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获奖名单

特等奖（最佳作品奖）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学校 作者 备注

科学探索纪录片 论如何有效提升投篮命中率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张家郡、张梓韧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门把手到底有多脏？——家庭门把手消
毒前后细菌污染状况调查 上海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牟修齐 推荐全国

科学微电影 有“数”少年，追“数”之旅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二中学 叶羽轩、倪正辕、孙宇轩 推荐全国

科学微电影 急中生色——探秘花青素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周之愈、黄浩珉、王子悦 推荐全国

科普动画 气候变暖究竟是什么? 鹤北初级中学 郭丁雯 推荐全国

科普动画 低碳环保，节能减排 上海市虹口区广灵路小学 徐梓珺 推荐全国

优秀作品奖

一等奖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学校 作者 备注

科学探索纪录片 钢琴指法训练手套的诞生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杨瑷瑜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防久坐智能坐垫 上海市江宁学校、上海市洪山中
学 杜昕滢、石永天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齿轮传动 ，成全一杯纯正的拿铁》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郭语湉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如何冲洗胶片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程墨菡、钱陆轩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湿垃圾变魔术 向阳小学 宋李平川 推荐全国

科学微电影 飞云之上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 王沈诗妤、严思琪、吴文斌、
管逸杰 推荐全国

科学微电影 两个世界，两个结局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附属
初级中学 吴思慧 推荐全国

科普动画 《氧化铜的“逆袭”记》 上海市延河中学 薛菲、陶锦秀、倪柏涛、罗振
宇、姚瑜辰 推荐全国

二等奖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学校 作者 备注

科学探索纪录片 水真的能变成静止的吗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杨俊熙、侯萧桐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斐波那契数列和植物生长的探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朱一玄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神奇的天圆地方玲珑万年历 上海市徐汇中学 朱致逸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空气炮的秘密——涡环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张书齐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智能物联网节能减排阳台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庞雅文、卢恩馨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跟着空中课堂学物理 上海市格致中学 邵子宸、金彦君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喝果汁引出的有趣问题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孙恺晨 推荐全国

科学探索纪录片 牵牛花为什么会长“弯”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高思珈 推荐全国

科学微电影 有脾气的保温杯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 王泽同、李承昊、赵颜君、赵
琳 推荐全国

科学微电影 嘿！我来自平行时空 上海市向明中学 邵思源、冒颖心、张语丝 推荐全国

科学微电影 当光有了形状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 陈馨语、江珺怡、张语霏 推荐全国

科学微电影 流言风波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 吴耔彤、张子慧、宋淑怡 推荐全国

科学微电影 小小喵看垃圾分类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张凝宁、裴开乐、尹陈诺、李
熠豪 推荐全国

科普动画 《西游记里的科学》 上海市海滨第二中学、上海市复
兴实验中学、鸠林小学 任峻熙、茹泓睿、陈鸿志 推荐全国

科普动画 没有“白努力” 上海市七宝第二中学 蔡子为 推荐全国

科普动画 四分钟内了解猴痘 上海市闵行区莘松中学 吴祉言 推荐全国

三等奖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学校 作者 备注

科学探索纪录片 无人机运用之--城市白蚁防治技术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沈昊天



科学探索纪录片 加速度的n种测法 上海市格致中学 金彦君、邵子宸

科学探索纪录片 地面效应与方程式赛车 上海中学国际部、上海中学 叶济涛、胡震藩、朱浩天、何
煜嘉、胡文翊

科学探索纪录片 饮料杯为什么会“出汗”？ 闵行区莘松中学水清校区 张语彤

科学探索纪录片 “疫”制果皮机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丁长治

科学探索纪录片 自来水管中的微型发电站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齐淼颉

科学探索纪录片 美丽的彩虹桥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金一诺

科学探索纪录片 户外便捷式净水杯 上海尚德实验学校 魏智涵

科学探索纪录片 利用常见材料制作自动浇花器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温彭子晟

科学探索纪录片 神奇的纸 上海市实验学校西校、上海市西
南模范学校 徐海畅、崔晓语

科学探索纪录片 回旋纸飞机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小学 韩毛峰

科学探索纪录片 种子的生长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刘熙延

科学微电影 简易过滤水器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张一佳、陈添熠、王若宣

科学微电影 智能穴位按摩器-人工智能与传统中医的
探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朱一玄

科学微电影 关于PIZZA店的营销策略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
语学校 姚佳怡、谢若希、江忻然



科学微电影 暴躁的生石灰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陈启新、夏静、周万琪

科学微电影 小植物大能量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 章欣奕、檀淑文、魏一叶

科学微电影 大美中国色 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上海市
杨浦小学 刘馨怡、刘诗怡

科学微电影 超声波应用之安全语音背包 明珠小学 黄率贺

科普动画 核电出击，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上海民办华曜宝山实验学校 吴沐梵

科普动画 《碳中和》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吴
淞初级中学 陈泽丰、徐栎

科普动画 蝉鸣的奥秘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刘家乐

科普动画 我是不是胖子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B区 胡睿桉

优秀指导教师奖

获奖教师 所在学校

邱振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查国青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二中学

刘春林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陈琛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沈芳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潘沁悦 上海市江宁学校

商逸尘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华联 嘉定青少年科创集散地

孙巍 东华大学

李晓庆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

顾芳 上海市延河中学

朱海东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毛洁娜 上海市格致中学

孙宗华 上海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陶丽丽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李雪莹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

周剑霜 上海市向明中学

陈鑫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



米雪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

许冰洁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蒋真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左列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二中学

优秀指导单位奖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