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 年度全国 STEM 与创客教育应用模式探索与研究案例 

征集入编名单（排序不分先后） 

标题 单位 作者 

 红棉创客空间:中小学创客师资孵化平台——区域性

教育创客空间建设范式 
广州市电化教育馆 龙丽嫦 

“8+1”模式有效区域推进 STEAM 创客教育的实践 兰溪市教育局教研室 徐敬生 

区域中小学创客教育应用普及策略研究 

——烟台开发区普及创客教育典型案例 

烟台开发区教育装备与技术研究中心 

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 
侯昭丞 王晓妮 

基于“LAUNCH循环”的 STEAM 创造性教育探索与 

实践——深圳市福田区赛事案例分析 

深圳维示泰克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汤宝强 陈威 陈文娟 

区域推进中小学创客教育的绵阳实践 绵阳市教育技术和信息管理中心 吴明友 

创客教育推进策略和措施——创客教育的温州模式 温州市学生实践学校 黄岳明 

资源规划统整 集团互联互助 

——徐州市鼓楼区 STEM教育区域推进样态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小学 刘雪红 

如何在智慧教室环境下开展 STEM课程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培正小学 区宝华 

基于工程项目的整合性 STEM特色课程建设研究及案例 

——以“糖果包设计与制作”课程为例 
南京市五老村小学分校(佳营小学） 丁  焱 

“制造型 STEM教育”的课堂应用模式探索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朱滢滢 牟金枝 

基于 STEM教育理念的 3D 打印创新课堂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许婷婷 裴宇檬 

植物身份 ID探究案例 

——基于 STEM教育理念的主题研究活动 
广州市增城区富鹏小学 范健丰 黎肖勇 

例谈培养创新能力的 STEM 校本课程实践研究 合肥市新安江路小学 刘伟琴 



做科技时代的新园丁 

——STEM理念在小学科学种植主题中的项目开发案例 
扬州市梅岭小学花都汇校区 张  亮 

基于 3D设计的小学 STEM 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以“3D创意，校园小创客”方案为例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小学 王艳丽 

创客汇梦想，创新赢未来 

——福海路小学创新和创客双轨教育模式之探索 
烟台市福山区福海路小学 邢锡德 

给学生插上创新思维的翅膀 

——学校创客教育应用模式探索与研究 

海阳市教育体育局 

海阳市新元中学 
修庆海  李树军 

学校 STEM课程实践的新样式--以 A-STEM教育课程为例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初级中学 陈  涵 

用普惠的创客教育为学生插上一双梦想的翅膀 

  ——山东省烟台第九中学创客教育案例 
山东省烟台第九中学 周文梅 王磊  张涛 

以课程建设推动创客教育发展 

——记烟台三中创客教育探索实践 
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贾明鹏 

STEM，让教育更有活力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小学 邱山红 周伟明 

小学 3D打印设计教育校本课程探索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小学校 何雨蔓 胡宇 王松 

乡村 STEM教育的普惠行动 

——“嵌入式”STEM 教育实施案例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巫雪琴 曹永鸿 

基于“项目式学习”模式的中小学 STEM课程实践研究 

——以“智能小风扇”课程为例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小学 

（荔园教育集团） 
周伟明 

STEM 项目中发展学生跨学科学习能力初探 

——燃气灶定时关闭装置为例 
佛山市第三中学 何之谊 

慧学•慧玩•慧生活——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普慧课程介绍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林  川 

STEAM视角下的 3D打印课程探索 

——以 3D打印风力小车为例 
青岛实验学校 王玉帅 

STEM视域下自制教具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以“魔力系列”教具的开发与应用为例 
瑞安市湖岭镇中心小学 林旭亮 



小学自主开发 STEAM课程的实践研究 

——以《高粱秆喂鸟器》项目为例 
厦门市民立第二小学 詹志娟 林雪婷 

基于光电工程的小学 STEM课程探究 

——以《设计显示屏》为例 
淄博高新区华侨城小学 于 恺  彭 刚 

培生教材一年级《制作饲虫盒》研究案例 淄博高新区华侨城小学 邢 杰  王 娇 

STEM 教学案例探析——以《设计喂鸟器》为例 
淄博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 

华侨城小学 
李 倩  宋 杰 

纸张的二次生命——再生纸设计案例 秦汉新城立德思小学 王佳馨 

《建造温室》STEM活动主题教学案例 济南市青龙街小学 卢倩倩 

STEM教学案例分析 

——以《暗黑小屋明亮大翻新——智能照明系统》一课为例 
合肥市琥珀名城小学 张  燕 

STEM 理念下创客教育的校本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以《看家小兔》课程为例 
合肥市香格里拉小学 王丹丹 王 丽 

创客教育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以创意鞋柜的设计为例 
合肥市大通路小学 

袁明刚 王瑞 

 童有华 张宏 刘汉浩 

基于“思维爆炸”模式的小学 STEM特色 

课程实践研究---以“制作智能警报器”课程为例 
合肥市临泉路第一小学 胡国良 

基于工程项目的整合性 STEM 特色课程建设研究 

——以“设计游乐场”课程为例 
合肥市行知学校 夏  兰 

基于人工智能的 STEM特色课程建设研究 

——以“智慧校园设计与制作”课程为例 

合肥市大店小学 

合肥市琥珀名城小学 
张守功 陈慧 高玲 

基于研究性学习的 stem 多维创新课程 

——“神奇的 3D打印”课程的研发与实践为例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沈  昕 

基于真实问题情境的项目式验证型 STEM课程研究——

以“月相变化”课程项目为例 
合肥市和平小学 谢  晋 

STEAM 教育项目教学案例——智能家居 合肥市第十一中学 张海航 



基于项目的学习在 Stem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以“火星探索”项目为例 

四川省绵阳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航天中学校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胡  东 

李旭萍 杨涛 

在 STEM理念指导下的 PVC管探索活动 广州开发区第二幼儿园 梁淑贞 邱明珠 

3D智能餐架设计 

——创客教育应用模式探索与研究案例 
蓬莱市郝斌中学 孙俊彦 庄乾利 

基于项目化学习的儿童学习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以《种子萌发记 STEM 课程》为例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 袁  晋 

基于实践操作探究的 STEM教学案例 

——智能小车不同的运动轨迹 
山东省龙口市明德学校 刘国庆 姜莹莹 

设计思维方法支持下的小学 STEM教育实践初探 

——以《佩奇的保温杯》为例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小学 黄  璐 

在线数字游戏策划项目教学模式构建的探索与思考 北京城市学院 王欣迪 

AI+STEM 基础教育实践——北师大附中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 
朱立新 陈虹宇 宿金

超 

STEM 项目中开拓提升学生跨学科学习能力 

——智能机器人为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矿山 

机器人研究中心 
赵建伟 房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