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兰州赛区）复赛--风能利用
（中学组）获奖名单

获奖情况 学校 团队名称 指导教师 队员 备注

一等奖

天祝藏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天祝一中 哈一平 禹锡牧、马晓峰、铁永平

甘肃省平凉市第一中学 逆风小车4队 王永龙 禹 让、吴琪璇、赵 扬

兰州市61中新区校区 风火轮3队 赵连栋 莫小东、温通瑄、王羽飞

吴忠市回民中学 傲寒队 王有智 闫立德、王立新

宁夏科技馆 雷狮队 毋迎雪 靳 锐、马 瑞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附中11队 武小龙 刘世祎、吕 靖

二等奖

兰州市61中新区校区 风火轮1队 赵连栋 杨子骞、黄振庭、苟鹏祥

白银市实验中学 白银市实验中学男队 孙玉栋 高天珑、牛 栋、王浩伊

白银市实验中学 白银市实验中学5队 李建莉 魏 垚、杨洁茹、柴少杰

唐徕回中西校区 梦想队 徐 静 骆 凯、袁启轩

华亭市皇甫学校 皇甫炫风队 刘 赟 雷昕衡、秦 源、丁凯成

甘肃省岷县第二中学 春笋 陈新平 沈爱伟

天祝藏族自治新华中学 逆风飞翔 白生明 鲁增全、阿文晟、李海军

兰州市第六中学 六中11队 李强龙 李 超、王天鑫、陈骏家磊

银川市第六中学 乘风破浪 朱 元 李嘉庆、杨皓杰

星海中学 精灵武动队 廉 琪 李雨信、李雨恒



获奖情况 学校 团队名称 指导教师 队员 备注

三等奖

金昌市金川区宁远中学 新能源风能汽车3队 赵子生 孙铨胜、潘 博

兰州市第六中学 六中2队 蔺维国 胡彦鑫、王 甜、仇凌枫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风驰电掣 宋小荣 吴 桐、赵婧如、孟 珂

定西市安定区东方红中学 志豪队 王 乾 秦少喆、党志豪

永昌县职业中学 永职1 王 堃 丁 鹏、石 磊

隆德二中 逆风飞扬 杨富贵 王 瑞、张 一

白银市实验中学 白银市实验中学6队 李建莉 张晓阳、黄春瑞、王 卿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附中10队 王永强 刘乐园、何星毅、孙 岩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兰州五十五中1队 雷登吉 张林鹏、段辰旭、王康洁

金昌市金川区宁远中学 新能源风能汽车4队 黄庭荣 屈亚博、李 静

金昌市第三中学 基点 贾乖平 丁一凡、祁 弘

中卫一中 智联队 刘 阳 何健儒、陈鹏晨

优秀奖

中卫中学 金婷组合 王新强 牛怡婷、李金孺

会宁县枝阳初级中学 会宁县枝阳初级中学1队 和宝华 张文川、吴嘉禾、

甘肃省张掖市第四中学 逆风行驶小车 郭发有 王 博、安子铭、吴 滔

华亭一中 绿色科能 张双弟 何 浩、刘 伟、庞三泰

金昌市第三中学 宙风 陈永峰 马力瑞、黄 龙、王屿德

兰州市第六中学 六中3队 蔺维国 鲁佳熹、王文举、徐长源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外高6队 石 慧 赵紫宇、吴鑫宇、孙菡蔚

灵武市第二中学 西北钻天杨 杜晓峰 杨嘉奥、马 天

平凉市第四中学 平凉四中12队 王 燕 孟楷洋、赵甘棣

永昌县第一高级中学 energy 韩延东 徐梓栋、王露媛、陈 浩

张掖市实验中学
张掖市实验中学“梦之翼”

7队
王亚军 丁 锴、陈达凯、牧雪笛



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兰州赛区）复赛--生物环境
（中学组）获奖名单

获奖情况 学校 队伍（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队员姓名 备注

一等奖

兰州六十一中新区校区 溯浔·追 窦 璟 杜欣芮、龙晶晶、杜 婧

兰州六十一中新区校区 复兴梦·初心 马文兵 熊梓睿、杨雨欣、王宇坤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心怀敬畏，持爱前行 康澄心 柴克靖、冯 域

