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第六届）全国中小学生统计作品设计创意活动”推荐作品（论文组） 

序号 作品名称 编号 参加单位 
个人/团

体 
作者 指导教师姓名 

1 
北京市日坛中学中学高一学生体

质健康情况及分析 
A0024 北京市日坛中学 个人 王基硕 石彩霞 杨平 

2 高中生视力分析报告 A0025 北京市日坛中学 个人 郭崇胜 石彩霞 杨平 

3 
不同掷硬币方式是否影响掷硬币

的结果 
B0007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团队 刘思民 王嘉仪 杨梓琨 

4 
关于学生是否吃早饭与成绩之间

的关系探究 
B0008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团队 孙瑜佳 陈婷婷 杨梓琨 

5 
急性低氧条件下树麻雀的指标变

化特征 
B0011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团队 张木蓝 罗钰渲 杨梓琨 

6 
随县一中高一高二消费情况调查

分析 
B0022 随县第一高级中学 团队 

郑双双 欧珍娜 易雪婷 

吴新颖 刘加晨 
周平 

7 高一年级课堂犯困原因调查报告 B0024 随县第一高级中学 团队 
杨嘉琪 黄正文 姚瑛琦 

王玺钰 杨念锟 詹思宇 
周平 

8 中学生孤独程度调查分析 B0027 随县第一高级中学 团队 
李浩铭 余怡欣 张俊辉 

叶雨欣 
晏海洋 

9 
普通高中学校学生压力成因及对

策调研报告 
B0038 山西省实验中学 团队 

翟思媛 潘佳彤 王波然 

张景熙 徐淑涵 袁可蓁 

王晓光 常青 

马海腾 

10 关注平时成绩，助力个人成长 C0016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个人 陈钊锡 郑存书 



11 
社区内垃圾分类落实情况调查及

改进方案研究 
C0171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回龙观学校 个人 夏悦轩 贾迎越 

12 学生眼睛近视调查报告 C0174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个人 罗舒月 孙福明 

13 
关于快递盒回收管理新模式的设

想 
C0175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个人 裴与成 孙福明 

14 现代城市传统文化保留研究 C0176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个人 崔书语 孙福明 

15 学生专属笔袋设计 C0188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个人 王圣玥 张海玲 

16 大众环境保护意识调查研究 C0193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 个人 文婧琳 李毅 

17 麦当劳市场调查报告 D0029 北京市三帆中学 团队 戴明玥 江语兮 樊方园 

18 
人大附小三年级学生生活技能掌

握情况调查 
E0391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个人 王心一 韩姝 

19 
小学生能量摄入 锻炼与 BMI指

数的统计分析 
E0397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个人 王泳晴 梅竞松 王妍 

20 清明时节降雨情况统计 E0451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 个人 石云染 曲慧妍 

21 北京空气质量调查与统计研究 F0185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团队 毛建皓 胡尚晗 施展 



