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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活动日程 

2017 年 5 月 19-21 日 广东·广州 

时间 内容 地点 

5 月 19日（周五） 报到、赛前说明会 

13:30-19:00 报到 华厦国际商务酒店 

19:00-19:30 晚餐（自助餐） 华厦国际商务酒店 

19:30-20:30 赛前说明会 华厦国际商务酒店会议室 

5 月 20日（周六） 决赛活动 

07:00-08:00 早餐 华厦国际商务酒店 

08:00-10:00 参赛作品布展(学生组)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10:00-12:00 现场决赛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12:00-13:50 午餐、休息 华厦国际商务酒店 

14:00-16:30 现场决赛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16:30-18:00 评审结果讨论会(专家组)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18:30 晚餐（自助餐） 华厦国际商务酒店 

5 月 21日（周日） 颁奖活动及返程 

07:00-08:00 早餐 华厦国际商务酒店 

08:30-09:00 签到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09:00-11:00 颁奖及下届比赛启动仪式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12:00-13:00 午餐 华厦国际商务酒店 

13:30后 离会、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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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入围决赛项目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

号 
省市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项目名称 备注 

A 类——水科技发明类 15-20 周岁组 

1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李敏章、王泽凯、

陈汇霖 

新型壳聚糖树脂的合成与表征及其在清除水体中重金属

离子的应用研究 
 

2 福建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蔡子睿 新型水质监测装置  

3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朱赵嘉鸿 趋磁细菌 MO-1 对污水中钴离子净化的初步研究  

4 上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魏晨程、徐嘉麟 利用生物组合型浮床建立本地化生态系统的工艺  

5 河北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学 周立煌 防回灌、防异味、防盗多功能水篦子设计  

6 上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张萌萌、林艺珺 立体绿化智能控制系统（雨水）的设计及性能提升  

7 上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刘怡敏、陈佳佳、

蔡喆思 
水体镉污染的超积累植物修复探索  

8 广东 广东实验中学 
蔣志洋、陆诗

潮 、梁淇深 
基于可移动和高效增氧的鱼塘养殖增氧系统  

9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朱浩天、戴天元 
氧化石墨烯/海藻酸钙纤维对污水中四环素的吸附性能研

究 
 

10 上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李奕成、吴韫斐 小型太阳能海水淡化装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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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海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初级中学 沈靖皓 洗衣用水陶瓷膜过滤器  

12 上海 上海市川沙中学 李经纬 洗衣废水中微塑料去除装置的研究  

13 浙江 杭州外国语学校 
韦家宝、解元、

许兴泽 
住宅小区道路初期雨水生态化利用技术研究与实践   

14 上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韩嘉祺、黄虞晴 
水体难降解有机物和氮素污染处理研究——硝基苯与硝

酸盐的降解 
 

15 江苏 南京外国语学校 汪昊、张君嘉 基于微生物矿化的碳减排的污水处理技术试验研究  

16 上海 上海市宜川中学 张立昊 
普陀地区 3 种常见藻类植物修复不同河段铬污染的效果

对比研究 
 

17 湖北 武汉英中培训学校 王宇洋 一种降低水中有机物浓度的装置  

A 类——水科技发明类 11—14 周岁组 

1 重庆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 黄佳颖 一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噬菌体（SAP)的发现与鉴定  

2 上海 上海市江苏路第五小学 张珮玲 家用水族箱微量自动循环换水水质控制系统  

3 湖北 武汉市第二十三初级中学 
胡灵婷、刘翌、

蒋咏希 
水上清洁车模拟设备设计与制作  

4 广东 光明新区高级中学（初中部） 
麦俊杰、陈业丰、

柯依雯 
简易家用除甲醛装置  

5 山东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阎鹏羽 
可利用水回收再利用城市规划系统创想及家用分水器创新

设 
 

6 重庆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 张哲滔、方月盈 水资源微生物固碳能力评估数字仪  

7 海南 海南华侨中学 赵恪锐 可升降人行浮桥  

8 浙江 杭州市紫金港中学 缪立颖 酵素改善蔬果质量和增加产量以及防治水污染作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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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水资源调查类  

1 福建 福建省德化第一中学 林茵 德化地热资源分布使用情况调查  

2 山东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袁润州 胶州湾岸线变化调研及引发的思考  

3 山东 济南三中 
代文正、刘晓彤  

陈子越 

楼房错层水资源利用探究活动（小区居民楼节水魔改活

动） 
 

4 山东 青岛二中 吴昱頔 青岛市区水库水源地现状调查与保护  

5 江西 江西省赣州中学 
钟先韬、许梓宸、

徐可欣 

农村学校饮用水现状调查报告 ——以江西省赣州市八个

贫困县为例 
 

6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赵裕泓、刘荣浩 典型河流对胶州湾海域污染输入调查与防治对策研究  

7 山东 青岛二中 
朱浩天、王紫来、

唐文浩 
大沽河溶解性有机碳入海通量研究  

8 甘肃 甘肃省张掖市第二中学 
文龙、张宏旭、

王诗婷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地区地下水资源现状及保护研究  

9 山东 青岛市第 26 中学 
王莅鑫、赵天翔、

张皓然 
综合治理使墨水河水质彻底改善  

10 广东 广东广雅中学 黄逸轩 
基于水资源深度开发的山区可持续发展模式调查与模型

建构 
 

C 类——水环境知识普及宣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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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 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朱梦柯（聋哑人） 中美聋生携手：保护家乡河流  

