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大赛晋级学生名单(小学组）

序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备注

1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李明曦 家用智能清洁垃圾机器人 李飞兵 一等奖

2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崔浩睿 智能垃圾分类车 付杰梁 一等奖

3 城阳实验小学 辛宗宸 举牌垃圾桶 陈静 一等奖

4 平度市南村镇南村小学 蒋鑫 垃圾分类机器人 袁丹武 一等奖

5 平度市仁兆镇冷戈庄小学 史好 新能源自控垃圾分类亭 吴婧 一等奖

6 胶州市向阳小学 韩传泽 《智能可回收垃圾桶》 张正玉 一等奖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大泽山小学 李梓诺 滑梯多功能垃圾桶 张乾 一等奖

8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于思远 全自动垃圾桶 甘玉杰 一等奖

9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柳依依 智能分类回收站 李飞兵 一等奖

10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张国歌 多功能公交站牌 甘玉杰 一等奖

11 平度市古岘镇古岘小学 刘特 四色旋转垃圾桶 刘伟 一等奖

12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刘家业 智能垃圾箱 王格格 一等奖

13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崔宇杭 智能垃圾站 付杰梁 一等奖

14 平度市田庄镇张舍小学 张梦雨 智能光感应分类垃圾桶 任晓雷 一等奖

15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吴凡 智能垃圾车 甘玉杰 一等奖

16 胶州市向阳小学 迟子晨 《简易垃圾桶》 张正玉 一等奖

17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王天宇 智能感应垃圾桶 曹文娟 一等奖

18 平度市仁兆镇冷戈庄小学 史萌鑫 高科技智能垃圾桶 史振勇 一等奖



19 平度市田庄镇张舍小学 欧禹彤 便携式家用厨房干湿分类垃圾桶 孙党波 一等奖

20 平度市李园街道李园小学 王震 智能医疗废物垃圾箱 姜波 一等奖

21 胶州市向阳小学 谈小栋 《触碰式垃圾桶》 杨华 一等奖

22 胶州香港路小学 曲冠宇 改变生活创新为来智能分类垃圾箱 李振男 一等奖

23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杨紫宸 垃圾桶和车 曹文娟 一等奖

24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赵梓翰 分类垃圾桶（垃圾之家） 曹文娟 一等奖

25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张文林 自动垃圾桶 迟婷婷 一等奖

26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刘佳 智能超级感应垃圾桶 曹文娟 一等奖

27 海信学校 纪智轩 智能垃圾桶 宗月梅 一等奖

28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李志毅 智能分类垃圾桶 代春山 一等奖

29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袁睿 智能垃圾车 曹文娟 一等奖

30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迟宇涵 站牌式垃圾桶 温友静 一等奖

31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于一帆 太阳能垃圾桶 甘玉杰 一等奖

32 平度市大泽山镇大泽山小学 高登毅 智能垃圾桶 张乾 一等奖

33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吕官宬 多功能环保机器人 姜妮妮 一等奖

34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仲柯宇 垃圾分类机器人 迟婷婷 一等奖

35 平度市东阁街道胜利路小学 王乐帆 马路清扫智能机器人 代伟坤 一等奖

36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陈泽凯 全自动垃圾桶 甘玉杰 一等奖

37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刘梦媛 《印第安人垃圾桶》 刘子树 一等奖

38 平度市大泽山镇大泽山小学 徐常锦 智能垃圾桶 张乾 一等奖

39 平度市大泽山镇长乐小学 李明辉 移动式分类垃圾箱 赵磊 一等奖

40 平度市大泽山镇大泽山小学 谭皓文 智能分类垃圾桶 程艳林 一等奖



41 平度市李园街道李园小学 李恒睿 移动智能垃圾箱 陈鹏远 一等奖

42 平度市东阁街道胜利路小学 路佳明 海、陆、雪地智能清洁车 代伟坤 一等奖

43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邹锦睿 复古垃圾桶 刘太贵 一等奖

44 平度市仁兆镇冷戈庄小学 金萌 感应式自动分离垃圾设备 杨言波 一等奖

45 平度市大泽山镇大泽山小学 赵奕帆 机器鸟分类垃圾桶 程艳林 一等奖

46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栾熠冉 智能垃圾桶 张丽丽 一等奖

47 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张子妍 天秤垃圾桶 高阳阳 一等奖

48 汇海小学 孙玉蓉 《智能分类垃圾桶》 赵龙 一等奖

49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赵瑞祥 洋小便利垃圾桶1 辛星 一等奖

50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姜全睿 《智能垃圾桶》 刘子树 一等奖

51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范佳恒 全自动环保机器站牌 迟婷婷 一等奖

52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孙俊龙 回收垃圾机器人 迟婷婷 一等奖

53 城阳实验小学 袁奥 智能垃圾桶 陈静 一等奖

54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杨忠翰 智能垃圾桶 曹文娟 一等奖

55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邵子轩 智能旋转分类垃圾桶 曹文娟 一等奖

56 平度市仁兆镇冷戈庄小学 孙天泽 高级AI红外扫描分类垃圾机器人 史振勇 一等奖

57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邱翔瑜 高端智能分类垃圾收集箱 杨昭 一等奖

58 青岛福州路小学 刘建醇 智能垃圾分类头盔 盖超 一等奖

59 胶州市胶北小学 张殿高 自动传输垃圾桶 王宏昌 一等奖

60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陈阳 太阳能自动垃圾桶 甘玉杰 一等奖

61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王家和 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 曹文娟 一等奖