“2021 年（第六届）全国中小学生统计作品设计创意活动”推荐作品（初中组） 

序号 编号 作品名称 参加单位 
个人/

团队 
作者 指导教师 

1 C0054 中学生最爱吃的零食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 个人 杨柠伊 胡延明 高丽威 

2 C0085 爱我“视”界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余思远 赵蕾 李霆 

3 C0098 粮安天下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夏铭言 赵蕾 潘长才 

4 C0105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马嘉翼 赵蕾 张辉 

5 C0107 手机对睡眠时间的影响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孙一洋 陈竺 陶娜 

6 C0114 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王天晴 黄爽 张辉 

7 C0117 公路大脑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王利杰 王继伟 

8 C0120 今天你拖延了吗？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肖含宇 曲春秀 陶娜 

9 C0126 脱碳之路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易北 孙玉伟 

10 C0127 新能源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罗靖曦 孙玉伟 

11 C0129 防沙治沙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南霁宁 孙玉伟 



12 C0131 点滴之绿助力碳中和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个人 郑好 李姝 

13 C0135 成绩与睡眠关系的调查报告 北京市三帆中学 个人 侯鹿溪 樊方园 

14 C0145 
天上的星星，梦中的你--中小学生睡

眠时间统计 

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初级中

学 
个人 周梦璐 杨春香 

15 C0222 清洁能源的构成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 个人 郭美惠 付雪娇 

16 C0239 中学生上网目的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个人 林昱璇 马玉荣 张会会 

17 C0315 学生使用手机的主要方面包括哪些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个人 谢漩 叶庆华 

18 C0317 水资源分布及家庭用水情况统计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个人 王珅瑒 李颖 

19 C0319 中学生周末作业完成情况调查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个人 潘宣宇 何平 

20 C0338 安全出行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个人 杨皓添 孟明 袁天雨 

21 C0339 高血压因素统计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个人 王浚铭 孟明 袁天雨 

22 C0428 植树造林 石家庄市金柳林外国语学校 个人 康馨愉 张卫华 

23 C0436 2020教育发展统计 石家庄市金柳林外国语学校 个人 果源 张卫华 

24 C0453 水，我们赖以生存之本 石家庄市金柳林外国语学校 个人 李雨轩 师宗含 



25 C0465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比例图 石家庄市金柳林外国语学校 个人 张英恬 张海岩 

26 D0023 新冠疫情下党和人民的责任与担当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学校 团队 阎政道 车冠奇 李姝 王继伟 

27 D0046 父母使用手机情况对初中生的影响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 团队 
徐子惠 李卓轩 薛家

睿 朱瑞希 王禹博 
张洪艳 黄晶 

28 D0062 绿色北京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团队 童君成 李宸圣婴 马玉荣 张会会 



“2021 年（第六届）全国中小学生统计作品设计创意活动”推荐作品（小学低年级组） 

序号 编号 作品名称 参加单位 
个人/

团队 
作者 指导教师 

1 E0158 小学生最感兴趣学科调查统计表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迎第三小学 个人 廖俊涵 孙桂仙 

2 E0227 中国奥运金牌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实验小学 个人 余俐莹 郭颖怡 陈敬芬 

3 E0238 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实验小学 个人 赵君源 赵海燕 

4 E0286 小学生睡眠时间统计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华小学(交响校区) 个人 瞿歆语 叶艳 

5 E0314 非公车辆购买年龄统计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华小学(田园校区) 个人 徐晨睿 刘竞 

6 E0389 禾下乘凉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个人 闫悦晴 黄蕾 李方舟 

7 E0539 上学路上遇到的逆行人员统计图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 个人 王星承 郭慧敏 

8 E0762 全国中小学生近视调查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个人 于京慧 黄翠英 

9 E0766 2021年抗击疫情各行业党员比例调查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个人 何诗媛 胡余后 

10 E0780 我的作息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个人 张歆可 潘心砚 

11 E0846 小学生暑期看电子产品时长大调查 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 个人 杨智森 孙雪松 



12 E1101 喜欢的零食复式统计表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 个人 张溪宸 尹佐兰 

13 E1196 模糊的世界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个人 肖桐 王剑 

14 E1234 全国少数民族情况统计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个人 李前辰 王婧妍 袁旭光 

15 E1374 我来统计妈妈的网红民宿 云南省昆明市海贝中英文小学 个人 许子墨 徐李叶子 

16 E1406 社会老龄化 云南省昆明市海贝中英文小学 个人 范睿珈 夏兵 杨涛 

  