银川二中 乘风破浪 周伟军 杨嘉禾、张丹露

陕师大平凉实验中学 阳光总在风雨后 党幼幼 王炳钧、王心雨、薛雨婷

定西中华路中学 振兴中华 金 鑫 邱若涵、曾子益、王露漪

银川六中 有枝可依 萧 乐 夏 彪、孙彧浩

二等奖

银川六中 追梦 萧 乐 李悦欣、王 珂

兰州五十四中 生命的蜕变 王一兵 杨宁远、王昱涵、冯晓晨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奋斗 康澄心 王兴雅、张仟毓、马兆君

华亭市皇甫学校 追梦 刘 赟 雷昕衡、秦 源、丁凯成

兰州五十四中九州校区 初心 柴丽丽 姜冰燕、朱家斌、李建明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怒放的生命 杨玲霞 尤继军、陈俊羽、刘骐睿

兰州五十四中 坚守初心 柴丽丽 马润泽、郭晨彤、阎泓宇

定西中华路中学 砥砺前行 王娟娟 张闻博、焦俊杰、吴 晶

金昌市第四中学
盼兮-Small phage Big 

World
张泽明 陶永欣、张志茹、叶文睿

平凉五中 坚持不懈 张耀宏 安小玲、马 楠



三等奖

兰州五十四中 魂之锦 王一兵 陈奕鑫、李雨谦、孙艺彬

银川六中 初心的“供养” 萧 乐 关雅楠、杨 婕

金昌市第三中学 儿时的飞机 杨 英 吴明亮、郭嘉宇、赵文静

陕师大平凉实验中学 回应 刘淑平 吴 娅、刘晨曦、沙亚楠

平凉崇信二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杜雍卿 马皓轩、田 苗、吴蕊婷

兰化一校 世界的公主 管 伟 徐佳妮、陆俊杰、张意涵

天祝县民族中学 初心 夏吾卓玛 马彩霞、马洋草吉

兰州五中 党旗下的誓言 袁伟民 李林轩、陈凯瑞、阴嘉豪

兰州五十八中 采菊东篱下 常志焕 曹子涛、王逸鸣

永昌县第一高级中学 乘风破浪始前行 文质斌 穆苑苑、王煜建、杨玉良

平凉五中 永不言败 马小平 马祎凡、杨少龙

吴忠市回民中学 绿色发展 王有智 折育洁、苏 雪

兰州六十三中 飞梦 李文博 刘 畅、刘浩宇、程蕊绮

优秀奖

吴忠市回民中学 历尽千帆心犹在 周 淼 马 悦、马怡宁

兰州六十三中 朝阳 朱晓龙 钟华杰、谢秀云、孔梦岩

定西中华路中学 乘风破浪 杜存义 周轩宇、陈 妍、李佩蓉

兰州市五十五中 中国心 高清雅 杨紫婷、杨紫皓、郭一萌

西北中学 70年 马玉良 崔钰璇、谢涛、吕佳琦

兰州五十八中 山光水色 毛一博 许德玺、马伟一、王千荣

张掖民乐县第三中学 丝路追梦 罗 林 李 瑞 宋林 刘雪渊

兰州三十六中 前行 韩 玉 王军婷、孟 萌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初心·太空梦 石 慧 赵紫宇、吴鑫宇

兰州五十四中九州校区 初心 薛 强 李佳颖、漆晓帆、谢复荣



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生物环境命题
（大学组）兰州赛区初赛获奖队伍

获奖情况 学校 队伍（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队员姓名 备注

一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彩色的心 高 坤 段嘉乐、吕 晶

二等奖

甘肃农业大学 始终 李 良 蒋月月、张 鹏

兰州大学 自一而终 武 磊 艾钰杰、潘昊煊、李鹏涛

三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君子 孔维宝 杨树玲、崔 俊、麻玉婷

兰州大学 拥抱自然，重拾初心 武 磊 杨 雪、韦庆华、丛千岳

甘肃中医药大学 希冀 魏莲花 杨若钰、邓 婕

优秀奖

西北民族大学 共荣之路 王冬梅 王宝森、杨建伟、李囿蓉

兰州大学 初心寻梦，橙.成.诚 张 琪 付 硕、蒋 杰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魅力兰州--不忘初心，再