62 平度市新河镇新河小学 张琪 自动分类垃圾箱 刘龙峰 一等奖



63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张艺馨 智能分类垃圾桶 张丽丽 一等奖

64 胶州香港路小学 姜永硕 智能分类垃圾桶 李振男 一等奖

65 平度市新河镇新河小学 宿颢冉 石头垃圾箱 刘龙峰 一等奖

66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集团 冯立诚 智能创新垃圾桶 刘晓武 一等奖

67 平度市大泽山镇大泽山小学 王超 智能垃圾桶 张乾 一等奖

68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杨宇轩 多功能垃圾车 甘玉杰 一等奖

69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马彬灏 智能分类垃圾桶 代春山 一等奖

70 平度市大泽山镇大泽山小学 昌雨杰 可分类机器人垃圾桶 程艳林 一等奖

71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刘宇轩 多功能站牌 甘玉杰 一等奖

72 平度市大泽山镇长乐小学 刘世坤 便携式可分类垃圾桶 赵磊 一等奖

73 平度市大泽山镇长乐小学 王羿硕 太阳能可分类垃圾车 赵磊 一等奖

74 平度市大泽山镇长乐小学 王奕潼 太阳能电池板音乐垃圾箱 荆彩霞 一等奖

75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陈鸣春 可以拾取垃圾的小型垃圾桶 曹文娟 一等奖

76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孙小凯 智能分类垃圾桶 张丽丽 一等奖

77 胶州市胶北小学 贾恩敏 木质垃圾桶 史增强 一等奖

78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郭敬宇 智能垃圾桶 杜琳洁 一等奖

79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王琳璐 多彩垃圾桶 王国潘 一等奖

80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张家赫 垃圾分类车 迟婷婷 一等奖

81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王皓瑞 移动的垃圾站 甘玉杰 一等奖

82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李国睿 多功能自动垃圾车 姜妮妮 一等奖

83 胶州市向阳小学 王泽山 《高科技垃圾桶》 杨华 一等奖

84 胶州市向阳小学 况金豪 《高科技干湿分离垃圾桶》 杨华 一等奖



85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集团 马冠华 环保垃圾桶 赵至俊 一等奖

86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王月彤 智能垃圾桶 徐玉梅 一等奖

87 胶州香港路小学 王裕泽 智能分类垃圾桶 李振男 一等奖

88 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董雅宁 塔楼造型垃圾桶 高阳阳 一等奖

89 平度市田庄镇张舍小学 孙华璐 机器人形太阳能感应分类垃圾桶 任晓雷 一等奖

90 平度市李园街道李园小学 赵奕斐 车载智能垃圾箱 姜波 一等奖

91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张珂 智能垃圾桶 张丽丽 一等奖

92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集团 张智翔 创意垃圾桶 王凤英 一等奖

93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李明泽 智能垃圾桶 徐玉梅 一等奖

94 平度市李园街道李园小学 孙钰皓 声控智能垃圾箱 陈鹏远 二等奖

95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张博文 全自动扫地机器人 甘玉杰 二等奖

96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孙浩博 感应分类垃圾箱 王格格 二等奖

97 胶州市实验小学 孙上 智慧垃圾桶 孙一 二等奖

98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田梓皓 全自动垃圾桶 迟婷婷 二等奖

99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王宝来 智能垃圾桶 曹文娟 二等奖

100 平度市新河镇新河小学 李文倩 书房垃圾箱 刘龙峰 二等奖

101 平度市南村镇南村小学 江寿桢 垃圾分拣机器人 袁丹武 二等奖

102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崔竞丹 童趣垃圾桶 王格格 二等奖

103 平度市仁兆镇冷戈庄小学 史懿梦 自动扫描智能垃圾桶 杨言波 二等奖

104 青岛市城阳区国城小学 王尊塬 可旋转垃圾桶 宿环弟 二等奖

105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高伟哲 “分类助手” 杜琳洁 二等奖

106 红岛中心小学 韩欣然 智能分类垃圾桶 陈文强 二等奖



107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李昊宸 智能垃圾桶 张丽丽 二等奖

108 汇海小学 贾续浩 《环保垃圾桶》 刘赞珣 二等奖

109 城阳区城阳街道后桃林小学 邵雍福 专门收集剩茶的垃圾桶 董欣 二等奖

110 青岛实验学校 李林鸿 智能隐藏式垃圾分类器 李吉祥 二等奖

