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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小〔2017〕59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关于公布 2017 年温州市

小学生数学小课题（论文）评比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小学： 
根据温州市“小数学家”培养方案，市教育教学研究院举办

2017 年温州市小学生数学小课题（小论文）评比活动。本次活动

共收到各县（市、区）学生论文共 220 多篇，经专家初评和复评，

共评出一等奖 22 名、二等奖 44 名、三等奖 77 名。现将获奖名单

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2017 年温州市小学生数学小课题（小论文）评比获奖

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17 年 6 月 5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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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温州市小学生数学小课题（小论文）评比获奖名单 

（各奖次按县市区报名顺序排序） 

一等奖（22 名） 
研究课题名称 学 校 姓名 指导师 

关于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易到用车充

值优惠比较探究 
温州市实验小学 杨子逸 李  达 

关于医院人潮拥挤时选择走楼梯还是乘

坐电梯的调查研究 
温州市实验小学 徐蕴祎 孙雪倩 

买哪一种冰淇淋划算 温州市实验小学 金芊芊 胡少乐 
从时钟的时针、分针重合引出的数学问题 温州市实验小学 蒋徐祺 陈依理 

约瑟夫问题 温州市籀园小学 刘谨畅 
叶鸥翔 
黄央央 

神奇的“9”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郑舟洋 朱清芳 
国际象棋中的马能走遍棋盘吗？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王灼言 王文珍 
魔术背后的秘密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孙祺然 金海跃 
盖子大小一探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一小学 章奕涵 徐建慧 
钉子板上的舞台有多大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钱麦曲 黄余品 
由“扫一扫”到“想一想——二维码秘密

的探究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倪孜煜 黄余品 

关于自然数列前 n 项和的几何研究 乐清市虹桥镇第三小学 杨  霖 瞿  佳 
从简入难 递推规律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郑钦瀚 金笑丹 
“何借何还”有妙招——超市促销引发的

思考 
永嘉县瓯北镇第二小学 潘智航 杨海晓 

“合理安排下楼次序”的研究方案 永嘉县瓯北镇中心小学 金瑞琪 陈秀平 
失踪的正方形 文成县第二实验小学 王  笛 蔡周云 
乌鸦喝水中的数学问题 平阳县鳌江实验小学 黄益康 温小映 
“穿越”长方体的探究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陈上衡 陶小树 
对圆锥形酒杯盛水问题的研究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金仁胜 陶小树 
顺势迁移 触类旁通——由面积最大触

发表面积、体积是否最大的猜想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李尚轩 陶小树 

香烟盒的秘密 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马琴婷 
王诺言 
夏筱涵 

林正祥 

动币自转几圈 经开区沙城第二小学 姜沁汝 林  微 
 

二等奖（44 名） 
研究课题名称 学 校 姓名 指导师 

对魔方色块的简单研究 温州市实验小学  张照晨 胡少乐 
魔术中的数学奥秘探究 温州市实验小学  许方周 李  达 



 

 3 

 神奇的分形 温州市实验小学  胡弛轩 陈依理 
一碗鸡汤引发的思考—体积奥秘之初探 温州市籀园小学 吴昊宸 黄嘉伟 
关于“费马点”的研究 温州市籀园小学 陈彦博 程智玲 
长方体涂色的研究 温州市籀园小学 吴愉轩 戴小军 

车库挡车杆的奥秘 温州市籀园小学 林润辉 陈  鑫 
黄央央 

游戏棒中的数学研究 温州市籀园小学 范展硕 叶鸥翔、

唐慧荣 
探究石头剪刀布的秘密 温州市籀园小学  姜茗哲 戴小军 
关于温州 ETC 使用现状调查 温州市石坦巷小学 余炅凌 严  丹 

蜂巢之谜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陈心怡  
陈心悦 徐  烨 

污水处理厂亏损原因的调查 温州市水心小学 郑  皓 蔡连丹 
餐厅美团盛行的奥秘 温州市水心小学 李  想 朱海湖 
坐标的能量 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 林星彤 陈显钗 
当数学遇见“头脑风暴”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蒋睿航 王  霞 
“乌鸦喝水”原理运用 龙湾区第二小学 陈祉昂 陈赛虹 
敢问路在何方 
——规划出行线路及方式的研究 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王高博  

黄科涵 范长江 

格子板上面积的秘密 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叶书豪 姜霄娜 
中国与日本的对弈——中国格子乘法与

日本算筹法的对比研究 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王鸣浩 姜霄娜 

百“变”梯形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徐穆宽 张  华 
关于容器的形状与其“实用性”的研究 龙湾区永昌第一小学 陈芷伊 朱刘辉 

“空瓶换酒”的诱惑 瓯海区艺术实验小学 李行晢 

林家熠 
黄青松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合适吗？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吴若涵 金晓雅 
探讨生活中的最短路线问题 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 秦  怀 单显达 

