 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 任安然 海洋脉动 海洋文艺奖 壹
31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马欣然 水下城市 海洋文艺奖 壹
32 天津市静海瀛海学校 刘书君 水上度假村 海洋文艺奖 壹
33 天津市静海瀛海学校 李明宇 海洋里来了新客人 海洋文艺奖 壹
34 天津市红桥区求真小学 田昕阳 水底珍贵鱼种体检中心 海洋文艺奖 壹
35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嘉谊 海底观光船 海洋文艺奖 壹
36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穆珂祺 海洋新能源 海洋文艺奖 壹
37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李丰请 海洋城堡 海洋文艺奖 壹
38 天津市蓟州区第二小学 王超 海洋游乐园 海洋文艺奖 壹
39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刘金星 鱼型发电站 海洋文艺奖 壹
40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小学 魏建宇 海洋文艺奖 壹
41 天津市滨瑕实验中学 张瑞妍 海底净化器 海洋文艺奖 壹
42 天津市东丽区务本一村小学 高文宇 海底城市 海洋文艺奖 壹
43 天津市东丽区务本一村小学 葛鑫 海洋文艺奖 壹
44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镇大龙湾小学 张惜梦 儿童探险号 海洋文艺奖 壹
45 天津宁河廉庄中学 付莹莹 海洋家园 海洋文艺奖 壹
46 天津和平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一年级 李炜萱 海洋文艺奖 壹



47 天津河西区湘江道小学 袁韶迪 海洋文艺奖 壹
48 天津河西区湘江道小学 田容玮 海洋文艺奖 壹
49 天津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李丰青 海洋文艺奖 壹
50 朱冠儒 海洋文艺奖 壹
51 铁厂第二小学 朱秋泽 海洋文艺奖 壹
52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邱睿影 海洋文艺奖 壹
53 天津东丽区津门小学 郝振楠 海洋文艺奖 壹
54 天津东丽区务本小学 于鑫蕊 海洋文艺奖 壹
55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邢家悦 海洋最佳人气奖

56 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邱睿影 海洋最佳人气奖

57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中学 刘书君 海洋最佳人气奖

58 天津市实验小学
张凯南、
刘川枫

水下森林
环球自然日专项奖  夏天宇

59  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刘思彤 一根羽毛的故事 环球自然日专项奖 姚湘君

60  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姚凯文、
周雅歌

乌金历险记
环球自然日专项奖 姚湘君

61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高萌泽 、

张欣雨
海马生育之谜

环球自然日专项奖  王世友

62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刘思佳、
薛然予

微观世界
环球自然日专项奖 刘晓萌

63 天津市第三十五中学

宋昊骏 、

王润芃
雾霾在左，蓝天在右

环球自然日专项奖 于丽娟
64 南开区二十五中学 张洪达 美丽星空 天宫专项奖 张伟鹏
65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张然迪 我眼前的宇宙 天宫专项奖 王雪垠
66 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孔韵昕 如何在微重力条件下测量物体质量 天宫专项奖 张旭
67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王彦人 天宫孵小鸡 天宫专项奖 孙焕鑫
68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杨惠婷 微重条件下发酵实验装置 天宫专项奖 赵立群、刘丽玉
69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张邺文 微重力环境下毛细现象 天宫专项奖 成昌珊
70 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安子硕 天宫专项奖

71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五中学 物理兴趣小组 天宫专项奖 赵艳伟



72 天津市南开区华夏小学 王思程 天宫专项奖 马瑞
73 武清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沙立国 天宫专项奖

74 天津市耀华中学 吴宇恬 天宫专项奖 洪曦、崔亚飞
75 天津市大港福源小学 任欣瑞 天宫专项奖 刘青
76 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徐熙然 天宫专项奖 周志宏
77 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杨欣怡 天宫专项奖 丁瑞
78 天津市静海瀛海学校 李泽 天宫专项奖 李育霞
79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中 张渝炜 天宫专项奖 于旭珩

80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天津市河西区
同望小学
计算机组

母亲河海河的往昔与今日

节水专项奖 陈菁
81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柏泽越 天津地区水资源情况调查研究 节水专项奖 梅宗荣

82 和平区青少年宫
和平区青少年

宫
天津市水质污染问题调查研究

节水专项奖 耿铭烁 薛媛
83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王轶琳 水循环模拟器 节水专项奖 张永红 朱丽娜
84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崔晨阳 追寻最纯真的那片蓝——节水、惜水、爱水 节水专项奖 周莹 张丽娜 刘爽
85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欣苑小学 何菲 走进农家，探秘节水 节水专项奖

86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李欣枫 节约用水   爱我家乡 节水专项奖

87 南开中学 张昕宇 半导体制冷膜结露法空气取水器的初步设想 节水专项奖 刘嘉然

88 天津市八里台第一中学
八里台第一中

学
学校工作，节水先行——实践活动

节水专项奖 张国林 蔡畅
89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欣苑小学 张瑛 合理用水是节约 节水专项奖

90 天津市河头学校 河头学校科技组 北斗导航科普活动 北斗杯专项奖 刘景起
91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薛然予 太空中最亮的星 北斗杯专项奖 刘晓萌
92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张洺庚 北斗翱翔-我的未来不是梦 北斗杯专项奖 刘晓萌
93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曹文轩 带有导航功能的指星笔 北斗杯专项奖 纪宝伟
94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姚远 智能导航清理垃圾的遥控车 北斗杯专项奖 臧伟红
95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李欣宇 北斗带来的新能源 北斗杯专项奖 刘晓萌
96 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小学 徐小龙 北斗杯专项奖 刘燕
97 河东第一中心小学 李锐峰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特



98 滨海新区第九中学 苏鹏宇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壹
99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耘畅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壹
100 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杨育杭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壹
101 北辰区实验小学 杨瀚文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壹
102 滨海新区欣嘉园第一小学 娄聪波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壹
103 武清区杨村第十二小学 龚楚芸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贰
104 东丽区金钟小学 陈恩怡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贰
105 铁厂第一中学 张曼君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贰
106 铁厂第一中学 王宇飞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贰
107 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刘佩霓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贰
108 塘沽实验学校 刘桐瑞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贰
109 铁厂第一中学 郭宸孜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贰
110 武清区杨村第十五小学 于桐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贰
111 塘沽大庆道小学 王椿淼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贰
112 东丽区华明小学 魏欣怡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贰
113 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孟思瑶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14 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王露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15 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曹曦元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16 宁河区造甲城小学 冯若雅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17 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朱润文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18 东丽区金钟小学 姜力丹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19 滨海新区新港第一小学 刘雲宵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20 红桥实验小学 顾家溢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21 塘沽草场街小学 康子涵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22 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曦文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23 塘沽草场街小学 许书源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24 南开川府小学 张名轩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25 蓟州辛撞中心小学 赵文雪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26 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杨宇鑫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27 滨海新区新港第一小学 高虹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28 蓟州罗庄子镇中学 王新宏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29 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刘姝晗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30 塘沽实验学校 孟政颐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31 和平区模范小学 侯雨卓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132 滨海新区欣嘉园第一小学 张聘婷 建行杯航天绘画专项奖 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