“2021 年（第六届）全国中小学生统计作品设计创意活动”推荐作品（小学高年级组） 

序号 编号 作品名称 参加单位 
个人/

团队 
作者 指导教师 

1 E0052 全国中小学生近视统计图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 个人 何冠东 邹蕊 

2 E0172  全球票房收入比较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王子奥 曾青茏 王敏 

3 E0174 哪个应用打开的次数多？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陈亦霏 宋元春 王敏 

4 E0175 关于行星的研究比例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李嘉颖 李伟 王敏 

5 E0177 周末安排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曹子柔 曾令成 陈庆力 

6 E0178 全班同学喜欢的课间餐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傅彦博 曾令成 陈庆力 

7 E0183 同学们喜欢喝的饮料统计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田贺淇 陈文兵 黄显玉 

8 E0189 开开心心过个节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程子伊 周红梅 黄显玉 

9 E0199 我家小小书架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陈颍 周红梅 陈庆力 

10 E0202 保护动物调查表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黄芊宁 姜彦 朱琳 

11 E0209 中小学生手机情况使用统计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甘绮晴 章雪莹 江龙洲 



12 E0210 学生喜欢零售调查统计表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李晨菲 章雪莹 江龙洲 

13 E0218 
德胜小学五年级学生零花钱使用情况

统计图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个人 范缌瑶 章雪莹 江龙洲 

14 E0296 家庭膳食摄入量统计图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华小学(交响校区) 个人 刘婧瑶 孔艳琼 

15 E0299 保护生物多样性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华小学(交响校区) 个人 张祎满 魏龙娟 

16 E0302 我国疫情实时情况统计图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华小学(交响校区) 个人 安沛妍 林泓池 

17 E0309 汉服热度统计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华小学(交响校区) 个人 刘宇楠 马腾飞 李俊辰 

18 E0332 广东疫苗接种统计图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个人 区梓毅 郑嘉玲 吴彦汶 

19 E0355 
2012-2020 年中国生活垃圾清运量统计

图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个人 郑梦晴 陈丽冰 吴彦汶 

20 E0363 同学喜欢书目类型统计图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个人 陈梓荞 张文检 

21 E0429 长沙市空气质量统计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仰天湖小学 个人 吴思茗 张克亚 

22 E0447 
北京市某小学 3-6年级学生玩电子游

戏情况的调查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 个人 牛晓航 南俊红 

23 E0459 水果中的维 C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第一小学 个人 潘俊言 谢媚 

24 E0512 
男女生 1-5年级平均每周使用电子产

品时长情况统计图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 个人 田一孜   



25 E0548 小学生喜爱的零食统计图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中心小学 个人 黄雅欣 周颖仪 谭雪芳 

26 E0581 人体主要元素占比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个人 李东啸 施刘霞 王向征 

27 E0584 大学生吃早饭情况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个人 王俊娇 施刘霞 王向征 

28 E0718 
垃圾分类（四大垃圾分类的统计情

况）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中心小学 个人 李妙航 梁绮雯 黄桃冰 

29 E0719 
我最喜爱的运动（学生最喜爱的运动

统计情况）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中心小学 个人 高艳萍 梁绮雯 黄桃冰 

30 E0720 四 2 班我的理想统计情况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中心小学 个人 叶家冕 罗玉香 黄桃冰 

31 E0786 2020粮食产量排行榜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个人 郑一菲 陈慧珍 

32 E0791 诈骗数统计图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个人 芮米哲 陈银环 

33 E0792 引领食尚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个人 陈品诺 周婉霄 

34 E0795 百年党史知多少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个人 葛一娇 陈飞红 

35 E0796 护眼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个人 朱慧 陈飞红 

36 E0804 学生视力下降的主要因素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前吴校区 个人 郑嘉琪 郑娟 

37 E0805 家庭节水措施调查统计图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前吴校区 个人 陈雨轩 朱燕如 



38 E0806 参加红军长征的年龄统计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前吴校区 个人 陈雨轩 金飞燕 

39 E0808 全国人均阅读量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大溪校区 个人 于智远 张文婧 

40 E0819 浪费粮食统计 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个人 蒋恩星 吴倩 

41 E0820 年轻家庭的三代人口统计图 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个人 沈子彦 吴倩 

42 E0835 铁路建设看中国 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个人 阮亦 任敏 

43 E0842 合理搭配  平衡膳食 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个人 戴子雯 申屠俊 

44 E0845 小学生最爱的书籍 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个人 周宸佳 朱晔 

45 E0933 全国及新疆棉花产量 嘉兴南湖国际实验学校 个人 赵米妮 钟燕 

46 E0939 小学生早餐情况统计图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 个人 侯欣瑜 付佳 

47 E0951 各省疫苗接种剂次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 个人 王茉涵 张莹 

48 E0986 双休日亲子交流的调查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个人 王一凡 何舒婷 

49 E1015 关于新冠疫苗接种人数的统计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个人 徐佳慧 毛文婷 

50 E1016 中国水稻总产量情况的统计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个人 任臻睿 陈诗怡 



51 E1057 我国用水结构统计图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 个人 吕濠铭 王海毅 

52 E1074 2024年零用钱收入支出情况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 个人 王思涵 雍剑婕 

53 E1109 2020年北京市各月平均气温表 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 个人 张舒媛 李绪莉 

54 E1179 脱贫攻坚战以来贫困县数量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中华路小学 个人 何可人 徐文娟 

55 E1209 同心战“疫”，同“屏”共振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个人 赵子叶 王帅 

