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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电〔2018〕3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2017年佛山市中小学生

（含中职）创客大赛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有关学校：

2017年佛山市中小学生（含中职）创客大赛已圆满完成。

本次大赛全市共有 152个作品，分个人创造、团队智造两个项目。

每个项目分设小学组、中学组、中职组等 6个组别进行比赛，经

过专家组公平、公正，认真、细致的评审，已评出结果。现将获

奖作品及相关人员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并颁发证书，以

资鼓励。本次评审部分获奖前列的优秀作品，将推荐参加全省中

小学生（含中职）创客大赛。请各有关单位再接再厉，继续积极

参加我市教育创客培养计划，推进教育创客空间等创新实验室建

主动公开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 2 —

设，广泛开展创客创新实践活动，营造校园创客文化氛围，切实

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跨学科团队协作的综合实践能

力。

附件：2017年佛山市中小学生（含中职）创客大赛获奖名

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18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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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佛山市中小学生（含中职）创客大赛获奖名单

一、个人创造

（一）个人创造项目小学组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学校）
个人创造

项目作者
指导教师 获奖情况

带拆封功能的透明胶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陈婉莹 刘家丽、苏田英

一等奖

免提助倒（暖壶）支架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姚文滔 邓勇

创意弹珠台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小学 卢师予 卢宝生

海绵城市模式双向渗透灌溉系统 佛山市同济小学 段若丞 张秀香

多功能浸脚鞋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李沛毅 李信昌

磁力助钉器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关有铉 邓勇

二等奖

会跳舞的琴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三路小学 李逸轩 罗剑平

绿色生活-自动化鱼菜共生系统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莫宁 莫志杰

交互式冷气水二次利用装置 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袁梦 陈乾杰、黄景华

未来的森林城市 佛山市第九小学 赖楚文 唐梅香

环保用电意识增强器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三小学 柯志添 刘亮忠



— 4 —

可调节的专用起菠萝钉工具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三小学 陈彦桥 黄展强

二等奖

户外高温警示树 顺德区天连小学 陈家庆 蓝子婷

水位提示壶 佛山市白燕小学 梁楚冰 蔡虹

拉绳储物箱（万向轮版）
佛山市南海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恒

大南海学校
戴紫欣 刘军

紫外线捕蚊器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林泓邵 张启明、吴国栋

三等奖

车载式充气和洗车两用便携设备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何宽浩 李沃坤

有来无回杠杆捕鼠器 禅城区东鄱小学 吴静萍 潘熙颂

抗倒垃圾桶 佛山市第十三小学 林芯羽 林清南

音乐循环录制收纳小夜灯 佛山市同济小学 曹建业 赵慧馨、张秀香

智能小灯 西南中心小学 陈文博 陈庆

汽车掉头天桥模型 三水区实验小学 邓海言 梁由维、李芳、陈茂新

简易一体牙刷 顺德区北滘镇中心小学 劳雨晴 马亦

净化皇家空调 佛山市第一小学 黄子宸 钟美玲

电子捕鼠器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第三小学 刘俊宏 刘亮忠

心情花盘 禅城区石湾一小 古熙晴 李尚锋

延时熄灭开关
佛山市南海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恒

大南海学校
周春盛 刘军

自动开盖垃圾桶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三小学 陶畅辉 刘亮忠

会照明的雨伞 禅城区东鄱小学 陈沛聪 潘熙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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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医生 禅城区玫瑰小学 潘一语 梁育玲

三等奖
海洋观景房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崔琦耀 张启明、陈庆龙

自制手机壳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郭海涛 张启明、陈庆龙

神奇的风力车 佛山市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陈昊曦 李小谷

（二）个人创造项目中学组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学校）
个人创造

项目作者
指导教师 获奖情况

Arduino数据眼镜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伦家杰 林俊桂

一等奖

一种基于 Arduino温控感应风扇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一初级中

学
何晨煦 林楚涛、吴国栋

新型防盗钱包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谢柏充 林俊桂

贴心智能充电器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杜顺均 李忠伟

电动喷水擦窗神器 佛山市惠景中学 贺景棠 李忠、贺五洋

乐高机器人电池充电器 佛山市第一中学 陈家乐 汤勇

二等奖

智能安全浴室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范嘉俊 李忠伟

有防盗功能的钱包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谢颖琪 陈焕尧

自适应探测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中学 陈鑫桐 黄树潮

楼梯备用灯 三水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刘子轩 蔡汉星、莫礼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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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雾栽培智能花盆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黄文熙 叶瑛科

