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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甘肃省第五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暨第十五届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分区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队伍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老师 获奖奖项

1 兰州交通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第一代表队 余阳 党泽昊 孙鹏程 刘廷滨 张家玮 一等奖

2 兰州交通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第三代表队 王凡舒 车升洁 谭喜双 王丽娟 段志东 一等奖

3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第一代表队 柳倩倩 杨锐珍 刘培云 贾世珣 鲍娇 一等奖

4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第三代表队 袁超 张家明 尹键瑜 王亚军 王花平 一等奖

5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第二代表队 刘龙锋 郝齐越 董乐缘 吴忠铁 王晓琴 二等奖

6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第二代表队 刘明月 赵腾飞 吴涛勇 金柏祥 徐昕 二等奖

7 陇东学院 陇东学院第一代表队 李伟刚 李云周 张光磊 杨阳 胡爱萍 二等奖

8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第一代表队 赵津 紫龙飞 胡丰朔 吴忠铁 高忠虎 二等奖

9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第二代表队 王岁鹏 张成辉 张鸿福 周茂定 三等奖

10 陇东学院 陇东学院第二代表队 张东财 柴永兵 王正友 祁磊 王博 三等奖

11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第一代表队 蓝梓轩 罗宝琦 杨世豪 王亚军 魏新磊 三等奖

12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第二代表队 申劲松 孟凡硕 武耀栋 王亚军 潘春林 三等奖

13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第一代表队 苏凯 白罗罗 王卓 王秀丽 吴长 三等奖



第 2 页 共 129 页

14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第二代表队 刘龙锋 郝齐越 董乐缘 吴忠铁 王晓琴 最佳创意奖

15 兰州交通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第一代表队 余阳 党泽昊 孙鹏程 刘廷滨 张家玮 最佳制作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单位

兰州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学校 指导教师

兰州大学 王亚军、王花平

兰州交通大学 刘廷滨、张家玮、王丽娟、段志东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贾世珣、鲍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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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甘肃赛区选拔赛

暨“人文甘肃”高校师生艺术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一、平面类

序号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A-平面 我们有信仰 陈卫、郝涛涛 牛耕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一等奖

2 A-平面 润东方之美 陶玥、宫芸凤 肖发展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一等奖

3 A-平面 Canva 可画带你玩转设计 欧阳宝琦 赵思山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4 A-平面 何为 UT 倪平平 韩永林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5 A-平面 轻舞 马红、周姝 石华龙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6 A-平面 再远有你 刘昊亮 张学忠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一等奖

7 A-平面 开店啦！ 姜慧琪 韩永林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8 A-平面 养青丝舞敦煌 曹润泽 韩永林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9 A-平面 惊回首，醉回首，乌发飘飘秀。 鲜芳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一等奖

10 A-平面 东方佳人润养东方美 薛璟冰、谢莹 尚竑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11 A-平面 100 年润发产品海报设计 彭婧妍、张芙蓉 尚竑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12 A-平面 鲨鱼女孩 IP 形象设计 吴映清、李朝元 徐海翔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一等奖

13 A-平面 百变“莎鱼”IP 形象设计 赵锦达 徐海翔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一等奖

14 A-平面 天然，舒适，轻盈 张原菁 肖发展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一等奖

15 A-平面 芭莎女孩喝纤茶 张思乐 向世前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16 A-平面 守护你的丝“稠”之路 邓颖 郭俊宁 兰州文理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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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平面 100 润发滋养东方美 钟婉琳、师高魁 刘星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18 A-平面 蜕变 李宇洲 蒲佳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一等奖