造魅力兰州
孙 静 田 烨、唐 婷、白玉红

兰州交通大学 不忘初心，静待花开 张 春 古义男、强增伟、寿梦蝶



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兰州赛区）复赛--智能控制
（中学组）获奖名单

获奖情况 学校 队伍名称 指导教师 队员姓名 备注

一等奖
天祝县第一中学 智能新农村 李存惠 陈学江、李鸿雁、高永军

平凉第一中学 智能教室环境平衡 王永龙 胡勇勇、马楚格、邓宇聪

二等奖

吴忠市马莲渠中学 互动式垃圾桶 丁建林 马 倩、安佳慧

平凉第十中学 解决残疾人上下车困难 孙江苏 李 岩、张祺俊、刘浩阳

金川总校第二中学 家庭服务小车 孟 洁 尚旭峰、黄法祯

高台一中 单片机家庭安防 张 婷 徐 臻

三等奖

兰州第六中学 新能源智能信息服务站 蔺维国 王天鑫、陈骏家磊、陈 浩

兰州第五十八中 防震安全床 闫旭文 徐云海、陈 凯、赵中琰

张掖临泽第四中学 全自动护眼灯 蒋立宏 代友婷、杨国东、贾耀乾

平凉第五中学 智能汽车安全系统 张伟胜 李晨宏

武威第二十三中学 智能颜色分拣机器人 张立奇 郑珂达、许晨钊

优秀奖

兰州第五中学 网线检修机器人 高奭旭 王雨斌、朱宸辰、金 达

华亭一中 穿越距离 智能小车 张双弟 代力源

兰州第五十四中学 智能分拣机 张 涛 张炳乾、马际尧

泾川县职教中心 灯光智能控制系统 张 琦 樊 荣、郭鹏睿



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兰州赛区）复赛--智能控制
（大学组）获奖名单

获奖情况 学校 队伍名称 指导教师 队员姓名 备注

一等奖
甘肃政法学院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机载“人工智能系
统”的自主导航轮椅机器人

王 炜 张 渊 、徐慧慧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水果包装机 伏衡一 胡鹏程、马文艳、仲世才

二等奖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PC平台下的博物馆展品展示及交

互应用
林 强 叶怀生、谭英杰、秦泽秀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跳舞机器人 杨书鸿 王煜贤、曾志成

甘肃政法学院 基于深度森林的视频异常事件检测研究 武光利 任小康、叶福安、陈文婷

兰州理工大学 水域模块化智能环境保护器 谢小正 王虎林、赵祖莉

三等奖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快递分拣 陆学斌 苏瑞强、马文瑞、崔生涵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智能窗户 宋 博 张 馨、王世凯、王鹏伟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基于无土栽培的家用立体温室 殷学丽 李媛媛、韩京韦、于生涛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物料干燥 李永强 刘陆军、常芳平

甘肃政法学院
基于机器学习的驾驶员防疲劳警示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
武光利 唐惠莉、文志鹏、刘 涛

优秀奖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智能拼解魔方机器人 李 军 陈科霖、朱  博、邓志强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树干涂白机 吴冬霞 王世凯、刘  稳、王 隆

甘肃政法学院 智能便携式盲人助行仪 马知也 康鹏程、王益娟、胡舫舷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旋转横移式停车场 谢黎明 赵早童、王 隆、李旭文



人工智能复赛获奖名单（智能编程赛）

奖项 学校 指导教师 队员姓名

一等奖
静宁县阿阳小学 窦喜强 田  可、贾崇尧、王佳辉

兰州市七里河区安西路小学 李  勇 于恩琦、高嘉言

二等奖

民乐县洪水小学 党金玉 王靖元、张文健、吕忞宇

兰州市城关区九州小学 马庆红 牛思博

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小学 谌锦佩 顾恒、辛宇赫、杨镇溥

三等奖

兰州市城关区九州小学 马庆红 刘  航

静宁县阿阳小学 魏前进 杨俊哲、魏亚泰、王  琰

甘肃省金昌市第三中学 张大伟 安  泰

民乐县洪水小学 党金玉 高兴淇、毛妍琦

优秀奖

白银市第十中学 兰  蓉 顾振源、张星晨

静宁县阿阳小学 王红周 吕  凯、孙子杰、李汉

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小学 李  华 顾启竞、王译曼、李嘉奕

兰州市城关区九州小学 马庆红 周子尧

白银市第十中学 余文登 李元戎、张俊康、王国璧



人工智能复赛获奖名单（工艺小助手）
奖项 学校 指导教师 队员姓名

一等奖

平凉市实验小学 口玲兰 王晨宇、毛梓栋、李勖韬

临泽县板桥镇中心小学 圣  红 张  扬、郑自童、沈玉娇

兰州市城关区九州小学 马庆红 王家裕、孙祺峥、周奕含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第一小学 王建萍 宋涛涛、文紫权