2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李泽丛 歌曲创作《生之水》  

3 上海 上海市市西中学 章致 手偶宣传片《杨老爷导游梦清园》  

4 海南 东方市东方中学 王康颖 水—生命之源  

5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第二中学 孟怡杉 《青岛市水环境保护宣传策划》  

6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四十四中学 马璎荻 “节水，从身边做起”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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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活动地点交通位置图 

 
地址：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399号） 

1、 白云国际机场——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方案 1（地铁）：地铁 3号线北延段（机场南站上、燕塘下）→地铁 6号线（燕塘

上、长湴 C口下）→目的地（步行约 247米） 

方案 2（出租车）：约 100元 

2、 广州火车站——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方案 1（地铁）：地铁 5号线（广州火车站上，区庄下）→地铁 6号线（区庄 上，

长湴 C口下）→目的地（步行约 247 米） 

方案 2（出租车）：约 50元 

3、广州火车南站——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方案 1（地铁）：地铁 2号线（广州南站上，海珠广场下）→地铁 6号线（海珠广

场上，长湴 C 口下）→目的地（步行约 247米） 

方案 2（出租车）：约 60元 

4、广州火车东站——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方案 1（地铁）：地铁 3号线北延段（广州东站上，燕塘下）→地铁 6号线（燕塘

上，长湴 C口下）→目的地（步行约 247米） 

方案 2（出租车）：约 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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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地点交通位置图 

 

地址：华厦国际商务酒店（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林乐路 39-49号中旅商务

大厦内 

电话: 020-37855988 

1、 白云国际机场到酒店：约 25公里，打车约 130元（含高速费） 

2、 广州火车站到酒店：约 12公里，打车约 20元 

3、 广州火车东站到酒店：约 9公里，打车约 10元 

4、 广州火车南站到酒店：约 25公里，打车约 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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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决赛活动须知 

本届比赛继续采用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水奖瑞典总决赛的比赛形式，所

有参赛项目在开放的比赛场地接受评审专家的轮流提问，同时根据组委会

的安排，项目指导教师、媒体记者等可以进行现场观摩。参赛代表按照日

程安排准时参加各项活动。比赛所有获奖名单将在决赛活动结束 15天后

公示。 

参加决赛的项目要求如下： 

1、项目报告书：请登陆 http://skj.unionteach.com 网站下载决赛项目报

告书模版，并在 5月 12日前上传完整版电子稿至 shuikeji@vip.qq.com，同

时每个项目自行打印项目报告书 2份带至决赛现场。 

2、海报制作：决赛（A/B/C类）答辩以海报的形式进行，每个项目需

制作 2张项目海报（每张规格：宽 80cm、高 200cm），用于答辩时的内容

介绍和成果展示。海报内容应包括：项目题目（中英文）、英文摘要（300

字以内，仅限 A类 15-20周岁年龄组）、内容、意义、实验或发明或调查

或宣传制作过程、关键数据展示、应用前景等，要求图、表、文并茂，项

目海报需自行彩色打印，并自备海报支架。决赛时每个项目都提供一张可

摆放发明实物的桌子及电源插座。 

3、决赛答辩：各参赛学生自行安排答辩时的角色分工。每个项目将

会被不同的评委专家提问 3遍左右。项目答辩材料主要以项目报告书、项

目海报、作品实物操作、演示（限 A类项目）、表演等为主，如需影音资

http://skj.unionte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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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加以辅助展示，请自行准备平板电脑等展示设备。评委专家对每个作品

的评审时间约为 10-15分钟。其中包含项目介绍 5分钟（超时会扣分），

评委提问 5-10分钟。英文评审专家会随机抽查 A类 15-20周岁组参赛学

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专家评分标准将依据项目介绍的科学性、完整性、

实用性、真实性、创新性、现场表现、团队合作等方面综合打分。A类 15-20

周岁年龄组赴瑞典参加世界总决赛的项目将由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成绩

的高低讨论确定。注：不能参加现场决赛答辩的学生，将视为自动放弃决

赛资格。 

4、比赛着装：参加总决赛和颁奖仪式的学生统一着正装（或者校服）。 

5、安全及其他：比赛场所禁止使用明火、酸碱等，作品演示如涉及

明火、酸碱等禁用材料，参赛选手需更换其他演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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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报名回执 

序号    姓名 性别 省、市宣教中心 邮箱 手 机 返程车票信息 

1      
如：广州-北京 

飞机：17:30起飞 

序号    教师姓名 性别 学校名称 邮箱 手 机 返程车票信息 

1       

2       

序号    学生姓名 性别 学校名称 邮箱 手 机 返程车票信息 

1       

2             

3       

       

 

注:（1）请各学校将报名回执在 5 月 12 日前上报所在省、市环保宣教中心，并务必同时将电子版发送到大赛官方邮箱

shuikeji@vip.qq.com，大赛组委会将统一安排标间； 

（2）建议参赛人员购买 5月 21日下午 4点之后的返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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