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分赛区、省（直辖市）奖项
中学组北斗科技创意类作品名录

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中文名称 所有作者姓名 学校 指导教师姓名 推荐奖项

1 创新应用方案 北斗导航眼镜 谭乃赫 大庆市第二中学 吴德双 东北赛区三等奖

2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的的百湖之城水质

监测船
李佳航、王梓行、

蒋亦苏
大庆市第一中学 吴德双 东北赛区三等奖

3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与GPS反射信号综述 李芊慧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

高级中学
孙莹 东北赛区三等奖

4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系统的森林火灾监测与

灭火系统
李卓屿、李阳光、

尚未、李沅哲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

学
姜文超 华北赛区二等奖

5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系统与人工智能的新型

智慧公交系统
杨蔚然、钟岳霖、

刘昊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

学
姜文超 华北赛区二等奖

6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的冬奥会志愿者管理系

统
付宗诺 北京市航天中学 张炜、吴巍荪 华北赛区三等奖

7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解决私家车
占用公交车专用道的问题研究

赵徳程 北京市航天中学 张炜、吴巍荪 华北赛区三等奖

8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技术的花粉时空精准定

位预测系统
郭铠、苏明源 北京市航天中学 张炜、吴巍荪 华北赛区三等奖

9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对走失儿童的走失手环

设计
李鸣云、王思涵、

刘宇鑫
北京市航天中学 张炜、吴巍荪 华北赛区三等奖

10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和自动驾驶的智能垃圾

车
张启睿、卢子俊、

樊震、余庆琳
安徽省滁州中学 蒋彩云、彭昔娟 华东赛区二等奖



11 创新应用方案
北斗在现代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创

新应用
张棨元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李忠文 华东赛区二等奖

12 创新应用方案 趋磁细菌卫星实验 木筱钰 瑞安市高楼镇中学 毛学辉 华东赛区三等奖

13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实现航空救援

的应用
刘楠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李忠文、闫玉良 华东赛区三等奖

14 科技论文 利用北斗导航系统急救报警 王雪竹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李忠文、闫玉良 华东赛区三等奖

15 科技论文
利用北斗卫星技术 防止车辆连

环追尾事故
李昀迪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李忠文、闫玉良 华东赛区三等奖

16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导航模块的生态环境因

子检测无人船设计研究
冯天欣、杨洲凯、

赵欣鑫、李灿
海亮高级中学 黄龙青、郦钰筠 华东赛区三等奖

17 创新应用方案 轨道式铁路巡线机器人 由佳恩 乳山市第一中学 耿志伟 华东赛区三等奖

18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在未来人工智

能中的应用
薛喆、胡畔、
张煜、陆嘉伶

安徽省滁州中学 蒋彩云、温祖梅 华东赛区三等奖

19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狂躁症

患者监测预防及报警系统
李浩铭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李忠文、闫玉良 华东赛区三等奖

20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卫星的教育资源平衡系

统
史元浩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
学分校

巩英莉 、王占伟 西北赛区三等奖

21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的农业智能浇灌系

统
于金涛、郭栩岍 成都市华阳中学 龙新明 西南赛区二等奖

22 创新应用方案
北斗对于被拐儿童进行紧急定位

救援
刘星煜 贵阳市第二中学 付定涛 西南赛区二等奖



23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卫星通信的实时疫情流

行性病毒排查
吴莎莎 贵阳市第二中学 付定涛 西南赛区二等奖

24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在应急医疗技术中

实施应急救援的应用方案
苗雅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文媛 、梁育虎 西南赛区二等奖

25 科技论文 北斗与校园生活 付忠美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梁育虎、段付河 西南赛区二等奖

26 科技论文 北斗定位振动发电路灯 舒治怡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 西南赛区二等奖

27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系统对古代文化遗迹的

探查、监测与保护
田文灿、姚昊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叶泽、张伟 西南赛区二等奖

28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的行车安全系统 黎昊天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吴艳洁 西南赛区二等奖

29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解决偏远

山区教育问题的构想
蒲庆玲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纪小林、叶泽 西南赛区二等奖

30 创新应用方案
建立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水质

监管设想
温淇越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纪小林、叶泽 、 西南赛区二等奖

31 科技论文 北斗与森林保护 王祺韬、李馨怡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梁育虎、段付河 西南赛区二等奖

32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关于采菊车的

设计设想
付银雪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叶泽 、张伟 西南赛区二等奖

33 科技论文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北斗出行”

管理系统
杨佳利 贵阳市第二中学 付定涛、曾明明 西南赛区三等奖

34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系统的蓝牙便携报警器 尹睿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 西南赛区三等奖



35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的高空清洗模块化机器

人系统设计
田俊杰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 、赵静 西南赛区三等奖

36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对地质勘测系

统的构想与设计
昂敏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纪小林、叶泽 西南赛区三等奖

37 创新应用方案
观察不同包装的素食和肉食、生
食和熟食在太空中的腐败情况

李曜成 四川省成都华西中学 余学容、陈清洁 西南赛区三等奖

38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变压器

工作状态监控与预警系统
张惠婷、方茁伶、

张桂菀
贵阳市第二中学 付定涛、冷枫 西南赛区三等奖

39 科技论文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关于北

斗星际通讯的优化设想
杨云翔、王健舒 、

陈瑞、刘丞锟
临沧市第一中学 郑德杨 西南赛区三等奖

40 创新应用方案 关于车载泡沫救生系统的设计 赵一轩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邹兴禄 、王善云 西南赛区三等奖

41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在有关医疗技术方

面的创新应用方案
张鹏彬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纪小林、叶泽 西南赛区三等奖

42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监测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及其治理方案
吴雨奇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纪小林、李忠清 西南赛区三等奖

43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技术在高铁旅行服

务中的应用方案
杨思成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文媛、梁育虎 西南赛区三等奖

44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的城市环卫智能化管理

系统
孔骁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 西南赛区三等奖

45 创新应用方案
关于利用北斗定位与社会监督防

范犯罪方法
周亭逸、袁宏志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纪小林、叶泽 西南赛区三等奖

46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的中小学上放学交通问

题处理系统
陈俊希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 西南赛区三等奖



47 创新应用方案 北斗城市地面塌陷预警系统
赵子翔、王云祥、

杜智凯
湖南省广益实验中学 海聪晓 中南赛区二等奖

48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和4G网络的城市环境

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何铭铨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梁
季彝纪念学校

廖少峰 、伍敏静 中南赛区三等奖

49 科技论文
基于生物芯片和北斗定位系统的

二次吸毒监控展望
张盈盈、尚纯玉、
韦继雨、彭奕伟

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河
中学校

袁文彬、王正琴 四川省二等奖

50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的突发疫情应急系统 白成博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 四川省二等奖

51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定位和5G技术的无人

车停泊定位设计与实现
严昊 成都市华阳中学 龙新明 四川省二等奖

52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的120紧急呼救系统 江玉玲、张兴月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吴艳洁 四川省二等奖

53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的森林火灾无人机灭火

系统的设计
周昕燃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赵静、王善云 四川省二等奖

54 创新应用方案
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区域信息化

农业管理应用预案
赵沁苒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 四川省二等奖

55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的定点区域相对时段城

市交通智控管理系统
史家齐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 四川省二等奖

56 科技论文
基于北斗改善“国家特种车辆”交

通拥堵的应用设计
沈博 北京市航天中学 张炜、吴巍荪 北京市一等奖

57 创新应用方案
利用电场为原理的空间碎片收集

卫星
钱程、周畅、邹佳毅 北京市第四中学 黄振 、高增 北京市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