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区）
智能控制小学组无人驾驶之模拟驾考竞赛获奖名单

奖项 区域 学校 指导老师 队员姓名

一等奖

张掖市 高台县西街小学 常鑫鹏 殷梓轩 智  通

天水市 秦安县兴国镇第三小学 牛亮军 杨轩泽 王一帆

平凉市 静宁县德顺小学 李昌生 马欣悦 谭钦方

平凉市 静宁县实验小学 温  娟 杨添翼 张景元

酒泉市 酒泉市实验小学 冯振山 冯  曦 董家瑞

天水市 天水市秦安县兴国镇第二小学 何荣芳 高  航 成  卓

定西市 临洮县第一实验小学 梁彦成 李皓泽 张一珉

平凉市 静宁县实验小学 郭  燕 胡世泽 韩  琛

定西市 临洮县椒山小学 师会林 赵佳阳 杨子琦

平凉市 静宁县城关小学 王鹏程 杨晨皓 陈一铭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九州小学 马  飞 巨  潇 邱泓博

二等奖

陇南市 西和县西青永丰小学 姜双燕 张可欣

平凉市 静宁县新城小学 张建喜 程琛 梁昶胜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正宁路小学 颜平鲁 李奕洋 陈奕好

兰州市 兰州新区第四小学 薛宏挺 梁炎年



二等奖

平凉市 静宁县新城小学 张建喜 李明伟 马  博

天水市 天水市秦安县兴国镇第二小学 佘女女 张国娇 马莲洁

天水市 天水市秦安县兴国镇第二小学 佘女女 曹璟琦 王程峻

兰州市 城关区畅家巷小学 李鹏积 任大中 牟嘉伟

平凉市 静宁县阿阳小学 赵扣学 宋  平

兰州市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定远中心小

学
梁祖灵 谈进辉 汉泽增

天水市 天水市麦积区实验小学 张存生 吕立群 吴家瑞

张掖市 高台县解放街小学 陈正虎 王  晨 陈奕君

兰州市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 姜振乾 贾宏轩 罗松嵛

平凉市 静宁县南关小学 师军军 景玉帛 姚  旭

酒泉市 酒泉市北苑学校 温世荣 王宇翔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正宁路小学 许宇宗 付思溶 曹明炀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通渭路小学 蔡阿香 吴逸飞

定西市 岷县西寨九年制学校 肖永贤 王爱强

天水市 天水市建设路第三小学 李萧林 王  娴 马昕怡

定西市 临洮县椒山小学 牟忠华 王新锐 符梓轩

陇南市 甘肃省宕昌县白水川小学 李仁平 任乐艺 郭文杰

张掖市 甘肃省高台县解放街小学 许兴梓 吴泽楷 柴  涵



二等奖

平凉市 甘肃省华亭市东华小学 王有文 李树深

三等奖

平凉市 静宁县阿阳小学 李东太 席昕玥 王雨涵

天水市 秦安县兴国镇第三小学 安育春 胡  淼 卢  岩

天水市 甘谷县大像山镇南街小学 李  斌 何景行 赵柏溪

兰州市 兰州市东郊学校 张  霞 宋子墨

平凉市 静宁县南关小学 梁惠玲 路镇源 张浩洋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东路小学 闫  文 谢天行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小学 赵立斌 刘书良

兰州市 兰州新区第四小学 薛宏挺 把发威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东路第二小学 俞慧春 蒋柏然

金昌市 金昌市第八小学 仲昕眉 马国海 姚文琦

平凉市 静宁县实验小学 杨  刚 李泽铎 任  鹏

兰州市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 邓雨春 蔡  易 秦炜然

平凉市 华亭市实验小学 王晨星 李钰淇

酒泉市 酒泉市南苑小学 牛安生 陈建韬 段志明

定西市 临洮县第三实验小学 闫小东 闫翼虎 王玺淯

兰州市 兰炼一小新区分校 谢世强 谢济源 把昀徳

酒泉市 酒泉市南苑小学 刘建兵 贾翔宇 李泰宣



三等奖

兰州市 兰州新区第四小学 朱绍波 朱俊家

张掖市 高台县西街小学 常鑫鹏 赵立翔 李  誉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小学 刘鹏程 王廷彰

