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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创新体验中成长 

控江二村小学第二十届科技节策划书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落实杨浦基础教育创新实验区相关精神，

全面深化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意识建立，倡导节能环保理念，激发学生“科

学梦”“创新梦”。本届科技节将通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学生

的环保意识，激发关注环保、参与环保的热情，养成良好的环境行为习惯，促进

学生素质全面提高。 

二、活动主题： 

实践中创新体验中成长 

三、活动时间： 

2017 年 4月 15日～～5月 19日 

四、具体安排： 

（一）筹备阶段： 

1、召开科技节策划组会议，制定活动计划。 

2、召开科技节具体项目负责教师会议，策划好各项科技活动。 

3、做好科技节的宣传工作。 

（二）开展阶段： 

1、开幕式（五 7班主持升旗仪式、活动介绍、卞校长致辞、放飞小火箭） 

2、出一期科普（环保）黑板报、组织一次以科普为主题的主题班队会（全校） 

3、科普讲座：《走进能源世界》（全校、集团转播） 

4、创意设计 DIY（全校） 

5、纸飞机（一年级） 

6、水培植物造型设计（二年级） 

7、结合“蛋蛋堂”环境教育主题实践活动方案开展系列活动： 

⑴ 护蛋活动（二年级） 

⑵ 制作电脑小报“蛋”（三年级） 

⑶ 鸡蛋撞地球（三、四、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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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制作一个蛋壳作品-----蛋壳刻字、蛋壳画（集团内五年级） 

8、生态微童话大赛（四年级） 

9、闭幕式（获奖作品展示、颁奖） 

五、奖励办法： 

学校组织学生代表评选出年级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7 名；竞技类比赛按

比赛成绩在全年级中评选前十名，并颁发奖状以兹鼓励。 

 

六、具体活动要求： 

科普讲座 

负责教师：陆瑾    

目的：通过科普知识，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主讲：上海风电科普馆 

时间：2014.4.27 

对象：集团各成员校 

1、控二小学：创新俱乐部学生进录播室，其他学生在教室收看 

 2、二联小学、凤城新村小学、控二分校、翔殷路小学：观看录像 

地点：录播室（需有电脑、投影设备） 

内容：《走进能源世界》 

转播：陶李平 

 

创意设计 DIY 

负责教师：周中梁各班科技教师 

目的：通过奇思妙想、大胆创意，促进学生科学素养全面提高。 

主题：科学创意路  环保我先行 

对象：全校学生 

要求： 

本次活动 DIY作品以“科学创意路  环保我先行”为主题，作品材料限定为日常生活中,

可重新使用的废旧、废弃物品。利用材料 DIY制成各类具有创新特色的、有一定科技含量的、

实用性或工艺性的创意作品。 

时间：2017.4.27    每班选送 1-2件作品（本成品即可） 

奖励方式： 

1、在学校科技楼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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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送 10-15件作品参加 5月的市级比赛 

 

 

纸飞机 

（一年级） 

负责教师：曹敏 

活动目的：通过玩纸飞机过程中不断调试，训练学生的动手及分析能力。 

竞赛规则： 

1、使用 A4大小的报纸纸制作模型，参加比赛。纸张只能折叠，不能撕、胶粘、剪、订、悬

挂重物。运动员在投掷模型时，不得跨线，否则成绩无效。 

2、参赛选手自行制作纸飞机，并写上自己的名字，制成的纸飞机必须是典型的飞机造型，

至少有双翼，是否符合典型飞机造型由裁判确定。 

3、比赛按飞机从起飞线到落地（飞机头部）的直线距离计算成绩。 

4、每个参赛选手有 3次飞行机会，以最好成绩计算。 

活动安排： 

1、4月 20日—24日负责老师在课上进行活动动员，讲解纸飞机的制作基本方法和竞赛规则。 

2、4月 27日—30日负责教师在中午或晚托班时进行班级选拔。 

3、5月 4日中午进行决赛。 

奖励方式： 

根据比赛结果在全年级中评选前十名，并颁发奖状以鼓励。 

 

水培植物造型设计 

（二年级） 

负责教师：吴婧韫   徐民 

活动目的： 

1、拓展课堂知识，巩固对植物的认识。 

2、通过活动初步养成乐于观察、勇于实践的科学习惯。 

制作要求： 

1、选择合适的蔬菜放在器皿中进行水培，并设计出美观的盆景。 

2、水培器皿可以选择各种二次利用的容器，并可以对器皿进行造型加工。 

3、选择各种能发芽的植物通过培育设计出独特的造型。 

4、对自己的独特创意进行文字设计说明。 

活动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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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 14日—17日在负责老师在课上进行活动动员，用照片展示各种蔬菜的造型，给学生