19 A-平面 服适年轻人 李红珍、张倩 杨天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 一等奖

20 A-平面 记录生活，记录你 梁凯 丑岩桦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印刷出版工程学院 一等奖

21 A-平面 养青丝·舞敦煌 祝汉壮 王伟 陇东学院 美术学院 一等奖

22 A-平面 恋上元宇宙 张艺博 李丽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一等奖

23 A-平面 非常可乐倾注快乐 宋世荣、任奇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一等奖

24 A-平面 娃哈哈非常可乐——国潮限定款 王丹丹 鲁歆玉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其他 一等奖

25 A-平面 纤茶在手·美丽随行 伍登荣 闫慧彬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其他 一等奖

26 A-平面 哇哈哈—非常可乐 樊轨正 张春庆 兰州工商学院 艺术学院 一等奖

27 A-平面 军事强国，文化强国，科技强国 尉鹏程、卜英英 何亮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一等奖

28 A-平面 国潮妆容国韵之美 冯昕宇 李玉龙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二等奖

29 A-平面 芭莎女孩喝纤茶 康苗苗 董阳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30 A-平面 U 你 U 我 刘波 韩永林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31 A-平面 我想要的行李箱 马悦悦 马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32 A-平面 《暖心守护》周边设计 谢莹、薛璟冰 尚竑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33 A-平面 暖心周边 苏嘉睿、罗凌览 吴文春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二等奖

34 A-平面 梦想勇敢真我 咸有成、陈焕宇 马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35 A-平面 云南白药养元青*青丝守护 钟美萍 韩永林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36 A-平面 新青年红色精神 李莹莹、苗蓉蓉 孙晓勇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37 A-平面 食物牙齿 尹君霞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二等奖

38 A-平面 Perfect 女孩 王海洋 卢菲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二等奖

39 A-平面 有“平安”就够了 赵怡迪、赵小伟 燕昱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40 A-平面 A醇抗老，有 HBN 就够了 刘旭冉 李甜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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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平面 HBN 发光水海报 汪雨薇 陈瑶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42 A-平面 HBN 包装设计 马浩南、高翊 谢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二等奖

43 A-平面 营养美味欢乐加倍 苏嘉睿、李云乐 徐大祥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二等奖

44 A-平面 少年的记忆 安量 董阳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45 A-平面 爱华仕陪你一切 杨阳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二等奖

46 A-平面 999 百变暖心店 智钰梦、史国锋 刘起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47 A-平面 来一“垫”梦 智钰梦、史国锋 刘起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48 A-平面 来“垫”想象 左琪 马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49 A-平面 匠心 柏沐 马荣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 二等奖

50 A-平面 还你“醇”塑颜 赵莉莉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二等奖

51 A-平面 非常可乐包装设计 辛玉凤 蒲佳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52 A-平面 非常可乐敦煌联名系列包装 赫彦兄 韩永林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53 A-平面 HBN 的算术法则 杨藤子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二等奖

54 A-平面 芭莎女孩喝纤茶口味纤茶 胡春雨 谢丽娟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55 A-平面 芭莎女孩喝纤茶 梁婷婷 马炳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二等奖

56 A-平面 UT!me DIY 图案长沙 向俊豪 蒲佳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57 A-平面 承载梦想，箱伴你我！ 王丽娟 张莉 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原） 艺术系 二等奖

58 A-平面 夜·叶 陈婉亭 徐静雯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教育艺术学院 二等奖

59 A-平面 99 药业 王亚佰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二等奖

60 A-平面 暖心 99 王荷慧 李德荣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印刷出版工程学院 二等奖

61 A-平面 快乐音乐盲盒 王斌 谢文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印刷出版工程学院 二等奖

62 A-平面 养青丝·舞敦煌 赵吉星 宋文靓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63 A-平面 纳爱斯的生活 袁鸣 王志荣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二等奖

64 A-平面 纳爱斯花香悦然 周雨薇 靳小云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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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A-平面 来垫有想象力的睡眠 张德红 王宗泰 陇东学院 美术学院 二等奖

66 A-平面 逐梦青春·共筑未来 王玲 杨瑞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 二等奖

67 A-平面 福禄寿 鲜芳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二等奖

68 A-平面 京剧变脸，变回年轻！ 尹君霞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平面艺术系 三等奖

69 A-平面 无惧熬夜，抗老“发光水" 王成 张春庆 兰州工商学院 艺术学院 三等奖

70 A-平面 哇哈哈，为中国体育代言 师晓敏、王睿 张春庆 兰州工商学院 艺术学院 三等奖

71 A-平面 哇哈哈非常可乐之寻梦敦煌 梁恬 李晓辉 兰州工商学院 艺术学院 三等奖

72 A-平面 芭莎女孩喝纤茶 赵翘楚、刘进 王静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73 A-平面 我与“纤茶”的轻盈时光 王婷婷 孔旭梅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三等奖