二等奖

筛水测重清洁器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 杜祈忠
卜锦华、

翁小勇

牙刷清洗消毒机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朱乐凯 莫宇楼

专注力训练器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潘楚瑶 陈文昭

隧道口安全警示灯 佛山市南海区桂华中学 何昊轩 莫志敏

DIY万能遥控器 佛山市第十中学 陈奕彤 严伟康

三等奖

多功能护眼支架 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黎敏莹 吴成良、李俊

两用简易激光水平仪 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 刘欣 张济强、周剑山、潘康

懒人雨伞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第二初级中学 刘念佳音 张景文

足球游戏电池回收桶 佛山市南海区和顺第一初级中学 李芊芊 李启辉

桃花的基本结构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荷城中学 毛诗韵 梁春玲

多功能墙上机械爪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罗智浩 陈明斌

活塞式环保牙膏 三水区龙坡中学 刘江烂 李志军、黄浩祥

咖啡花杯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第二初级中学 黄竹筠 张景文



— 7 —

防刮落多功能衣架 高明区纪念中学 艾永前 赵永冲

三等奖

家庭门口车位自动检测器 高明区纪念中学 刘晋延 赵永冲

无中生有之遥控器 三水区龙坡中学 徐宝动 黄敏、黄浩祥

未来旅行城堡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周家辉、

陈彬善
王作为、范颖欣

（三）个人创造项目中职组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学校）
个人创造

项目作者
指导教师 获奖情况

磁性无线充电器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苏铭泺 康摇生、顾恺智

一等奖

智能潮汐车道 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傅浩华 李志谦、何广安

一种自动扶梯的三重保护装置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潘仕坤 江存志、程志刚

二等奖

基于负压原理“诱”进无出灭蚊装置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朱桢平 李志谦、何广安

划线圈尺 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蔡家玮 严振山

三等奖百变 BOX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张颖 杨伊纯

新式高效施肥花盆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叶景楠 陈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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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智造

（一）团队智造项目小学组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学校）
团队智造项目

指导教师 获奖情况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智能投球计数器 佛山市实验学校 吴子越 黄梓源 陈坤哲 肖志刚

一等奖

智能搁板升降置换书（搁）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廖紫如 高梓轩 张心悠 邓勇

智能停车系统 广东碧桂园学校 辜子星 何嘉轩 周尹斐 夏含金

智能鱼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学 李泽宏 胡潇涵 李永坚

幻彩台灯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钟伟雄 吴炜豪 黄海平、李海青

简易计算器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 周卓谦 王得洋 黄伟杰、郑伟忠、段珊

二等奖

创意彩泥——国学鲲鹏 佛山市禅城区澜石小学 陈厚霖 方嘉瑜 何文婕 李炜贤、凌秀芬

智能搅拌机 禅城区人民路小学 吴嘉熙 陈晖昊 陈奕锟 张庆凌

身高测量仪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邝卓墉 苏楠 黄海平、李海青

自锁式扳管钳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小学 李先勋 陈永嘉 邓勇

智能家居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潘键宇 李思澄 黄海平、李海青

智能存钱箱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 高俊珊 刘家琨 潘燕雯、陈韵宇

智能小汽车 顺德区西山小学 李豪 苏铭臻 冯子为 吴明玉、李仰珊、林奕吟

智能运动外套 佛山市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何澎峰 谭颖琳 陈士进 李玲芬、谭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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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D打印平台重现神奇的魔

法道具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三小学 唐紫仪 李泳欣 简文蔚 林庆强、霍东莹 二等奖

智能卫生间 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小学 林键洋 欧敏滢 林汶政 李育姗、郭建光

三等奖

避障小车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 田俊杰 谢天佑 陈建辉、谭凯勋、李仕俊

节能路灯装置 佛山市鸿业小学 梁卓涵 黄嘉蔚 苏韵冬

自适应服务器余热外排装置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溶洲小学 江灵 张世华 陈锦庚 谢明轩

方便智能热熔胶枪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莫宁 岑宇轩 陈栢阳 莫志杰、刘少君

大范围空气检测器 佛山市惠景小学 张亦驰 芦琬婷 罗扬 潘裕斌、郭志坚、何俊江

便携式触摸钢琴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黄伟钧 陈建锦 黄海平、李海青

红外密码车库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余乐洲 梁浩林 姚志城

智能空气净化盆栽 顺德区杏坛新联小学 吴洁婷 吴慧琳 关静怡 刘永超

节约用水交互提醒灯 顺德区杏坛中心小学 潘家灏 甘澄森 雷雨涵 陈斯燕、吴益辉

车辆自动进出智能通道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麦程朗 邱子默 吴照龙

翻山越野起重机 禅城区镇安小学 成泳军 吴梓枫 朱建楠 陈泉朋

智能清洁机器人 三水区实验小学 岑梓灏 黄诺 赵嘉敏 陈茂新、梁由维、朱远亮

海陆空三用车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唐梓健 赖雯飞 黄林榆 周彦、靖声亮

可延伸的 WC新型设计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陈芷莹 杨懿 陈永棉

自动追踪太阳能充电器 三水区北江小学 谢海俊 黄明亮 肖广辉 梁迪荣、植伟良

多能源变形车轮野外洒水车 三水区北江小学 郭佳轩 钟燕 梁迪荣、马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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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地震报警器 顺德区鉴海小学 黄颉 李家烨 廖梓游 赵晶晶、何翠芝、梁韶昆
三等奖

大视野安全隐形网 顺德区乐从大闸小学 黄铭轩 韦妙函 廖华

（二）团队智造项目中学组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学校）
团队智造项目

指导教师 获奖情况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基于 RaspberryPi实现的智能