111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雷雪慧 我的大白兔垃圾桶 杜琳洁 二等奖

112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吕梓鸣 全自动垃圾车 迟婷婷 二等奖

113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郝熠柔 分类垃圾机器人 张丽丽 二等奖

114 城阳实验小学 李昊轩 电动垃圾桶 陈静 二等奖

115 胶州香港路小学 常智斌 智能分类垃圾桶 李振男 二等奖

116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战成 智能垃圾桶 刘太贵 二等奖

117 城阳区城阳街道后桃林小学 金铉斌 自动除异味垃圾桶 董欣 二等奖

118 城阳区城阳街道后桃林小学 赵鹏宇 可视化智能分类垃圾箱 董欣 二等奖

119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李宗真 智能垃圾桶 张丽丽 二等奖

120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姜昕 组装式垃圾箱 王格格 二等奖

121 胶州市实验小学 李秋序 分类垃圾桶 孙一 二等奖

122 红岛中心小学 韩征宇 《智能垃圾桶》 陈文强 二等奖

123 青岛市出口加工区实验小学 王思瀚 《智能分类垃圾桶》 乔宪月 二等奖

124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门家合 智能语音分类垃圾桶 曹文娟 二等奖

125 流亭街道春雨小学 张智源 木桩式垃圾桶 张欣桐 二等奖

126 青岛市黄岛区双语小学 李裔通 3d打印钉钉子辅助器 段丽 二等奖

127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王和煦 《智能垃圾桶》 刘子树 二等奖

128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昌睿泽 智能分类垃圾桶 代春山 二等奖



129 青岛市黄岛区双语小学 薛子皓 废物利用火箭 段丽 二等奖

130 平度市田庄镇张舍小学 林梓骄 自动识别家用分类垃圾桶 杨雷贤 二等奖

131 城阳区城阳街道后桃林小学 姜晓松 油水分离垃圾桶 董欣 二等奖

132 胶州市向阳小学 王艺宸 《环保垃圾桶》 杨华 二等奖

133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盛禹邱 智能垃圾桶 张丽丽 二等奖

134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周文慧 机器人垃圾桶 张丽丽 二等奖

135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李婉瑜 智能垃圾桶 宋国华 二等奖

136 流亭街道春雨小学 黄程韵 垃圾桶 张欣桐 二等奖

137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赵振翔 智能垃圾箱 温友静 二等奖

138 平度市仁兆镇冷戈庄小学 王宁 红外智能分类垃圾桶 刘文飞 二等奖

139 胶州香港路小学 杨家浩 便携式导航垃圾桶 李振男 二等奖

140 平度市古岘镇古岘小学 郝俊 手指垃圾桶 史泽辉 二等奖

141 平度市仁兆镇冷戈庄小学 冷夏 智能自动吸尘垃圾桶 刘文飞 二等奖

142 城阳区城阳街道后桃林小学 纪黎明 专为幼儿设计的果皮垃圾桶 董欣 二等奖

143 胶州香港路小学 刘安妮 智能垃圾桶 李振男 二等奖

144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崔文轩 小猪垃圾桶 张丽丽 二等奖

145 城阳区流亭街道天河小学 徐泽恩 《智能垃圾桶》 宋雪 二等奖

146 城阳实验小学 刘泽凯 神奇的垃圾桶 陈静 二等奖

147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张梦琳 简易式公园垃圾桶 丁少峰 二等奖

148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侯添文 智能分类垃圾桶 代春山 二等奖

149 平度市仁兆镇冷戈庄小学 窦梦超 智能感应分类垃圾设备 杨言波 二等奖

150 胶州香港路小学 王嘉欣 便捷式分类垃圾桶 李振男 二等奖



151 平度市东阁街道胜利路小学 李安 垃圾分类桶 衣晓妮 二等奖

152 平度市东阁街道胜利路小学 史彬瑞 未来社区智能清扫机器人 代伟坤 二等奖

153 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黄奕 三箱分类垃圾桶 孙欢 二等奖

154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王康齐 《小猪垃圾桶》 刘子树 二等奖

155 胶州市实验小学 李明泽 自动分类垃圾箱 孙一 二等奖

156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隋晓坤 《企鹅垃圾桶》 刘子树 二等奖

157 平度市李园街道李园小学 王毅 太阳能智能垃圾桶 姜波 二等奖

158 汇海小学 郑子涵 《智能分类垃圾桶》 刘赞珣 二等奖

159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来志鹏 输出垃圾桶 王格格 二等奖

160 城阳区城阳街道后桃林小学 贺秋然 可以自动接垃圾的垃圾桶 董欣 二等奖

161 城阳区城阳街道后桃林小学 金民雨 干垃圾自动压缩垃圾桶 董欣 二等奖

162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居子安 《机器人垃圾桶》 刘子树 二等奖