74 A-平面 适色 李婧如、李一诺 徐子超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75 A-平面 何为 UT 倪平平 韩永林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76 A-平面 爱华仕箱包：涂鸦篇 马欣怡、王贺祺 李丽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三等奖

77 A-平面 让旅行更简单的爱华仕仙女箱 尹青玉 梁永宇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三等奖

78 A-平面 成语式爱华仕 韩夏瑾 马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79 A-平面 轻而易举 陈婉亭 徐静雯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教育艺术学院 三等奖

80 A-平面 小小身体大梦想 朱逸歌、张婷 张尧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三等奖

81 A-平面 我笔下的即是我的世界 李訾怡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三等奖

82 A-平面 勇敢筑梦人 张浩 韩永林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83 A-平面 云南白药养元青敦煌系列 华凤歌、王雯丽 刘星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84 A-平面 一梳到底 尹君霞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三等奖

85 A-平面 牙齿小分队 尹君霞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三等奖

86 A-平面 潮玩平安 朱昭阳 张重天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87 A-平面 随时随享—好果好汁好滋味 唐寅乾、李馨雨 孙晓勇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88 A-平面 “果燃”生活 蔡文珊 肖发展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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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A-平面 鲜榨好汁味，一滴不浪费 饶凡 白素贞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90 A-平面 呵护 井笑笑 徐子超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91 A-平面 果宝特攻 肖金敏、张娜娜 王宗泰 陇东学院 美术学院 三等奖

92 A-平面 精彩喝出来 柏沐 马万荣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 三等奖

93 A-平面 拒绝负担轻盈为纤 杜小慧、祁莲 张钟灵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94 A-平面 魅力与众不同 王妍 李艳 兰州文理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三等奖

95 A-平面 带上世界去旅行 刘润泽 赵继荣 兰州文理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三等奖

96 A-平面 养元青育发养发产品包装设计 李东旭 郭俊宁 兰州文理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三等奖

97 A-平面 百年呵护，润养东方之美 康杰、马雪儿 王悦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98 A-平面 国潮可乐 高浩轩 王志荣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三等奖

99 A-平面 墨海狂涛 师高魁 刘星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100 A-平面 护发也有纹理 张元宝 马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101 A-平面 洁牙工厂 何灵芝、吴艳莹 杨旦春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102 A-平面 纳爱斯牙膏 史小龙 肖瑞蓉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三等奖

103 A-平面 水果小姐 赵强强、毛佳乐 蒲佳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104 A-平面 乐器图标 吕文文、潘东平 刘星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105 A-平面 时尚 刘雅楠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三等奖

106 A-平面 纤茶与我 葛雨君 马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107 A-平面 纤纤珺子 陈乐乐 张国祥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印刷出版工程学院 三等奖

108 A-平面 cool 韦静 刘星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109 A-平面 奇妙动物 文静 刘星辉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110 A-平面 遨游系列箱包 马海明 蒲佳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111 A-平面 变“箱”为车 赵莉莉 崔加强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艺术系 三等奖

112 A-平面 04 云南白药养元青 康苗苗 张钟灵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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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A-平面 《植物润养东方美》系列海报 张尚峰、李帅牛 姚静萍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三等奖

114 A-平面 “顺流而下，润润发” 唐邦平 李丽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三等奖

115 A-平面 青丝秀发水润百年 姬秀 李丽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三等奖

116 A-平面 纳爱斯之旅—七夕与你 张瀚月 肖发展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117 A-平面 征程万里，继往开来 刘隆慧、王烁 刘阳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118 A-平面 绘出信仰、绘出精彩 候彦羽、裴佳乐 白兴易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三等奖

119 A-平面 梦想与现实 李碧蓉 李丽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三等奖

120 A-平面 禧乐敦煌 张娜娜、肖金敏 王伟 陇东学院 美术学院 三等奖

121 A-平面 百年润发 江婧琛 张谦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二、影视类

序号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Ba-影视 无拘无束，爱若无物
李曦泽、王洋、

王亮维、司念
王志荣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一等奖

2 Ba-影视 来“垫”想象，很不一样
田夏雪、于芳、

张子东
蔡帛真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一等奖

3 Ba-影视 纤茶喝出健康美
刘雯婧、边雪纯、

张璐、雷婧
程海艳 甘肃中医药大学 二等奖

4 Ba-影视 国潮韵律，非常魅力
程荣、王娜、孙

丽霞、杨丹
宋钰颖、蔡赟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二等奖

5 Ba-影视 果真不凡
刘田田、马健、

杨璀、王凯凯
王琼、朱艳君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二等奖

6 Ba-影视 芭莎女孩喝纤茶

苏玉欣、马依桐、

董新宇、强巴达

娃、张恒超

马成鸣、李欣阳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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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a-影视 就选即时设计！
高浩轩、齐保文、