家居中控-UmeteHome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王乐然 陈政宇 梁锦明

一等奖

太阳能转角交通警示灯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毛子明 赖健勤 谭宏佳 李伟伟、周劲、梁海荣

智能信箱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李骏霆 吴颖轩 邓奕琦 刘翔武

无障碍跨栏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郑昊妍 陈悦玙 刘佳林 郑其华、陈维新

智能贴心杯座 佛山市南海区桂华中学 胡卓丰 梁俊杰 杨书桓 莫志敏

开源 WIFI气象站系统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伍祖杰 郑永杰 郑栋元 雷炳砫

二等奖

智能小屋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巫宇晟 杨博凯 吴成良、李俊

智能节能路灯 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刘栎 徐嘉辉 陆东恒、陈月婵

智能家居温控系统 佛山市城北中学 陈亮 李铭彦 李晨昊 梁劲锋、林日红

可移动式停车场分区域管理系

统
佛山市第十一中学 江智鸿 王子洋 卢振坤

智能双节管理用水器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邱靖茵 黄山 刘云 黎永新、蓝超越

红外防盗系统 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廖翊杰 唐正 赖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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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散热墙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 谭泽熙 黄广颖 吴彩红、陆锦豪

二等奖

智能折衣宝 佛山市城北中学 朱康 张智毅 罗日杰 林日红、梁劲锋

智能燃气炉插件 佛山市荣山中学 张致诚 贾卓彬 潘俊丞 张百睿、林锦芬

多功能智能教室系统 三水区龙坡中学 植江尧 梁辉 周殿凯 黄浩祥、黄敏

太阳能钓鱼发声，发光报警器佛山市第十中学 高嘉琪 黄洪峰 余卫国

便携式制冷风扇 佛山市荣山中学 赵靖博 周泉彤 张百睿、林锦芬

三等奖

智能门宝 佛山市南海区桂华中学 洪启烈 赵国霖 吴焙炫 莫志敏

智能厨房设备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王聪瑜 廖伟安 陈任雄、陆海荣

带尿槽的无性别智能公厕 三水区龙坡中学 李伟锵 关嘉曦 梁文浩 黄浩祥、李志军

智能吊瓶控制器 三水区龙坡中学 邓悦怡 莫雅诗 莫雅颖 黄敏、李志军

备忘门锁 顺德区北滘镇君兰中学 覃培焜 杨飞宏 黄杰 陈华钦

公共区洗手间倒键式水龙头 顺德容山中学 梁俊康 麦文坚 吕圣涛 胡华杰

太阳能充电器 顺德区华侨中学 李卓熹 邓燕珊

磁悬浮飞行椅 顺德区杏坛梁銶琚中学 吴永源 罗昭坪 刘慧盈 曾勇

触摸式办公室测温仪 佛山市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韦毓 黎圣熙 吴序辉

便式黑板檫 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东洲中学 农丽娜 杨丽梅 黄凤连

智能减速带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 欧凤娣 王斌 陆锦豪、卜锦华、翁小勇

红外遥控 3D打印炫彩智能灯 佛山市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 黎淇华 伦秩江 刘晓欣 区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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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侠创意之多功能支架 顺德区伦教汇贤中学 古文乐 孙郑潇 叶齐 三等奖

（三）团队智造项目中职组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学校）
团队智造项目

指导教师 获奖情况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曲面智能绘图仪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区东英 陈实 梁泽栋、周立新

一等奖汽车维修创新学具 佛山市三水理工学校 唐建华 李迅华 姚建华 邱显聪

小孩遗忘小车内自动报警装置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何汝乐 邓政文 徐尚辉、严振山

基于车流量检测和无线蓝牙传

输的智能交通灯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覃剑锋 赖以鹏 周靖弘 吴放、蔡华、黄东侨

二等奖

关节冲洗管抗凝装置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黄林 谭政 黄桂胜、张平

气动分度打孔夹具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徐森贵 封杰 郝祥兵

车内智能安全装置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杜浩天 黄铭泰 黄卓铿 吴放、张文焘、祝家权

激光锁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李业尹 毛升 黎明聪、林玉新

铣床清洁宝 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罗钰豪 黄润键 郑万兴、吴丽萍

创意菜刀板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蒙罗最 莫举辉 林广震

宠物比卡丘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张文晖 李开创 杨丽华、区玉姬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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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小湾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贺登广 谭夏杰 全明利 梁嘉添、陈梓宇

三等奖

台灯式门铃 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陈锦华 杜伟成 梁俊彬 何广安、郑新明

充气式环保灭火训练装置 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甘俊滨 高浩林 潘俊亮 杨碧媚、何广安

小孩睡觉踢被子自动重盖装置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陈子皓 林锦鸿 徐尚辉、严振山

格斗机器人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刘杰 谭景升 屈振武 陈军志、曹炬钊、孙璐璐

儿童智能陪伴猫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白玉印 唐旺 鲁铭濠 张维辉

“收发”垃圾铲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李夏敏 倪茜 周玉阶、余娟

防扬尘车轮清洗装置 佛山市高明区技工学校 梁俊彬 黄志勇 欧惠玲、李思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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