163 青岛市出口加工区实验小学 刘润泽 《智能垃圾桶》 乔宪月 二等奖

164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马嘉悦 智能分类垃圾桶 曹文娟 二等奖

165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张博皓 智能飞行垃圾桶 曹文娟 二等奖

166 青岛市黄岛区双语小学 庄恒 智能机械臂 段丽 二等奖

167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牟雯岚 《垃圾分类工具》 刘子树 二等奖

168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集团 张展鹏 多功能垃圾桶 李桂英 二等奖

169 青岛市城阳区国城小学 万庚辰 智能垃圾桶 宿环弟 二等奖

170 青岛实验学校 边熙哲 投篮垃圾桶 王玉帅 二等奖

171 城阳实验小学 柳东烨 自动打扫卫生垃圾桶 陈静 二等奖

172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别昱萱 《小鸡垃圾桶》 刘子树 二等奖



173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王梓宣 《会说话的机器人垃圾桶》 刘子树 二等奖

174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赵子牛 《火箭垃圾桶》 刘子树 二等奖

175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曹乐宣 智能分类垃圾桶 张丽丽 二等奖

176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毛庆坤 智能分类垃圾桶 代春山 二等奖

177 平度市东阁街道胜利路小学 张玥 智能分类垃圾车 代伟坤 二等奖

178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殷开心 智能垃圾桶 孙媛媛 二等奖

179 青岛市黄岛区双语小学 于谨华 垃圾分类器 段丽 二等奖

180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韩雨杉 《妈妈喜欢的垃圾桶》 刘子树 二等奖

181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牟映珊 《天空机器人垃圾桶》 刘子树 二等奖

182 平度市仁兆镇冷戈庄小学 孙瑶 垃圾桶 史振勇 二等奖

183 平度市新河镇新河小学 段玉鑫 灭烟垃圾箱 刘龙峰 二等奖

184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李府宸 智能垃圾桶 蒋明娜 二等奖

185 流亭街道春雨小学 王正旭 简单实用垃圾桶 张欣桐 二等奖

186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宋宸任 智能垃圾桶 刘太贵 二等奖

187 青岛福州路小学 邹雨萱 智能分类垃圾桶 盖超 二等奖

188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集团 马文哲 创新垃圾桶 褚秀伟 二等奖

189 平度市新河镇新河小学 宁彦杰 水梨垃圾箱 刘龙峰 二等奖

190 城阳区城阳街道后桃林小学 芦雨婷 可以赚钱的垃圾桶 董欣 二等奖

191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李帅 智能垃圾桶 孙媛媛 二等奖

192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朱继康 感应垃圾桶 商盼盼 二等奖

193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蒲阳 智能金属分类垃圾桶 张丽丽 二等奖

194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朱军 智能垃圾桶 彭龙龙 二等奖



195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彭浩宸 《垃圾桶小精灵》 刘子树 二等奖

196 平度市东阁街道胜利路小学 王若谕 智能无人厨余垃圾车 代伟坤 二等奖

197 流亭街道春雨小学 梁程凯 酒杯垃圾桶 张欣桐 二等奖

198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赵玉昊 “漏斗“式垃圾分类机 杜琳洁 二等奖

199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张喆玲 智能垃圾桶 徐玉梅 二等奖

200 青岛市城阳区国城小学 陈珈逸 智能分类垃圾桶 宿环弟 二等奖

201 青岛实验学校 孙延臣 家用垃圾机器人 王玉帅 二等奖

202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傅驰宇 垃圾分类桶 杜琳洁 二等奖

203 胶州香港路小学 姜博文 智能分类垃圾桶 李振男 二等奖

204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王睿 智能垃圾桶 蒋明娜 二等奖

205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韩文昊 “速化” 杜琳洁 二等奖

206 青岛实验学校 崔修研 垃圾分类机器 王玉帅 二等奖

207 青岛市出口加工区实验小学 李若岚 《智能垃圾桶》 乔宪月 二等奖

208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朱家诚 简易创意 丁少峰 二等奖

209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才睿 智能垃圾桶 蒋明娜 二等奖