刘卓清、杨洋
王志荣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三等奖

8 Ba-影视 我的“优点”我展示
刘雯婧、边雪纯、

张璐、雷婧
程海艳 甘肃中医药大学 无 三等奖

三、微电影类

序号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Bb-微电

影
烟火兰州 胡瀚文、贺钰涵 周晶、马兰 兰州交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一等奖

2
Bb-微电

影
青年行乡村兴

魏雪儿、吴珊萍、

魏子航、王银
朱怡璇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二等奖

3
Bb-微电

影
薪火相传守初心静心感受享生活

高浩轩、刘卓清、

杨洋
王志荣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三等奖

4
Bb-微电

影
幸福生活 何宝井 张茜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三等奖

5
Bb-微电

影
HAVE A NICE DAY

覃笑然、丁浩然、

何永元、周美颖、

张正

李坤 西北民族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三等奖

6
Bb-微电

影
何谓青年

杨树泰、杨子凡、

王江、史瑞杰、

王培彬

芦珊、付枭雄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三等奖

7
Bb-微电

影
青春

王鑫唐、李昌浩、

李仁、袁文明、

李訾怡

梁永宇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三等奖



第 10 页 共 129 页

四、短视频类

序号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Bc-短视

频
我们，都是艺术家 邹潜龙、马忠帅 米月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二等奖

2
Bc-短视

频
我，即是美 马语涵 王琼、秦亮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二等奖

五、动画类

序号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C-动画 非常可乐，动感出击
焦文文、杜升国

孙芙苓
卢忠胜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 一等奖

2 C-动画 来垫想象—给你五彩缤纷的梦 唐寅乾、张鸣 徐子超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3 C-动画 焕颜一新
李红玉、陈泽、

杨嘉辉、何文静
马越、谢旭洲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一等奖

4 C-动画 即时设计面向未来 李晨璐 贠欣、黄坤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二等奖

5 C-动画 百年润发自然体验 王爽 徐子超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6 C-动画 爱华仕箱包律动短片 付国强 鹿熙军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三等奖

7 C-动画 哇哈哈营养纯真果汁儿
包岩、何钰菁、

王子尧
贠欣、黄坤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三等奖

8 C-动画 哇哈哈果汁好果好汁好滋味 邹骏、黎廷灿 徐子超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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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动画 用了养元青沙漠也能变成森林
郝涛涛、杨文城、

陈卫、李晨璐
贠欣、黄坤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三等奖

六、互动类

序号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D-互动 非常时期，非常可乐 柏沐 马荣、张路蓉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 二等奖

2 D-互动 好果好汁，开启欢乐之旅
常凌筱、武鹏娟、

赵佳
杨梦玫 兰州文理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 三等奖

3 D-互动 写给前辈的一封信 刘令嘉 王琼、张和胜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三等奖

七、广播类

序号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E-广播 “芝士蛋糕” 窦凯莉、杜文婧 朱雅芸、康轶婷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民族工艺学院 一等奖

2 E-广播 不要怕
王鑫唐、李昌浩、

李仁
梁永宇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一等奖

3 E-广播 我们有信仰 云草 蔡帛真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一等奖

4 E-广播 花香悦然，唇香齿白 卢芬霞、孙宁 吴昊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一等奖

5 E-广播 陪伴
王鑫唐、李昌浩、

李仁
梁永宇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二等奖

6 E-广播 舞青丝，赏敦煌 杜晗 张丽丽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三等奖

7 E-广播 纳爱斯臻护牙膏，天然又健康 王乐 雷鸣 兰州城市学院 传媒学院 三等奖

8 E-广播 “别再脱了” 杜文婧、窦凯莉 李源、车晶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民族工艺学院 三等奖

9 E-广播 “师徒四人的神仙水” 杜文婧、曹雨琦 俞泉、郝远新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民族工艺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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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广播 “开怀大笑” 窦凯莉、史仲兰 何京、张瑞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民族工艺学院 三等奖

