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

风能利用中学组获奖名单

奖项 区域 作品名称 学校 指导教师 队员姓名

一等奖

武威市 侧风行驶小车 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新华中学 郭建萍 陈子和 朵紫涵

武威市 侧风重卡 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新华中学 王长录 陈玺年 关熙霖

武威市 侧风行驶小车 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新华中学 李志国 随凯文 包洛桑久麦

兰州市 扇叶风能小车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陈国文 李  阳 李晨熹

武威市 侧风轻卡 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新华中学 马武山 赵紫栋 王皓博

兰州市 风力卡车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陈国文 魏仁杰 郝仲谋

兰州市 小框架大能量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胡  强 胡艺诺 白  可

平凉市 风帆小车 华亭市皇甫学校 边  慧 冯子璇 刘佩敏

金昌市 乾康风车 永昌县第五中学 杨禹国 王康富 张乾芝

兰州市 风牛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雷登吉 白彦伟 龚泽林

兰州市 扬帆起航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罗雅梅 芦玉婷 张维娟

平凉市 风动力小车 华亭市皇甫学校 李红芳 王永智 赵文昕



一等奖

兰州市 风帆小车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周  峰 马悦航 熊  雄

平凉市 平凉四中41号 平凉市第四中学 李自新 王曜坤 梁馨予

兰州市 葫芦兄弟风车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王江锋 张誉谦 张梓铭

平凉市 风帆小车 华亭市皇甫学校 闫小丽 麻煜其 赵立栋

武威市 启航1 天祝藏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王玉宏 董  超 周  康

武威市 启航2 天祝藏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王柱山 石国炜 袁  浩

兰州市 53风帆车3 兰州市五十三中学 杨翠翠 林俊宇 李昱嘉

平凉市 风扇风帆小车 华亭市皇甫学校 王  鑫 董烨楠 -

二等奖

平凉市 皇甫培颢风帆小车 华亭市皇甫学校 徐海霞 杨培颢 冯泽斌

庆阳市 风帆小车 庆城县驿马中学 张秀峰 刘林赟 吕泽厚

兰州市 风能利用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中学 王雪琴 刘柯言 余承昊

兰州市 fengfan 兰州市五十三中学 刘  洁 陈大江 杨  婧

庆阳市 风帆小车 庆城县驿马中学 郑久仁 王富荣 郑国玺

兰州市 风能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张倩倩 王鼎元 高嘉瑢

张掖市 翼神号 临泽县第四中学 蒋永虎 祝  伟 蒋雪薇



二等奖

庆阳市 风帆小车 庆城县驿马中学 杨  琎 马忠权 姜  宝

平凉市 迪迦风帆小车 泾川县第二中学 张雅琴 梁钧翔 何逸霄

兰州市 风能利用小车 兰州市第五中学 高奭旭 杨集凯 段人欢

平凉市 川拜2号 静宁县第一中学 王长才 王文楠 厚  振

平凉市 绝对零度 泾川县第二中学 何小敏 陶禹融 史  珂

兰州市 风能小车 兰州市第六中学 杨俊俊 李  玥 周歆博

兰州市 风帆小车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 白  武 李得渊 费天德

白银市 风神30 白银市实验中学 姚志清 梁淳和 丁梓嵘

兰州市 轩鱼号 兰州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王艳群 李梓轩 陈知鱼

白银市 风神32 白银市实验中学 姚志清 陈瑞平 李  静

定西市 风帆车 通渭县第一中学 孙娟娟 冯  越 杨晓东

天水市 风帆小车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李佳润 蔡正轩 师贝尔

庆阳市 风帆小车 镇原县第二中学 李守博 路博洋 张建涛

白银市 风帆小车 白银市实验中学 姚志清 谭稚霖 曾晗雄

平凉市 风帆小车 华亭市第一中学 李晓东 王嘉伟 -



二等奖

平凉市 乘风破浪 静宁县第一中学 王长才 李  嘉 李文博

天水市 风帆小车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雷国彦 白恒毅 于曦焱

平凉市 不坠青云风帆车 泾川县第二中学 剡爱军 王啸天 成  瑶

张掖市 驭风号 临泽县第四中学 李占强 张琳梓 马华苓

平凉市 载重的风帆小车 平凉市静宁县城关初级中学 贾彦顺 李金鹏 吕嘉扬

平凉市 小白龙1号 静宁县第一中学 王长才 罗权伟 樊佳乐

定西市 鲲羽队-风帆车 通渭县第一中学 陈国花 苏玉强 曹佳博

定西市 通渭一中风语队风帆车 通渭县第一中学 陈国花 牛晓栋 卢  鑫

三等奖

张掖市 追风号 临泽县第四中学 李希英 张秉瑞 范嘉馨