张掖市 临泽县滨河小学 严丽娟 鲁振鹏 刘佳辉

定西市 岷县岷阳镇东关小学 张丽丽 韩江昱 李一帆

兰州市 西固区玉门街小学 郝金婷 王浩宇

酒泉市 酒泉市北苑学校 毛德军 魏国轩 高子轩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小学 李  华 崔之兴

平凉市 静宁县阿阳小学 王红周 吕宁宁

陇南市 宕昌县城关第一小学 马冬梅 包钧益 祁禹辰

平凉市 静宁县实验小学 何栋良 化  霖 钱秉煜

临夏州 临夏县韩集镇双城中心小学 赵学平 王伊博 丁文涛

兰州市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 王  娥 贾颜泽 谢京澎

张掖市 高台县南华初级中学 杨  忠 杨  智 王  泽

优秀奖

平凉市 静宁县新城小学 张建喜 李灵儿 唐雅婕

白银市 白银区第十三小学 王璐娜 陶欣然 梁一鹤

平凉市 静宁县实验小学 任兴琪 张晓松 王佳皓

天水市 天水市清水县原泉小学 成云平 刘师瑜 成尚轩



优秀奖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五泉小学 李靓伊 陡博文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清华小学 欧阳蓉 王钺盛

张掖市 高台县解放街小学 王芝英 赵思皓 殷生平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五泉小学 何晓英 毕洪康

定西市 岷县西城区小学 蒙  黎 任致远 李远哲

兰州市 兰炼一小新区分校 高君科 林泽瑄 郑钰晗

天水市 天水市麦积区道南小学 陈  伟 杨尚朋 周泰宇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小学 霍  军 王雨泽 张恩茂

兰州市 城关区畅家巷小学 杨文林 董志源 李晨曦

临夏州 临夏县韩集镇双城中心小学 宫文杰 赵康怡 李荣杰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正宁路小学 王万来 王梓舟 王梓宇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九州小学 王  碧 张浩轩 盛日嵘

定西市 岷县西寨九年制学校 王建军 刘建国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东路第一小学 任玉佳 李勇康 李萧恒

张掖市 高台县西街小学 常鑫鹏 朱  旺 周文蔚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雁宁路小学 魏振江 王心怡

酒泉市 玉门市第二小学 张志斌 杨佳墨 张睿婕

酒泉市 敦煌市南街小学 张  军 张艺轩 邓国栋



优秀奖

平凉市 静宁县南关小学 张变玲 李  一 张智龙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路小学 卢奕江 钱彦闯 吴炳新

兰州市 兰州市七里河区马滩小学 郑彩云 朱家烁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五泉小学 袁福月 张恩羽 赵璟钧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雁宁路小学 李明容 李诗涵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五泉小学 方凯锋 鲍  渲 杨锦轩

酒泉市 酒泉市西大街小学 马  巍 杨子谊 王  喆

兰州市 龚家湾第一小学 蔡晓东 赵格春茗 李佳颖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东郊学校 董桥华 岳昱岐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东路第一小学 范学良 王俊锦 唐梓轩

天水市 天水市秦安县兴国镇第二小学 何荣芳 薛  浩 关登科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兰州大学附属学校 张  瑶 王邵嘉

兰州市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小学 李  华 李承轩

平凉市 静宁县南关小学 王  薇 李  昊 张  远

天水市 天水市秦安县兴国镇第二小学 李多平 王文卓 杨丰钰

兰州市 兰州市东郊学校 王军友 王浩洋 魏建鸿

酒泉市 酒泉市实验小学 冯振山 朱彦泽 贾博贤

兰州市 水车园小学 贾翠姣 杨文瑜 樊子琛



优秀奖

酒泉市 敦煌市南街小学 陈永成 张浩轩 韩瑾铭

兰州市 兰州市城关区一只船小学 魏  萍 李梁敬恩

定西市 定西市安定区西关小学 刘雪娟 王锦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