210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解博语 智能垃圾桶 彭龙龙 二等奖

211 胶州香港路小学 杨朔 创新分类垃圾桶 李振男 二等奖

212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董镇华 环保垃圾桶 刘太贵 二等奖

213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祝汇遥 《大容量垃圾桶》 刘子树 二等奖

214 青岛市城阳区国城小学 曹楚楚 智能垃圾桶 宿环弟 二等奖

215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刘伽汝 智能垃圾桶 孙媛媛 二等奖

216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冷萧 花瓶式分类垃圾桶 辛星 二等奖



217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宋灏锟 “沙漏” 杜琳洁 二等奖

218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赵子豪 陀螺垃圾桶 王格格 二等奖

219 青岛实验学校 乔诗琦 垃圾分类机器人 王玉帅 二等奖

220 红岛中心小学 岳成金 智能除味垃圾桶 陈文强 二等奖

221 胶州市胶北小学 周畅 狗狗之家 于明秀 三等奖

222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苗昊 智能垃圾桶 宋国华 三等奖

223 青岛福州路小学 王子怡 智能垃圾分类手环 盖超 三等奖

224 城阳实验小学 王宗瑞 垃圾桶 陈静 三等奖

225 城阳实验小学 申谕暹 智能垃圾桶34 陈静 三等奖

226 胶州市广州路小学 潘辰辰 智能垃圾桶 彭龙龙 三等奖

227 流亭街道春雨小学 杨明浩 盒子垃圾桶 张欣桐 三等奖

228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陈诗雨 自动分解垃圾箱 杜琳洁 三等奖

229 青岛实验学校 张崇文 垃圾自动处理机器人 王玉帅 三等奖

230 青岛实验学校 王家和 垃圾分类机器人 王玉帅 三等奖

231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王渊博 分类垃圾小助手 杜琳洁 三等奖

232 流亭街道春雨小学 闵子睿 花边垃圾桶 张欣桐 三等奖

233 青岛实验学校 于英加 垃圾分拣机器人 王玉帅 三等奖

234 青岛实验学校 马一博 自动垃圾分类机器人 王玉帅 三等奖

235 胶州市里岔小学 王晶晶 新世纪垃圾桶 周瑞志 三等奖

236 青岛市黄岛区双语小学 胡家诚 垃圾清理器 段丽 三等奖

237 红岛中心小学 韩旭彤 《可乐垃圾桶》 陈文强 三等奖

238 青岛实验学校 张煜敏 多功能垃圾桶 王玉帅 三等奖



239 青岛市出口加工区实验小学 罗宇浩 《智能垃圾桶》 乔宪月 三等奖

240 胶州市李哥庄镇三屯小学 孙蕴 智能垃圾桶 张敦远 三等奖

241 胶州市李哥庄镇三屯小学 朱钰 智能垃圾桶 张敦远 三等奖

242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王天浩 创意设计46 丁少峰 三等奖

243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宋润泽 创意设计24 丁少峰 三等奖

244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卢方妮 创意设计38 丁少峰 三等奖

245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梅桂晨 创意设计26 丁少峰 三等奖

246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林永翔 创意设计33 丁少峰 三等奖

247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张宸旭 创意设计34 丁少峰 三等奖

248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郭宸宇 创意设计55 丁少峰 三等奖

249 胶州市李哥庄小学 蔡国帅 创意设计29 丁少峰 三等奖

250 平度市东阁街道常州路小学 崔语欣 智能分类垃圾桶 代春山 三等奖

251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集团 高鑫洋 多功能垃圾桶 王振凤 三等奖

252 青岛市黄岛区双语小学 郝周 垃圾分类器 段丽 三等奖

253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集团 迟子昊 智能创新垃圾桶 张红 三等奖

254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集团 匡相玮 多功能垃圾桶 刘晓武 三等奖

255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王振宇 公路环保机器人 迟婷婷 三等奖

256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弃权 垃圾桶 甘玉杰 三等奖

257 胶州市中云振华教育集团 安春宇 智能垃圾桶 许颖 三等奖

258 平度经济开发区小学 许子扬 街道垃圾清扫垃圾分类机器人 迟婷婷 三等奖

259 青岛实验学校 杨泽辰 智能垃圾分类垃圾桶 王玉帅 三等奖

260 胶州市第五实验小学 崔浩轩 小清 杜琳洁 三等奖



261 青岛实验学校 刘奕鸣 垃圾分类传输机 王玉帅 三等奖