有直观的初步了解，讲解种植方法和造型设计的具体要求。 

2、4月 20日—4月 30日学生利用两周时间和家长一起进行水培蔬菜的种植和造型设计。 

3、5月 4日——5月 8日各班由布置植物角。 

4、5月 11日，由负责老师进行班级植物角的评比，得分计入班级总分。 

5、各班选出优秀作品参加年级展评（门厅展示），并派代表评比。 

6、评出个人奖项并在闭幕式上颁奖。 

奖励方式： 

一、班级评比：由负责老师和各班搭班老师根据评比表要求打分评出前三名计入班级总分。 

二、个人奖项： 

1、各班派选 6名代表，各执一枚奖券（粘纸），参观时粘在个人认为优秀的作品器皿上。 

2、负责老师进行综合评价。 

3、根据比赛结果在全年级中评选一等奖 2、二等奖 5名、三等奖 7名，并颁发奖状以鼓励。 

附 1： 

水培植物造型设计 

——班级植物角评比表 

班级 
作品数量 

（如实记录） 

作品质量 

（满分 10 分） 

造型创意 

（满分 10 分） 
综合得分 

二（1）班     

二（2）班     

二（3）班     

二（4）班     

二（5）班     

二（6）班     

二（7）班     

二（8）班     

 

 

附 2：水培植物照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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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蛋蛋堂”环境教育主题实践活动方案开展的系列活动 

（具体内容见方案） 

 

⑴ 护蛋活动（二年级） 

负责教师：吴婧韫   徐民 

体验活动内容： 

1、二年级全体同学每人带一只生的鸡蛋。 

2、鸡蛋外面不能包装任何东西。 

3、保护鸡蛋一天，活动结束后统计保护完整的鸡蛋的学生名称，评选护蛋小能手。 

 

⑵ 制作电脑小报“蛋壳”（三年级） 

负责教师：陶李平 

活动要求： 

利用科学课到信息教室，网上收集资料，并制作电脑小报。 

 

⑶ 鸡蛋撞地球（三、四、五年级） 

负责教师：各班级科技教师 

竞赛规则： 

1、给鸡蛋做一个保护层，把鸡蛋从二楼向下扔。（17 年 4月） 

2、鸡蛋不破损，并且保护层轻的获胜。 

 

⑷ 制作一个蛋壳作品-----蛋壳刻字、蛋壳画（集团内五年级） 

负责教师：卢煜、集团内各校负责老师 

创作主题内容： 蛋壳艺术作品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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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要求：用各种蛋壳进行创作（鸡鸭鹅等的蛋壳），可以做蛋壳彩绘、蛋壳雕刻、多个蛋

壳立体组合造型、碎蛋壳拼贴等作品。 

形式自由选择：（可以是一套组合作品，也可以是单件作品，挂件、摆件均可）；（图案可

以参考动物、植物、卡通形象、花鸟人物、山水风景、十二生肖、物品、标志等。）。 

作品提交方法： 

每件作品附上“作品名称”及“作者、学校、班级”（注意：蛋壳作品易碎，提交作品时，

注意保持作品完整，可装在盒子里加以保护。） 

提交时间：5月 3日汇总到控二小学科技办公室。  

奖项设置：  

优秀作品奖 20个，最佳创意奖 3个，最佳彩绘奖 3个 ，最佳组织奖 2个。 

 

 

 

 

 

 

 

 

 

生态微童话大赛 

（四年级） 

负责教师：陆瑾各班语文教师 

目的： 

通过童话作品的文学创作和演讲、情景剧表演等形式，以童眼看自然，童言话世界的方

式，将环境教育渗透到中小学的传统文学教育中去，从而提高中小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并

呼吁全社会善待自然，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稿件要求： 

1、围绕生态环境主题，题目自拟。故事完整，内容生动，文笔流畅，富有想象力。可

以参考环境部宣教中心主编的中国少年儿童生态环境意识丛书《冈特生态童书》进行创作。 

2、小学组稿件 500字左右。所投稿件必须为原创作品，已公开发表不得参评。一经发

现抄袭，将取消其参赛资格。如有指导教师则需指导教师撰写评语并附于稿件上。 

3、所有报名参赛作品一律不予退还，参赛作品归属主办单位所有。主办单位有权保留

作品且在相关活动中使用（包括展出、在媒体及宣传资料上使用），不另付稿酬。 

时间：2017.4.20    每班选送 1-2件作品（本成品即可） 

奖励方式：选送参加 5月的市、区级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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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江二村小学科学与技术组 

 2017年 4月 

课题研究成果报告书 
课题名称    卫生纸限量出纸盒 

 课题研究方向 发明制作 □  科学探究 □  社会调查 □ 创意设计 □ 

研究人员姓名 李宗洋  年级  四年级 

学校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二村小

学 

联系电话  021—65728882 

辅导教师姓名  卢煜 联系电话  13917020858 E-mai

l 

15684774@qq.com 

《课题研究实施方案》（可另附纸，要求 2000字以内，主要包括研究的意义，研究的目

标，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步骤等；根据采取的方法不同，其方案可以是调查

方案、实验方案、观察方案、设计方案等） 

 