八、策划类

序号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F-策划案 守护你的“轻盈”之美
樊越、吴美潞、

赵容鑫、李平
韩永林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 一等奖

2 F-策划案 云南白药养元清

赵兰、韩毅、赵

莺莺、王臻、火

洁

马越、徐孝成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二等奖

3 F-策划案 我们有信仰—“致敬与传承” 施艳、秦婧妤 韩永林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 三等奖

4 F-策划案 优尚屋

韩毅、赵兰、王

臻、赵莺莺、马

强强

谢冰、李崴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三等奖

5 F-策划案 芭莎女孩喝纤茶 王雅静 王昕、蔡赟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三等奖

九、广告语类

序号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Ga-广告语 薄至极限，爱之深切 靳鑫鑫、李瑶 俞树煜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二等奖

2 Ga-广告语 天地华光百年采，玉珠银露润发来 张楠 赵润娣 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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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

十、长文案类

序号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Gb-长文

案
追梦人 方静 李晓辉 兰州工商学院 艺术学院 二等奖

2
Gb-长文

案
家 李震、黄文静 杨瑞琨 兰州工商学院 艺术学院 三等奖

3
Gb-长文

案
滋润抗老，就选 HBN 邹潜龙 米月 兰州交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三等奖

学校 指导教师

兰州大学 石华龙、尚竑、徐子超、吴昊

西北民族大学 徐海翔、蒲佳

西北师范大学 肖发展、张学忠、何亮、梁永宇

兰州理工大学 牛耕、李丽

兰州交通大学 周晶、马兰、王志荣

兰州财经大学 刘星辉、韩永林、卢忠胜

甘肃政法大学 赵思山、向世前

兰州文理学院 郭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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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单位

兰州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兰州财经大学

陇东学院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陇东学院 王伟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蔡帛真

兰州工商学院 张春庆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崔加强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鲁歆玉、朱雅芸、康轶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丑岩桦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闫慧彬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天、马越、谢旭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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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甘肃”高校师生艺术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人文甘肃（教师组）
序号 作品类型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院系 等级

1 视频类 游多彩甘肃，品万象人生 严富华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一等奖

2 文创类 丝路新礼系列文创产品 蒲佳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一等奖

3 视频类 甘肃非遗
胡源、郭华、史永宏、

胡玥、燕兵、王新龙
兰州文理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 一等奖

4 视觉传达设计类 九合味道，一村一特 蔡赟、谢旭洲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一等奖

5 视觉传达设计类 只醉金城 王亦慧 兰州文理学院 美术系 一等奖

6 多媒体类 云游大地湾 李晓辉、张春庆 兰州工商学院 艺术学院 一等奖

7 文创类 敦煌“飞天”手办设计 孙晓勇、侯虎明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8 海报类 丝绸之路 张谦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9 文创类 裕固一家人 马越、李崴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二等奖

10 视频类 云水梵音 宋文靓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11 文创类 沙州伎乐 柳梦晗、张春庆 兰州工商学院 艺术学院 二等奖

12 文创类 敦煌的童话世界 肖发展、宫芸凤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13 海报类 兰州印象 徐子超、蒋秀琴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14 文创类 兰州大学文创产品设计 徐晓玲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技术大学
民族工艺学院 二等奖

15 插画类 瑰宝 刘波 兰州工商学院 艺术学院 二等奖

16 海报类 《幸福生活》系列招贴设计 谢丽娟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17 文创类 甘•宿 赵丽 河西学院 信息技术与传媒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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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8 视觉传达设计类 甘肃兰州实验小学一年级三班标志 王昕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三等奖

19 文创类 桃礼桃器 张磊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三等奖

20 海报类 临夏砖雕 刘星辉、吕慧子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21 视频类 重新丝路辉煌 李崴、马炳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三等奖

22 插画类 南梁故事 周静 陇东学院 美术学院 三等奖

23 海报类 甘肃印象 徐静雯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教育艺术学院 三等奖

24 海报类 敦煌鸟虫书.敦煌写经体 马才飞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人文甘肃（学生组）