怎么把世界地图搬到学校操场上？ 瓯海区仙岩第一小学 
杨瑞瑞 
苏士铭 
蔡昕窈 

谢  谢 

研究杨辉三角 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 谷雨 金  角 
对于牛吃草问题的探究 洞头区灵南小学 黄洁榆 潘蓓蓓 
关于乘积最大和最小问题的研究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周知路 王雪秋 
从游戏棒里的数学问题谈起——关于交

点个数最多的研究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盛柯瑜 张丹芬 

探索切豆腐的刀数与块数的秘密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胡梓恬 金笑丹 
揭开“匹克定理”的神秘面纱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柯泓廷 金笑丹 
二进制离我们有多远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四小学 鲍弈慎 南星星 
隐藏在书架里的秘密 瑞安市实验小学 林  感 蔡  展 
找准关系解决问题-我做中考题 永嘉县瓯北镇第三小学 陈奕莱 葛海双 
来自日历的秘密 永嘉县瓯北镇第二小学 林文馨 杨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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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解密“金字塔” 永嘉县城西小学 金高远 夏朝碎 
怎样才能装下最多，最省空间 永嘉县实验小学 谷雨潇 尤跃素 
小骰子  大学问 永嘉县瓯北镇第二小学 李秉儒 杨海晓 
珍爱健康 远离油炸食品 文成县实验小学 邱艺轩 施志丽 
关于小学生穿校服情况的调查报告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徐  睿 苏宝秋 

“圆中方”探密 平阳县宋埠民族小学 余嘉乐 
秦飞秀 黄少锋 

美丽的“小正方体涂色”——由一节数学

课引发的思考 苍南县马站小学 洪振宇 郑晓拉 

“222”引发的一次数字探秘 苍南县宜山镇第三小学 黄瑞辰 蒋春燕 
高跟鞋的神奇魔力 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蔡沁轩 张丽 

 
三等奖（77 名） 

研究课题名称 学 校 姓名 指导师 
 如何让象棋“轻装上阵”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刘杰希 温  和 

 探索蚂蚁爬行的最短路径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李梓亨 
林日豪 

温  和 

 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  ——探

索“取小棒”游戏的制胜策略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梅圣策 温  和 

学校各种面积的研究 温州教师教育院附属学校 
郑伊恬 
郑策励 
黄冰姿  

 秦巧青 

关于鹿城区小学生去城市书房阅读情况

的调查报告 
温州市石坦巷小学 

张翀翀 

张以睿 
汤溶溶 

居民楼楼梯的奥妙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钱  瑞 林爱微 
零花钱不零花——温州市蒲鞋市小学双

井头校区高年级学生理财现状调查报告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张辰锴 黄  河 

A4 纸折一个最大容器的研究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杨雪菲 朱晓洁 
菜园里的种植产能问题 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 郑嘉驰 黄佳佳 
 最科学的停车法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苏琳策 胡  伟 
自备车，想说爱你不容易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叶紫涵 朱清芳 
从吠陀数学到九九乘法表——探究乘法

的多种算法演变 
龙湾区第二小学 范奕男 涂彬彬 

数学是把万能的剪刀-“剪圆”过程引发

的数学思考 
龙湾区永兴第二小学 陶文博 李晓莉 

一次性筷子引发的数学思考 龙湾区永兴第二小学 张俊炜 李晓莉 

数字黑洞的研究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蓝  天 
章鸿儒 

张  华 

关于温州育英学校周边停车难问题的调

查与解决方案——1 加 1 大于 2                      
温州育英学校（龙湾） 刘怡辉 姜  飞 

探究分数除法的计算 温州中通国际学校 周致丞 邹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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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方数列与等差数列的关系 龙湾区海滨第二小学 陶 然 娄旭初 

“游戏”中玩出来的数学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周高贤 
詹卓凡 
郑阳子 

周学光 

探秘笔算新方法—两位数乘两位数研究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柯  浦 林艳雪 
神奇的光线——利用光线交叉法解决立

体图形问题 
瓯海区景山小学 林之正 胡  碧 

揭秘神奇的“读心术” 瓯海区景山小学 吴语同 金秀峰 
毕达哥拉斯树引发的思考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徐  可 金海跃 