兰州市 风能利用6 兰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李柯含 薛铭德 崔致煜

张掖市 乘风破浪 山丹育才中学 何  涛 梁文萱 屈路霞

酒泉市 风能利用 酒泉市第三中学 田彦基 牛嘉浩 张  昊

兰州市 风华队  风能小车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 赵连栋 康艺泷 康  涛

平凉市 补丁号 静宁县第一中学 王长才 刘浩琪 王雪岩

平凉市 风能利用-盖亚 泾川县第二中学 闫  玮 薛  媛 温丽娜



三等奖

定西市 风帆小车 定西市安定区巉口初级中学 高旺林 杨  阳 董简宁

酒泉市 梦舟 玉门市第三中学 赵永晶 谭鑫瑞 贾泽轩

兰州市 风能利用1 兰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周春来 马  麟 白  烨

张掖市 长风号 临泽县第四中学 赵  友 白天宣 毕  伦

张掖市
风之翼风帆动力

多用途小车
临泽县第四中学 贾冬琴 谢文辉 付鸿宇

定西市 "Winner"小风车 通渭县第一中学 刘黎明 史如丹 -

兰州市 星火2队  风帆小车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 赵连栋 王兴国 魏希杰

白银市 风神2 白银市实验中学 孙玉栋 李耀真 张婧宇

兰州市 风帆动力车 兰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李柯含 魏子怡 吴开顺

甘南藏族自治州 风帆小车 合作市初级中学 张军宗 郭晓明 王  斌

临夏回族自治州 环保号 甘肃省临夏县韩集初级中学 易国越 范鹏发 铁福贤

平凉市 风帆小车 泾川县第四中学 孙小虎 刘  毅 刘  博

平凉市 Continue 泾川县第四中学 代雨玄 史盼宸 王  强

兰州市 光之队 风能小车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 白  武 顾  童 张利荣

兰州市 风能利用3 兰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喜艾黎 陈海燕 陈  钰



三等奖

陇南市 御风 甘肃省西和县第一中学 赵菊莲 高  润 艾宁辉

定西市 "双帆"号 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中学 金  鑫 侯嘉晟 崔  皓

平凉市 载重的风帆小车 静宁县第三中学 高亚军 赵广东 高  源

张掖市 风力小车 甘州区金安苑学校 蔡  俊 蒋思羽 宋  鹏

兰州市 风能利用小车 兰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周春来 孙  涛 田雨凡

临夏回族自治州 风帆一号 甘肃省临夏县韩集初级中学 陈霞云 杨钰婷 马  涛

平凉市 磨剑一搏 泾川县第二中学 吴麦科 路雯凯 韩健博

定西市 风帆小车 岷县扎地初级中学 刘  勇 王  鑫 陈世朋

平凉市 小白马1号 静宁县第一中学 王长才 吕昌和 郭浩龙

平凉市 风帆车 平凉市泾川县第一中学 杨惠琴 许  洋 赵冀龙

定西市 风帆小车 岷县扎地初级中学 张红兵 包杰斌 袁  磊

兰州市 妙才队  风能战车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 赵连栋 金继斌 邢志燕

平凉市 平凉四中17号 平凉市第四中学 王自珍 杜欣阳 王伯悦

张掖市 风帆小车 张掖市实验中学 姚兴溏 白函羽 张峯毓

张掖市 破浪——风给我力量 山丹育才中学 何  涛 张  丹 融  谐



三等奖

平凉市 平凉四中48号 平凉市第四中学 杜海峰 李昕宇 孟  洋

张掖市 风雨无组 张掖市实验中学 杨旺强 王  曌 吉雨欣

金昌市 铭泽重卡 永昌县第五中学 姚  锋 张文泽 郭凯铭

白银市 航铭 白银区武川新村学校 马淑兰 苏  航 张学铭

兰州市 风能小车 兰州市第五中学 席  峰 李昱龙 张云泽

兰州市 启航风车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欧锦州 欧芯辰 包家华

平凉市 风帆小车 华亭市第一中学 张双弟 李元康 武煜皓

金昌市 赢政的马车 永昌县第五中学 宗淑玲 南  强 马民儒

平凉市 平凉四中35号 平凉市第四中学 李  健 摆立诚 刘  瑞

兰州市 风能小车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宋小荣 魏  溱 李家磊

优秀奖

兰州市 菜鸟小车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雷登吉 陈玺龄 赵  宇

平凉市 平凉四中28号 平凉市第四中学 张鹏飞 王健鑫 李子涵

平凉市 平凉四中08号 平凉市第四中学 杨党继 陆雪灵 李一凡

平凉市 平凉四中44号 平凉市第四中学 许润生 刘轩辰 邓嘉乐

兰州市 风能小车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郑全峰 闫沛烨 吕文博



优秀奖

兰州市 麒麟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罗雅梅 牛向阳 冯有旺

兰州市 哈拉少 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 苏万定 高贤岳 梁文浩

平凉市 风能利用 华亭市皇甫学校 闫小丽 袁  睿 尚奕帆

兰州市 启航2队   风帆小车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 白  武 黄富强 张文娜