262 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李瑾瑜 半枪有害垃圾桶 孙欢 三等奖

263 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王悦颖 四箱垃圾桶 高阳阳 三等奖

264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朱梓萱 树根式垃圾桶 辛星 三等奖

265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张乐其 分类垃圾桶 辛星 三等奖

266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赵瑞祥 便利分类垃圾桶 辛星 三等奖

267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高一一 只能垃圾桶 商盼盼 三等奖

268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胡梦琪 智能圆筒 辛星 三等奖

269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冷宇轩 洋小绿色垃圾桶 辛星 三等奖

270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李文硕 洋小智能垃圾桶 辛星 三等奖

271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邓家豪 洋小高智能垃圾桶 辛星 三等奖

272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张一梅 可以自动灭烟的垃圾桶 辛星 三等奖

273 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薛登军 智能滚筒垃圾桶 辛星 三等奖

274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江弘毅 《镂空垃圾桶》 刘子树 三等奖

275 青岛市崂山新世纪学校 刘濡林 《愤怒的小鸟垃圾桶》 刘子树 三等奖

276 平度市田庄镇张舍小学 李雨岑 户外智能分类垃圾桶 任晓雷 三等奖

277 平度市田庄镇张舍小学 刘晓鲁 太阳梦垃圾分类回收桶 任晓雷 三等奖



青岛大赛晋级学生名单（初中组）

序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备注

1 平度市实验中学 王佳骏 垃圾分类树 孙宝隆 一等奖

2 大泽山中学 徐卿衔 智能垃圾分类箱 王建浩 一等奖

3 青岛第四中学 王怡骁 室内垃圾分类 王青安 一等奖

4 平度市朝阳中学 付祥睿 智能分类垃圾桶 杨子燕 一等奖

5 青岛39中（海大附中） 李小桐 微存储类电子垃圾源头治理收纳台 王莹 一等奖

6 胶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代翔 多功能垃圾桶 常春花 一等奖

7 胶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王绘博 智能垃圾分类机 常春花 一等奖

8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中学 杜瑞瑶 智能垃圾桶 崔康 一等奖

9 平度市实验中学 官佳岳 智能垃圾分类系统垃圾箱 李艳红 一等奖

10 平度市同和街道同和中学 刘海栋 未来式智能分类垃圾桶 杨扬 一等奖

11 平度市朝阳中学 付家润 智能分类垃圾桶 王宝刚 一等奖

12 平度市崔家集镇张家坊中学 孙帅帅 多功能漏斗式自动分类垃圾桶 高晓东 一等奖

13 青岛第四中学 江俊锋 公共场所垃圾分类 王青安 一等奖

14 平度市朝阳中学 付家荣 智能垃圾桶 杨子燕 一等奖

15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杨世济 智能垃圾分类机 董喜梅 一等奖

16 平度市实验中学 田艾雯 智能垃圾桶 李艳红 二等奖

17 平度市实验中学 彭嘉浩 智能垃圾桶 孙宝隆 二等奖

18 城阳六中 王鑫宇 智能四格垃圾桶 郭锡鹏 二等奖

19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一中学 张思盈 科技创新小鳄鱼垃圾桶 吕君艳 二等奖

20 胶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王元坤 智能分类垃圾桶 常春花 二等奖

21 平度市朝阳中学 王硕 垃圾清理机器人 王宝刚 二等奖

22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九中学 林锦鹏 垃圾分一分 青岛美十分 cherrytxl 二等奖

23 平度市朝阳中学 满轩豪 智能垃圾箱 杨子燕 二等奖

24 平度市实验中学 彭嘉琪 智能垃圾分类系统 李艳红 二等奖



25 平度市实验中学 于嘉悦 智能垃圾桶 黎晓伟 二等奖

26 青岛第四中学 曾文帝 未来垃圾桶 王青安 二等奖

27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一中学 陈方超 未来智能鳄鱼垃圾桶 吕君艳 二等奖

28 城阳六中 王金朵 《干湿两用垃圾桶》 崔寿全 二等奖

29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一中学 陈玉磊 自动分类垃圾桶 吕君艳 二等奖

30 平度市朝阳中学 王雨凡 垃圾分类器 杨子燕 二等奖

31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一中学 王俊涛 未来化自动分类垃圾桶 吕君艳 二等奖

32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一中学 肖博腾 智能家居垃圾分类垃圾桶 吕君艳 三等奖