序号
作品

类型
作品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学校 院系 等级

1 海报类 世界和平 何蔓达呼 曹巍 中央美术学院 造型学院 一等奖

2 文创类 毅龙牛肉面 刘毅龙 谢丽娟、王凯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一等奖

3 插画类 大美甘肃 豆悦 尚竑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4 文创类 甘肃特色甜茶包装设计 王子恒、李博群 肖发展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5 插画类 “青.丝行” 杨泽宇 彭晓佳 兰州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6
视觉传达

设计类
黄河之子 智钰梦 刘起、徐海翔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7 文创类 民俗文创设计 杨浩东 张少泉、蒲佳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8 文创类
“视界”—陇南白马藏族傩面具的

创意设计与延展
陈力荣 向世前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9 文创类 敦煌元素大漆文创产品设计 关爽、匡子寒、汤峰 刘志刚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10 文创类 锦绣丹霞 陈滨 胡卫国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第 17 页 共 129 页

11 插画类 人文甘肃图鉴 赵锦达 徐海翔、刘起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二等奖

12 文创类 大美敦煌 何金龙 李甜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二等奖

13 视频类 中华书医
顾雅洁、王甜甜、罗红

亮、杨云霞、巨文婷
赵艳、秦亮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二等奖

14 视频类 梦起丝路·心动张掖 单婕、徐骥轩、禅慧 俞树煜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 三等奖

15 文创类 马家窑 IP 形象设计 李博群、王子恒 王莹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16 文创类 敦煌之旅 蒋锐波 孙毅 甘肃政法大学 艺术学院 三等奖

17 视频类 河西宝卷传承世家 何建奇、秦茂淋 赵静 河西学院
信息技术与传媒学

院
三等奖

18 视频类 遇见葫芦 张志朋 王琼、朱艳君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与传媒系 三等奖

19 文创类 《织物致知》创意产品设计 未文霞 柴萍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美术系 三等奖

20 文创类 印象兰州
康婷、魏弋涵、杨丽娜、

赵小曼
扎西当知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院
三等奖

21 文创类 源陇斋敦煌联名趣味药包 罗筱荞、罗凌览 肖发展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22 视频类 非遗传统技艺—剪纸 张军英 石晶、张路蓉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院
三等奖

23 文创类
《五牛祥瑞》系列文创产品包装设

计
刘宗红、吴昕泽

朱守会、王春霞、李

浩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三等奖

24 文创类 “兰州美食”文创产品设计 庞靖、邱伊林、辜雨桐 李文丽 西北民族大学
教育信息与技术学

院
三等奖

25 海报类 莫高无象 关爽 刘志刚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26 插画类 消失的古城 李宇洲 蒲佳、王凯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三等奖

27 视频类 兰州.城 胡瀚文、贺钰涵 周晶、马兰 兰州交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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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三届甘肃省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团队编号 学校 项目名称、指导老师、团队成员 获奖等级

1 67445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青藏高原高寒草地丛枝菌根真菌对降雨梯度响应的研究

指导老师：郑智

团队成员：张璐、陈丽娟、牟欣欣、寇明娜、汪彩霞

一等奖

2 61545 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H3K4me3 参与植物冷冻记忆的研究

指导老师：宋渊

团队成员：张天一、苏泽忠

一等奖

3 65284 陇东学院

项目名称：木质素降解菌的筛选及其降解特性研究

指导老师：尚菲、刘灵霞

团队成员：李进翠、杨佳琪、王苇、刘舒婷、赵国福

一等奖

4 65608 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祁连山云杉林的菌根真菌种质资源及幼苗促生效果研究

指导老师：潘建斌、刘永俊

团队成员：武塘鑫、曾婷、蔡禾、范必成

一等奖

5 68289 兰州理工大学

项目名称：窖龄和窖池空间位置对白酒窖泥理化性质及其微生物菌群的差异性影响分析

指导老师：张丙云、任海伟

团队成员：王希、赵怡依、保明昌、石正明、郭骏童

一等奖

6 63197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紫花地丁两型花发育过程中 APETALA3 基因表达特征的比较研究

指导老师：李巧峡

团队成员：陶韬、田丹丹、王荣辉、沈旭丽、王默

一等奖

7 64248 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校园灰喜鹊食物分享行为

指导老师：陈嘉妮

团队成员：彭佳乐、杨浦、王晨雅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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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6342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基于 SGK1 抑制剂靶点发现新型先导化合物的虚拟筛选研究