兰州市 晨光满载而归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 赵连栋 梁  弘 魏立志

平凉市 冰与火之歌风帆车 泾川县第二中学 剡爱军 许泽文 脱朱贤宁

平凉市 临墨寒山风帆车 泾川县第二中学 剡爱军 吕  炫 王垚文

兰州市 风能利用4 兰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喜艾黎 李建峰 房静怡

白银市 风神10 白银市实验中学 李建莉 高建业 梁建华

平凉市 载重的风帆小车 静宁县阿阳实验学校 张亚丽 翟佳琦 王  启

平凉市 载重的风帆小车 静宁县第三中学 高亚军 张  婧 王  娜

武威市 风能小车 武威第二十三中学 李国锋 李明轩 -

武威市 风帆小车 武威第十中学 张柱祖 赵威钦 熊博威

平凉市 载重的风帆小车 平凉市静宁县城关初级中学 贾彦顺 王  梦 丁富富

平凉市 载重的风帆小车 静宁县阿阳实验学校 杨婷娟 李佳洁 吕爱荣



优秀奖

兰州市 风帆车 理工三队 兰州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刘秉堂 楚锦涛 杨  菁

兰州市 风力小车 兰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陈  烨 刘政阳 王辉斌

兰州市 鲲鹏 兰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闫旭文 钱昱琪 张逸凡

金昌市 其貌不扬 永昌县第一高级中学 朱世明 顾海宸 张  泰

定西市 “征航”小风车 通渭县第一中学 刘黎明 梁文娟 杨宁宁

平凉市 风帆小车 华亭市第一中学 康雅雯 喜  迅 师振华

武威市 启航5 天祝藏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王玉宏 魏晋栋 周  璇

平凉市 风帆小车 华亭市第一中学 张双弟 魏  东 张煜新

平凉市 乐乐风帆小车 平凉市静宁县红寺初级中学 戴新泰 翟佳乐 郜金刚

张掖市 御风号 临泽县第四中学 蒋永虎 张秉诚 代将成

兰州市 风帆小车 兰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范  荣 马清龙 谈和鑫

张掖市 志翔号 临泽县第四中学 王增喜 雷振新 王吉祥

兰州市 风车6号 兰州西北中学 马玉良 李  昱 李佳恒

临夏回族自治州 火焰蓝 甘肃省临夏县韩集初级中学 郭爱强 马  莉 陈笑轩

兰州市 风力小车 兰州市第六十六中学 王志杰 魏绎逻 陈一博



优秀奖

白银市 奕骏号 白银区武川新村学校 马淑兰 杨奕鑫 张梓骏

定西市 风帆小车 岷县扎地初级中学 强明霞 王俊琪 於如飞

定西市 FQZZ 甘肃省临洮县第二中学 桑小斌 景  鹏 王  琰

金昌市 风能载重小车 金昌市第三中学 马玉红 马  琰 严世嘉

张掖市 勇往直前 山丹育才中学 何  涛 赵玲泰 毛楷瑞

定西市 奋进号 定西市安定区公园路中学 薛丽静 何沂洹 景  垒

张掖市 启航 张掖市实验中学 杨旺强 司马菁琰 吴振鹏

张掖市 风力小车 甘州区金安苑学校 李  明 范子儒 孔婉霖

平凉市 雄鹰翱翔 泾川县第四中学 完颜慧 单佳琦 完颜东

庆阳市 风帆小车 庆城县驿马中学 俄克媛 黎乐乐 慕志浩

酒泉市 一帆风顺 酒泉市第三中学 万吉军 王永鉴 王永霖

陇南市 西和一中浩博队风帆小车 甘肃省西和县第一中学 罗文晶 沈文博 杨  浩

庆阳市 风帆小车 镇原县第二中学 郑红波 施金锁 张鹏博

天水市 风帆小车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 雷国彦 胡子涵 马海强

兰州市 酷小车 甘肃省兰州市第十六中学 王俊玲 杨  璞 张俊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