33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一中学 张悦 垃圾分类 吕君艳 三等奖

34 平度市朝阳中学 王云堃 智能垃圾桶 王宝刚 三等奖

35 平度市实验中学 许涵宸 智能垃圾桶 孙宝隆 三等奖

36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一中学 张硕 多功能垃圾桶 吕君艳 三等奖

37 城阳六中 徐世禄 《智能分类垃圾桶》 郭锡鹏 三等奖

38 平度市朝阳中学 王一航 智能垃圾车 王宝刚 三等奖

39 平度市朝阳中学 葛飞扬 火箭人智能垃圾桶 滕启升 三等奖

40 平度市实验中学 林亦潇 智能垃圾桶 李艳红 三等奖

41 平度市朝阳中学 庞子晨 智能垃圾桶 滕启升 三等奖

42 平度市崔家集镇张家坊中学 董文豪 太阳能智能垃圾桶 高晓东 三等奖

43 平度市崔家集镇张家坊中学 张喜凤 智能化垃圾桶 高晓东 三等奖

44 胶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刘百荷 太阳能感应垃圾桶 周腾 三等奖

45 平度市实验中学 林亦潇 智能垃圾桶 刘美玲 三等奖

46 平度市朝阳中学 崔栋辉 垃圾分类箱 王宝刚 三等奖

47 平度市崔家集镇张家坊中学 李桂康 现代化自动分类垃圾桶 高晓东 三等奖

48 平度市崔家集镇张家坊中学 李晨轩 多样化垃圾桶 高晓东 三等奖

49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陈若然 智能分类垃圾桶 董喜梅 三等奖

50 青岛第四中学 袁君宇 海陆空三式垃圾分类机器人 王青安 三等奖



青岛大赛晋级学生名单（高中、中职组）

序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备注

1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张爽 智能垃圾箱 吕晓军 一等奖

2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王忠学 厨房垃圾分类系统 逄金栋 一等奖

3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王昊哲 AI垃圾桶 王国欣 一等奖

4 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范宗浩 可拆卸式三桶智能感应垃圾桶 赵岩 一等奖

5 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亚鹏 智能三桶垃圾桶 盛希华 一等奖

6 青岛商务学校 吕姿谊 清洁精灵 宋真 一等奖

7 山东省华侨中学 戴增涛 自动垃圾箱 刘婷婷 一等奖

8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万国顺 自动粉碎储存智能垃圾桶 王国欣 一等奖

9 平度东方滨河中学 赵梓晨 智能扫描分类垃圾箱 张丽坤 一等奖

10 青岛财经学校 马小贤 环保智能垃圾桶 吕冰 一等奖

11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夏天天 家用智能垃圾桶 王国欣 一等奖

12 青岛财经学校 鞠江 创新垃圾桶 王海舰 一等奖

13 平度经济开发区高级中学 焦雪婷 垃圾自动分类处理器 王胜杰 一等奖

14 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季海明 分类伸缩垃圾桶 曲秀霞 一等奖

15 青岛财经学校 左文慧 3D智能分捡垃圾桶 吕冰 一等奖

16 青岛财经学校 夏鹏晨 3D创意垃圾桶 韩红英 一等奖

17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于子琪 智能垃圾桶 黑晓丽 二等奖

18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陈迪 AI智能垃圾箱 孙文艳 二等奖

19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刘逸飞 AI智能分类垃圾桶 qdhr 二等奖

20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王开鑫 智能分类子母垃圾站 王国欣 二等奖

21 平度东方滨河中学 衣泽 家用垃圾分类桶 张丽坤 二等奖

22 青岛商务学校 黄佳琦 量子反应识别分类垃圾桶 宋真 二等奖

23 青岛商务学校 王若萱 俄罗斯方块 宋真 二等奖



24 山东省华侨中学 孟锞 装不满的垃圾箱 刘婷婷 二等奖

25 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满程程 家用分类垃圾桶 盛希华 二等奖

26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万祖光 自动识别智能垃圾桶 王国欣 二等奖

27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董海坤 家用智能分类垃圾桶 王国欣 二等奖

28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李可 自动分拣垃圾投放处理站 王国欣 二等奖

29 平度东方滨河中学 陈松 创意垃圾回收装置 张丽坤 二等奖

30 平度东方滨河中学 刘鸣 垃圾分类回收 保护生态有我 张丽坤 二等奖

31 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子翰 车桶一体分类垃圾桶 盛希华 二等奖

32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杜懿宸 辅助分类垃圾桶 王国欣 二等奖

33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任慧杰 智能分类垃圾桶 王国欣 二等奖

#### 平度经济开发区高级中学 张政 家用自动化垃圾分类处理罐 王胜杰 二等奖

35 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胥东良 旋转分类垃圾桶 盛希华 二等奖

36 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孟超 商业垃圾桶 潘道杰 三等奖

37 山东省华侨中学 王新宇 人工智能识别垃圾桶 刘婷婷 三等奖

38 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楚兴龙 新能源太阳能红外线识别开盖垃圾桶 盛希华 三等奖