翻转扑克牌 瓯海区郭溪第一小学 
徐翌豪 
黄  杨 

周跃乐 

探秘方笔芯 
瓯海区新桥小学教育集团

新桥校区 
王子洋 
朱凌畅 

陈建微 

加装电梯的费用分摊问题 瓯海区景山小学 周承卓 胡  碧 

怎样撑伞不被淋湿的研究 
瓯海区新桥小学教育集团

旸岙校区 
池梦瑶 
戴煌烈 黄淑琴 

大包装 PK 小包装 瓯海区潘桥一小教育集团

华亭校区 

金温甸 
罗博文 
罗温璇 

郑美乐 

奇妙的魔方世界 洞头区城关小学 王梓墨 章丽蓉 
取火柴游戏的秘诀 洞头区城关小学 张城鸣 章丽蓉 
“呈会”和“倒会” 洞头区城关小学 叶竞阳 陈丽丽 
手机 4G 套餐的对比与选择 洞头区城关小学 池卓恒 章丽蓉 
探究塑料袋的“秘密” 乐清市白石小学 陈胤亦 林荣羽 
楼梯中的数学问题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小学 谢  潇 翁健君 
“狡猾”的平均数 看我怎么“对付”你 乐清市乐成第二小小学 周溢阳 庄丹凤 
指甲剪放在哪里了 乐清市实验小学 徐佑溢 钱  瓯 
翻杯子——翻出花样 乐清市实验小学 周沐风 黄旭艳 
美味的烙饼改-等分点引发的学问 乐清市育英小学 陈俊衡 郑颜茜 
谈城市防涝和节约用水 乐清市育英小学 吴卓然 余  武 
有趣的骰子速算研究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方之轩 张元武 
堵车难题我来解 瑞安市隆山实验小学 戴儒骋 黄春莲 
我的呼叫我做主 永嘉县瓯北镇中心小学 吴苏蕊 王赛娟 

因数！不可思议！ 永嘉县瓯北镇第二小学 
胡奕含 
叶索笛 

杨海晓 

探索格子图的奥秘 永嘉县瓯北镇第三小学 叶昊文 葛海双 
由自行车引发的数学思考 永嘉县瓯北镇第二小学 李  冉 翁晓彬 
摆摆 • 拼拼 • 搭搭——正方体展开图

研究 
永嘉县瓯北镇第三小学 郑浩今 葛海双 

嗨真理别跑——自行车里的数学 永嘉县千石小学 陈安晴 李飞雪 
运用编号探索等分正方形的规律 永嘉县瓯北镇第三小学 张  厅 葛海双 
探究条形码的秘密 永嘉县瓯北镇第二小学 郑子易 赵丽慧 
魔幻三角之旅 永嘉县瓯北镇第二小学 叶航宇 赵丽慧 
“金金”计较之打车记 永嘉县瓯北镇第二小学 吴锦涵 杨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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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长方形个数引发的探究 永嘉县瓯北镇第二小学 潘俐如 杨海晓 
数学小达人的购物之旅——关于《购买

摩托车与电动车哪种更实惠》的研究 
文成县实验小学 金昭熠 胡雪珍 

对一道分数计算题的反思与探究 文成县实验小学 程潇语 
施志丽  
周成珍 

电子秤缩位计价真能多赚钱吗 文成县实验小学 刘卓骁 胡雪珍 
巧变魔术，智探奥秘——扑克牌记忆游

戏探秘之旅 
文成县第二实验小学 柳宇浩 周金丹 

对一道数学难题的再思再探 泰顺县育才小学 蔡忻乐 郝兴江 
数学让面包制作更加完美 平阳县中心小学 卓逸凡 张旭智 

烟花的外壳为什么是圆柱呢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曾心怡 
何昕芮 

叶茜茜 

关于水温调制解调公式的研究 平阳县萧江镇桃源小学 
应帮治 
王正委 

赖士翰 

打车 VS 买车 平阳县萧江镇桃源小学 
温正钰 
张顺豪 

吴昌宝 

自行车的齿轮与运动距离关系的研究 平阳县萧江镇桃源小学 
王正委 
陈宣恒 

吴昌宝 

圆柱形杯子的猜想与验证 平阳县宋埠民族小学 
缪涵祺 n
鲍建豪 

陈珊珊 

我是小小魔术师——日历中蕰含的数学 苍南县马站小学 曾  莹 黄信心 

关于如何漂洗衣服才能更节水的研究报

告 
苍南县宜山小学 林  翔 朱坤畅 

奇怪，三角形竟可这样等分 苍南县宜山小学 郑启悦 朱其令 
奇妙的埃舍尔镶嵌图形 苍南县宜山小学 林敬巍 林继论 
利用比值探索停车技术的实验研究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林奕帆 陶小树 
神奇的“等底连高”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叶诗静 刘  静 
对角线与四边形面积关系的探究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金科汝 肖燕飞 
三种购房融资方式的对比研究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小学 施振宇 吴海华 
显示屏的秘密——16:10 与 16：9 大比拼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小学 徐贤淼 王春棉 
水管形状引发的数学思考 苍南县龙港镇第七小学 钱贤哲 吴传奉 
三角形面积计算的探究 苍南县龙港镇第七小学 王天祥 黄微微 
探索捆扎水管的奥秘 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姜明轩 张丽 
新式便捷圆规的研究之发现——量角器

和圆规脚长的奇妙关系 
经开区天河第一小学 项炜展 王小春 

奇妙的极限世界 经开区天河第一小学 王  砚 朱雪华 
 如何让象棋“轻装上阵”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刘杰希 温  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