56 E1211 中国濒危灭绝动物统计图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个人 李美汐 王帅 

57 E1213 新型冠状病毒大数据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个人 李恩泽 王帅 

58 E1214 阴霾之景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个人 毕浩然 王美丽 

59 E1224 全国城市优良天数（条形统计图）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个人 张嘉轩 冯帅 

60 E1267 小学生睡眠时间统计图 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 个人 姜禹希 付亚男 

61 E1334 全国感染新冠人数统计 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 个人 柳凌菲 邹敏 刘艳华 

62 E1341 动漫观看统计图 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 个人 王建尧 刑颖 刘妍秀 

63 E1359 2021全国五一各省游客数量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个人 董佳予 杜硕 



64 E1360 小学生美食喜好统计图 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 个人 张琳姌 杨云博 

65 E1366 建设祖国 我的梦想 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 个人 王一诺 黄新媛 

66 E1394 我的兄弟姐妹 云南省昆明市海贝中英文小学 个人 翁王上卿 彭伟超 

67 E1395 瘦一点，中国人更健康 云南省昆明市海贝中英文小学 个人 周润禾 彭伟超 

68 E1439 中国传统文化喜爱程度调查 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验小学 个人 于佳奥 年红阳 

69 E1447 中国速度之高铁篇 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验小学 个人 赵心淼 顿琦 

70 E1454 2021年中国省市人口排名 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验小学 个人 尤安彤 郭全 

71 E1470 世界人口阅读调查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个人 孙箬涵 陈楠楠 

72 E1497 小学生阅读情况调查统计表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个人 王乐水 耿莹 

73 E1514 手机电量使用统计图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个人 陈牧涵 马强 

74 E1518 发电方式统计图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个人 林昭辰 马强 

75 E1520 保护视力，人人有责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个人 王泽宇 高作宏 

76 E1541 地球上的水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个人 孙艺菲 王晋 



77 E1549 我最爱的服装统计图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个人 刘梓涵 王泽 

78 E1552 全国发电量统计图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个人 刘子瑞 王泽 

79 F0003 手机使用调查 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实验小学 团队 夏圣迦 许嘉桐 王军 

80 F0005 
2020下半年至 2021.5印度 美国 中国

三国疫情感染情况 
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实验小学 团队 

盛尚卿 石珺涵 陈奕

森 和奕芃 崔哲铭 
苏墨文 

81 F0017 每周饮食统计图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迎第三小学 团队 廉乔麟 胡颜奕 秦茜 

82 F0020 人们对垃圾分类相关知识了解程度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团队 
陈婉然 汤涵之 李智

萱 谭笑羽 
陈光普 王敏 

83 F0025 月相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团队 陈缘 欧阳宝 
陈文兵 陈庆力 

黄显玉 

84 F0026 
抗击疫情 我们一起努力——顺德区核

酸检测各医院医护支援情况统计图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团队 梁凯茵 吴昱璇 章雪莹 齐保良 

85 F0027 小学生玩游戏情况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团队 翟星 方靖乔 段新民 齐保良 

86 F0028 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调查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团队 
区铠曜 谢植丞 李梓

轩 
段新民 齐保良 

87 F0032 中国粮食调查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实验小学 团队 李婕 张雨仁 赵贝源 赵海玲 

88 F0041 全国民族分布统计图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实验小学 团队 
黄心由 张倍宁 何欣

妍 
邝丽云  邝思浩 

89 F0047 
植物的生根术——探究甘薯在不同液

体中的生根生长状况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团队 

招文浩 陈思婷 陈慧

源 招幸琳 
廖璐斯 陈永棉 



90 F0064 脱贫人口的变化数量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团队 
翟梓墨 王芃 向倪馨 

谭禹铭 焦建森 
王双慧 

91 F0066 建党百年看中国航天发展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团队 
徐子曈 苏芯 刘书彤 

白佳芮 万可昕 
连子纯 

92 F0069 地铁站站到我家绿色出行你我他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仰天湖小学 团队 
邹思睿 陈佳乐 刘皝 

程炳德 
余畅 管天旨 

93 F0074 小学生周末时间去哪了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第一小学 团队 
林卓燃 刘宇阳 唐焯

燃 廖祉衡 冯昱焜 
石锡鹏 

94 F0079 疫情影响下近视率上升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第一小学 团队 
薛朔权 潘麒兆 朱亮

优 唐铋富 
杨月文 何翠柳 

95 F0141 节能减排刻不容缓 嘉兴南湖国际实验学校 团队 
卢奕名 董泉岑 虞孔

旭 
施思 

96 F0144 2020年中国养宠调查与分析 嘉兴南湖国际实验学校 团队 卢奕州 陆宇浩 陈慧莉 

97 F0160 我们班喜欢的四大名著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 团队 赵艺霖 刘嘉依 付佳 

98 F0192 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条形统计图）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团队 
董善希 黄子墨 李禹

萱 银海博 管以清 
冯帅 袁旭光 

99 F0205 中国传统节日美食占比 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验小学 团队 杨思淼 郑贺语 王莹 

100 F0211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昆明市西山区书林第一小学 团队 袁瑢轩 王奕丹 冯仕云 

 

  



“2021 年（第六届）全国中小学生统计作品设计创意活动”推荐作品（特教组） 

序号 编号 作品名称 参加单位 
个人/团

队 
作者 指导教师 

1 G0008 我知道的古代神话人物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学校 个人 陈梦彤 薛婷 张凯歌 

2 G0010 
垃圾分类知多少——垃圾分类准

确率调查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学校 个人 顾心悦 毛艳萍 

3 G0016 手工陶艺作品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学校 个人 徐诺 徐启帆 

4 H0001 同学们爱看的书籍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学校 团队 陶容与 王金豆 陈少俊 

5 H0004 水八仙喜爱度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学校 团队 石欣睿 顾子涵 王雨晴 吴晨一 

6 H0008 
指尖艺术——盲校手工类型学生

喜爱程度统计表 
扬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团队 

陈彦达 王心悦 印子恒 

陈亚茹 
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