39 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隋文远 智能垃圾箱 盛希华 三等奖

40 平度东方滨河中学 刘佳乐 自动分拣垃圾桶 张丽坤 三等奖

41 青岛商务学校 纪申澜 倾斜的垃圾桶 宋真 三等奖

42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郭晖 四合一智能语音垃圾桶 王国欣 三等奖

43 青岛财经学校 周怡帆 环保智能垃圾桶 刘玉美 三等奖

44 青岛商务学校 王杉 猫爪垃圾桶 宋真 三等奖

45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徐浩轩 可飞行垃圾桶 洪登胜 三等奖

46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尹艺林 社区便民智能垃圾桶 王国欣 三等奖

47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刘晓瑞 智能室外型分类垃圾桶 王国欣 三等奖



青岛大赛晋级学生（团队赛小学组）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 备注

1 胶州市向阳小学 《可移动卡通垃圾桶》 杨华 潘致丞 王玉涵 周施翰 高鹤宁 一等奖

2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路灯垃圾桶 王格格 王亚楠、刘佳兴 一等奖

3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 付杰梁 代嘉诺、代莹莹、周雨嘉、李姿彤 一等奖

4 汇海小学 《智能垃圾处理系统》 赵龙 刘屹豪 刘承弫 于祥浩 李广思 一等奖

5 青岛福州路小学 智能垃圾分类怀表 盖超 张钰茹、王恺忱、李钰堃、李亦章 一等奖

6 红岛中心小学 智能分类垃圾桶 陈文强 刘奥翔 韩镈林 吕甲豪 管宗睿 一等奖

9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自动分类垃圾清扫机器人 付杰梁 王煜函、王储、徐一铭、崔艺骞 二等奖

10 青岛市城阳区国城小学 智能分类垃圾桶 宿环弟 杨帆 宋博 李国栋 韩华峻 二等奖

11 青岛市城阳区国城小学 智能垃圾桶 宿环弟 付浚楷 王梓阳 张梦涵 姜瑞升 二等奖

14 红岛中心小学 智能分类垃圾桶 陈文强 许雯诚 韩艺豪 韩江顺 汤兆羽 二等奖

15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环保战士智能垃圾分类车 付杰梁 孙珂、马榆杭、郭子祎、吕俊鹏 二等奖

7 汇海小学 《智能分类垃圾桶》 刘赞珣 赵航 孟祥硕 赵家瑞 王家琦 二等奖

16 青岛市出口加工区实验小
学

智能分类垃圾桶 乔宪月 张欣悦 刘巧睿 张子健 李雨瑄 二等奖

17 青岛市出口加工区实验小
学

智能分类垃圾桶 乔宪月 刘泽 贾轶萱 徐怡 刘金珊 二等奖

18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智能垃圾站 张宏威 马佳睿、雷云傲、王梓越、王玺冰 三等奖

19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垃圾分类机器人 崔璇 赵翼、纪潇然、石大正、吕小禾 三等奖

20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智能清洁垃圾箱 杨昭 李俊壮、孙皓楠、贾皓宇、孙之恒 三等奖

21 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智能环保机器人 王霞 张艺超、张中正、刘汉策、孙嘉一 三等奖

青岛大赛晋级学生（团队赛初中组）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 备注

1 胶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功能环保全自动收废机 常春花 代飞、刁翔宇、张尚枫、张乐 一等奖



2 青岛第四中学 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 王青安 孙迦勒、赵铭腾、王华烨 一等奖

3 平度市东阁街道杭州路中
学

垃圾冰箱 陶彦均 杨启航、陈宝平、罗雨洁、朱筠雪 一等奖

5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一中学 环境的净化器 吕君艳 历靓，修子雯，李慧茹 二等奖

6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一中学 公路上的环保 吕君艳 王杰，沈祎硕，尹俊辉 二等奖

青岛大赛晋级学生（团队赛高中组）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 备注

1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家用垃圾快速分离器 吕晴美 刘鹍、李乃锦、李明磊、王子昂 一等奖

2 青岛财经学校 多功能智能化扫描垃圾分类机器
人

周华 刘义祥、袁晓妮、鲍心悦、许云森 一等奖

3 青岛财经学校 绿树 侯丽萍 张展超、马德时、王永琪、刘维宝 一等奖

4 青岛财经学校 社区一体化垃圾箱 隋东 于砾坤、周帅、王新辉、刘平远 二等奖

5 青岛财经学校 家用机器人垃圾箱 段海东 何瑶、陈豪、刘泽林、刘俊伟 二等奖

6 青岛财经学校 智能扫描垃圾桶 邵文丽 谭晋升、张皓苒、韩树坤、泮硕 二等奖

7 青岛财经学校 智能垃圾分类柜 吕慧 王超、赵鑫、李文君、张子浩 二等奖

8 青岛财经学校 智能AI垃圾分类机器人 王楠 朱津福、刘睿、张裕、牛兆林 三等奖

9 青岛财经学校 社区智能自动分类垃圾箱 段海东 樊昊明、祝旭晖、王祺、仲昭鸿 三等奖

10 青岛财经学校 未来城市环保机器人 张明慧 刘子鑫、刘玉豪、高京康、杨泽贤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