意义和目标 

现在大部分公共厕所或卫生间不提供免费的卫生纸。有些卫生间提供了卫生纸，由于

人为的原因，无法控制卫生纸的用量，造成浪费。甚至有人偷拿卫生纸带回私用，致使绝

大部分厕所或卫生间缺失提供卫生纸的服务。我想设计发明一个带自动定量出纸功能的卫

生纸盒，安装在公共厕所里。 

内容和方法 

1. 当人们需要卫生纸盒内的卫生纸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量”，按下盒子上的 1、

2、3、4四个出纸键中任何一键，就可以自动旋转出不同长度的卫生纸，数字 1出纸量最

少；数字 4，出纸量最多。 

2. 盒子外面有红外线感应元件，当另外一人如厕时，出纸功能才可以重新启动。盒

内有小型电子电路板，占用很小的空间，不影响卫生纸的存放。 

3. 出纸功能采用小电动机旋转送纸方式，利用 5节 5号电池作电源。电池盒放于盒

底，便于调换电池。当然也可以应用外接电源，经济环保。 

研究的结论 

研制《卫生纸限量出纸盒》，它的价值是防止有人乱拉或浪费公共卫生间的厕纸，增

强人们文明意识。只有杜绝浪费，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绿色、环保，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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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结题论文》（可另附纸，要求 5000字以内，需包含课题研究过程的照片，至

少 4张） 

 

(小论文另附纸上) 

 

 

 

 

 

 

指导教师意见： 

 

 

李宗洋同学观察到社会中一些浪费、不文明的现象，就提出探究的课题，开展小发明

研制，值得赞扬，所以老师支持、鼓励李宗洋同学参加本次评比活动。 

 

 

 

签字 

 

                                                   

          2016年 9 月 28日 

学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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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2016年 9月 28日 

 

 

课题论文 

卫生纸限量出纸盒 

课题研究方向：发明作品 

作者：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二村小学 李宗洋 

指导教师：卢煜 

 

摘    要 

 

一个带自动定量出纸功能的卫生纸盒，用于安装在公共厕所或卫生间里。解

决卫生间提供了卫生纸，由于人为的原因，无法控制卫生纸的用量，造成浪费问

题；甚至有人偷拿卫生纸带回私用，致使绝大部分厕所或卫生间缺失提供卫生纸

的服务。 

      关键词： 卫生纸   限量   出纸盒 

 

正文 

研究的意义 

现在大部分公共厕所或卫生间不提供免费的卫生纸，有些卫生间提供了卫生

纸，由于人为的原因，无法控制卫生纸的用量，造成浪费；甚至有人偷拿卫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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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私用，致使绝大部分厕所或卫生间缺失提供卫生纸的服务。我想发明设计一

个带自动定量出纸功能的卫生纸盒，安装在公共厕所或卫生间里，见图 1所示。 

 

图 1  卫生纸限量出纸盒外貌 

内容与方法 

1、卫生纸限量出纸盒的外盖可以由管理人员用钥匙打开，放入新的一卷卫

生纸筒。 

2、当有人坐上（或蹲上）厕所马桶时，卫生纸架上的红外线感应器就能探

知，启动出纸功能，等待送出定量卫生纸，见图 2 所示。 

图 2  出纸盒上和红外线感应器 

3、卫生纸盒送纸过程：内置的小型电动机带动齿轮旋转，齿轮旋转又带动 

两根转轴反方向旋转，夹在中间的卫生纸就会徐徐送出盒外，见图 3 所示。 

图 3   内置送纸转轴 

4、当人们需要盒内卫生纸，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量”，按下盒子上的 1、

2、3、4 四个出纸键中任何一键，就可以自动旋转出不同长度的卫生纸，数字 1

出纸量最少；数字 4，出纸量最多，见图 4所示。 

 

 

钥匙 

红外线 

感应器 

送纸转轴 

图 4   盒面上的出纸键   出纸量的长短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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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盒内还有电子元件电路板，由于体积较小，可以藏于卫生纸盒内部角落，

不会影响卫生纸在里面的存放和送纸动作，见图 5所示。 

图 5   卫生纸限量出纸盒内部构造 

研究的结论 

研制《卫生纸限量出纸盒》，它的价值是防止有人乱拉或浪费公共卫生间的

厕纸，增强人们的文明意识。只有杜绝浪费，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绿色、环保，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参考文献 

1. 百度搜索：卫生纸盒——淘宝网——阿里巴巴 

2. 百度搜索：新型的卫生纸盒——网页——360安全游览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