二等奖

兰州市城关区九州小学 马庆红 安敬瑜、陈书行、杨年昊

榆中县职业教育中心 郭小宝 董乐森、闫贤羿

宁卧庄小学 徐  洁 杜沐阳、翟若希、张泽楠

兰州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曹梦婷 刘  毅、应纳川、杨耀翔

武威新城区第一小学 陆文泽 张国庆、王睿栋

三等奖

宁卧庄小学 马清霞 冯雅慧、武义涵、赵元竹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第一小学 王建萍 李易航、张万炎

临泽滨河小学 尹  鹏 王梓橙、刘佳辉

平凉市第八中学 姜黎黎 张海韬

兰州市第六中学 蔺维国 高世博  郭皓田   廖钰坤

宁卧庄小学 陈  磊 谭茗恺、周熙仑、杨景川

优秀奖

榆中县职业教育中心 李晓莉 王伟蓉、刘俊昌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第一小学 王建萍 耿培云、吴振豪、杨博森

天祝县民族中学 张立国 委国虎、高  磊

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小学 杨梅丽 顾恒、辛宇赫、杨镇溥

优秀奖
泾川县职业教育中心 张  琦 王  宁、单丽霞、余佳瑶

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小学 廖敏菊 顾启竞、王译曼、李嘉奕
榆中县职业教育中心 刘  娟 范世东、张程恩



人工智能复赛获奖名单（无人驾驶对抗赛）

奖项 学校 指导教师 队员姓名

一等奖
甘肃省金昌市第三中学 张大伟 安  泰

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路小学 杨正华 许广涵

二等奖

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路小学 杨正华 陈炳旭

临泽县第二中学 魏  霞 程思淼、倪昭铠

永登县新城区小学 巨雅伟 陈建玮、贾媛媛、巨沛瑶

三等奖

临泽县第二中学 魏  霞 张新琳、张晋华

静宁县阿阳小学 窦喜强 田  徵、刘致远

临泽县第二中学 魏  霞 李懿轩、于子清

兰州市七里河区安西路小学 李  勇 高嘉言、于恩琦

优秀奖

永登县新城区小学 董要林 周钰博、朱  炯、甘  昊

永登县新城区小学 董要林 康永卓、毛彦凯、吴常磊

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小学 王耀峰 顾  恒、顾启竞

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路小学 成  刚 杨淑斐

静宁县阿阳小学 王红周 孙子杰、吕冠达、方宗浩



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兰州赛区）                                                                                        
特别贡献奖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兰州赛区） 优秀组织单位

武威第十中学

白银市普通高中技术学科基地

定西市安定区东方红中学

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中学

定西市科学技术协会

张掖中学

金昌市第三中学

金昌市金川总校第六中学

金昌市科学技术协会

泾川县教育局

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小学

兰州第61中（兰化一中）新区校区

兰州市第六中学

兰州市六十二中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兰州市第五中学

平凉市科学技术协会

平凉市第十中学

平凉市第四中学

张掖市科学技术协会

兰州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宁夏科技馆



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兰州赛区） 优秀组织个人

 宁夏科技馆                     田 波

 武威市第十中学                 张柱祖

 白银市实验中学                 孙玉栋

 白银市科学技术协会             宋勇锐

 崇信县第二中学                 杜雍卿

 定西市安定区东方红中学         马小军

 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中学         杜存义

 金昌市科技馆                   李昀芮

 张掖中学                       杨滨虎

 甘肃省中医药大学               颜春鲁

 金昌市第三中学                 张大伟

 金昌市金川区教育局             唐培娟

 金昌市科协                     王 静

 兰州市城关区九州小学           马庆红

 兰州市第二中学                 俞振宁

 兰州61中（兰化一中）新区校区   赵连栋

 兰州市第六中学                 蔺维国

 兰州市第三十六中               周春来

 兰州市第五中午                 高奭旭

 兰州市第五中学                 袁伟民

 平凉市第四中学                 杜海峰

 平凉市教育局                   陈振念

 平凉市科协                     张晓娅

 天祝藏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李熙明

 定西市科协                     杨玉兰

 泾川县教育局                   陈海明

 平凉市第五中学                 张伟胜

 平凉市第五中学                 张耀宏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宋小荣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石 慧 

 张掖市科技馆                   王小强

 西北民族大学                   蔺国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