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

智能控制中学组获奖名单

奖项 区域 作品名称 学校 指导教师 队员姓名

一等奖

陇南市 森林守护者 西和县第一中学 魏孔荣 李欣曈 何璇

酒泉市
一种基于COVID—19背景下的防疫机器

人
玉门市第三中学 师海满 张湛 李冰洋

张掖市 老人摔倒报警器 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赵学华 吴进皓 田新超

定西市 学习型智能机械臂 通渭县第一中学 李桂萍 魏翔 魏文乔

张掖市 智能洗手液 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胡东泽 单永震 田万斌

武威市 智能导盲杖 武威第十中学 王开山 赵韧 王艺涵

兰州市 智能电子琴
兰州市十九中教育集团木塔巷
校区（兰州第四十一中学）

魁发瑞 魁兴玥 王奕程

定西市 有害气体智能减排系统 通渭县第一中学 田昀 石永康 朱芳

甘南藏族自治州 甘肃智能环保循环牧场 合作市初级中学 范文波 完么扎西 陈伟

酒泉市 机器人智能分诊转运 酒泉市第三中学 孙志新 王永鉴 王永霖

兰州市 燃气安全智能控制装置 兰州市第四十四中学 李树军 于恩琦 王子奥

兰州市 智能小屋 西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王崇伶 高嘉言 郑皓楫



二等奖

陇南市 仓库管家 西和县第一中学 钱永强 曹凯 李东阳

兰州市 公路隧道智能安全系统 兰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魏政刚 陶鑫 武一泊

兰州市 电池分拣机器人 兰州市第五十六中学 杨永军 和奕霖 郭恒瑞

兰州市 远程呼叫器 兰州市外国语学校 王维国 王一乔 邢梓涵

庆阳市
冬季室内取暖防一氧化碳中毒及回烟

装置
镇原县第二中学 何海涛 孙浩诚 井冰璇

兰州市 语音控制智能电梯
兰州市十九中教育集团木塔巷
校区（兰州第四十一中学）

周霞 王昊祥 杨景御

兰州市 基于疫情防控的智能看守系统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王国年 宋子元 -

兰州市 智能书架管理系统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中学 张成胜 魏兆铭 程柯霖

定西市 智能扫地机 定西市安定区公园路中学 郑宗成 李言 -

平凉市 食堂就餐智能排队系统 泾川县第四中学 何继春 何恩健 温宇航

张掖市 节水“宝” 临泽县第四中学 陈吉福 张光鑫 管永超

平凉市 智能防疫温控门 静宁县第四中学 邓贵军 吕源 张辉

兰州市 基于Arudino的立式智能停车控制 兰州西北中学 马玉良 赵征宇 王海

兰州市 智能安全家庭卫士 兰州市外国语学校 高飞 朱劲桦 赵瑾昊

兰州市 智能建筑制造机器人 兰州市第四十四中学 李红 杨迪 李卓轩



二等奖
兰州市 人工智能云台车 兰州市第四十五中学 甘海平 魁皓 张恒伟

兰州市 智能花农自动培养盆栽机 兰州市树人中学 李旭鹏 马兆堉 李伊雨果

三等奖

张掖市 智能茶杯座 临泽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赵建伟 王涛 杨立泰

张掖市 可编程智能小车 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赵学华 王洋 张发伟

兰州市 智能养鸡场 兰州市第五十六中学 杨溥 陈奕彤 杨茜淼

兰州市 智能行李箱 兰州第一中学 张振堂 卜钰衡 任意嵘

酒泉市 智能垃圾桶 酒泉市肃州中学 张卫山 李婧 王建强

定西市 井盖丢失报警器 定西市安定区福台高级中学 周锦青 张文涵 -

平凉市 教室灯光智能控制系统 静宁县第四中学 马祎 贾东平 马跃

平凉市 全自动太阳能追光器 华亭市第一中学 张双弟 朱彬 史清

兰州市 仿生机器人研究 兰州市第五中学 高奭旭 王壹石 -

兰州市 合作消防机器人 兰州市第四十九中学 鱼珍珍 于立言 刘子迪

兰州市 体感智能检测车 兰州市第六中学 蔺维国 武思婷 赵俊涵

兰州市 智能家居 兰州市第八十二中学 李武威 田翊成 刘心瑶

张掖市 基于人脸识别的智慧教室签到系统 高台县第一中学 金荣 裴松扬 -

平凉市 智能坐姿提醒仪 华亭市第一中学 刘娟丽 王钰涵 周祥乐



三等奖

兰州市 智能厨房及厨房安全机器人 兰州西北中学 马玉良 曹家玮 魏添

兰州市 智能燃气灶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骆晓燕 谢承均 李沁轩

平凉市 智能温室大棚 静宁县第四中学 张艳 靳少伟 吉天飞

武威市 药物辅助储存机 武威第十中学 程文祥 蒲天翔 苏奕辰

兰州市 搬运/维修/救援一体机器人 兰州市第五十六中学 杨永军 贡昊 李锦凡

优秀奖

定西市 班级智能人像识别点名系统 临洮县第二中学 张随勇 王彧琛 张晨辉

定西市 便携式智能微型保鲜箱 通渭县第一中学 陈国花 牛晓栋 卢鑫

金昌市 “未来之光”图像识别垃圾分类器 金昌市第三中学 皮春梅 张永轩 马天浩

酒泉市 智能感应节水灌溉系统 酒泉市北苑学校 王海 宋朝阳 屈朝宇

酒泉市 一种智能出液装置 玉门市第三中学 赵永晶 令家洋 杜宛舟

酒泉市 教室灯光智能控制器 玉门市第三中学 李雪山 李嘉鑫 浦奎山

兰州市 利用WiFi智能控制家庭灯具 兰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田沛 包国安 丁名显

兰州市 盲人饮水机 兰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慕建军 完颜金晨 段盛乔

兰州市 自动消毒机器人 兰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杨建军 孔令阳 路明辉

兰州市 干湿垃圾智能识别环保垃圾桶 兰州市第九十九中学 许永财 管俊博 陈鋆民

临夏回族自治州 双变量控制的智能浇花系统 甘肃省临夏回民中学 刘丹丹 白延青 马文强



优秀奖

临夏回族自治州 智能语音家具 广河中学 马维华 黎兰 马小花

平凉市 智能垃圾桶 华亭市第一中学 刘娟丽 周祥乐 王钰涵

平凉市 交互式智能机器人 平凉市第五中学 张伟胜 李明 王刚

张掖市 创新智能家居 高台县第三中学 张建宏 殷铭韬 孙文博

张掖市 自动上水器 临泽县第四中学 樊多虎 赵文镇 柳国良

张掖市 智能寻迹灭火小车 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王惠君 马一睿 陈玉红

张掖市 智能犬舍 张掖市第二中学 张海宇 张奕晨 李一禾

张掖市 智能导盲犬 张掖市育才中学 崔忠元 王奕欢 安阳赞旦

张掖市 超声波导盲小车 张掖市育才中学 崔忠元 詹海强 丁国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