指导老师：张娟红，张会

团队成员：陈莹佳艺、王丹、郑秀荷、任丽、张建

一等奖

9 66497 西北民族大学

项目名称：产苯乳酸菌的分离鉴定及其益生特性研究

指导老师：吴慧昊、徐红伟

团队成员：阿戈尔柯·哈纳特、刘梓琦、李姿茹

一等奖

10 66203 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基于 Escherichia coli 构建全细胞乳酸生物传感器

指导老师：李祥锴

团队成员：黄铮、陈桂卿、王思尧、刘博颖

一等奖

11 61489 河西学院

项目名称：甘肃省张掖产区“马瑟兰”葡萄最佳采收期确定

指导老师：张红娟、刘霞

团队成员：朱腾飞、张圆龙、张婷婷、邢佳雨

一等奖

12 65111 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线粒体 NDB1 在拟南芥干旱耐受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

指导老师：何文亮、王晓敏

团队成员：周永贤、吕诗卉、邓雪怡、刘梦月、程曼曼

一等奖

13 66357 西北民族大学

项目名称：尾菜汁在产朊假丝酵母高密度培养中的利用研究

指导老师：徐红伟、吴慧昊

团队成员：郎妍、刘家惠、马莹莹

二等奖

14 62586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铅超富集植物聚合草内生功能菌的分离、筛选与验证

指导老师：王玉佩、侯勤正

团队成员：刘欣怡、李崇洲、包炎玉、郭雪英、郑菊翠

二等奖

15 64417 陇东学院

项目名称：黄精内生菌代谢产物活性分析及成分鉴定

指导老师：刘秀丽、刘丽萍

团队成员：赵彩雪、薛敏、黄娟、白慧、王静

二等奖

16 66822 西北民族大学

项目名称：兰州唐古特白刺根际促生菌筛选及其特性研究

指导老师：郭晓农

团队成员：马梦慈、吝瑞杰、向东、赵诗佳、陈玄烨

二等奖

17 60893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黄河上游饮用水源地——刘家峡水库浮游生物多样性及水体环境质量评价

指导老师：陈凌云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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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金佳栎、孙潇月、白广生、王艳红、董袁欣

18 64747 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蒺藜苜蓿共生固氮缺失突变体的筛选及生物学鉴定

指导老师：陈玉辉

团队成员：黄沈溪、宋文杰、王端阳、黄琬淇、李悦诚

二等奖

19 60116 天水师范学院

项目名称：落叶还田和氮素添加对旱地樱桃果园土壤碳激发效应的影响及机理

指导老师：王静

团队成员：薛瑞芳、王丹丹、南文慧、张苗苗、孙婷婷

二等奖

20 66287 河西学院

项目名称：北江荛花遗传多样性种群遗传结构研究

指导老师：张超强

团队成员：贺会宁、尉明杰、王惠、王晓雅、杨爽

二等奖

21 63263 河西学院

项目名称：螺旋藻固碳高产藻蓝蛋白的研究

指导老师：刘海燕

团队成员：张明明、张凡、吕建晔、张雪冬、王代玮

二等奖

22 68719 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肝星状细胞与肝癌细胞交互作用促进肿瘤 Warburg 效应

指导老师：任龙飞

团队成员：杨咏琪、周逸华、吕晴、关勇、吴艺涵

二等奖

23 65523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不同林龄中国沙棘雌雄株对放牧强度的生理生态响应机制

指导老师：樊宝丽

团队成员：田亚娥、毕铭、马付丽、鲁玉佼、宋苗苗

二等奖

24 65784 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武都花椒根腐病致病菌鉴定及其防治研究

指导老师：刘永俊、潘建斌

团队成员：王丹丹、杜霞、王振茜、海思荣

二等奖

25 63126 天水师范学院

项目名称：生物催化烯烃的不对称水合反应合成手性醇

指导老师：马伟超、王鹏

团队成员：安雪莹、张永武、杨一、杨青香、赵海波

二等奖

26 65100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基于新冠病毒主蛋白酶 Mpro 的小分子先导化合物虚拟筛选发现的研究

指导老师：张会

团队成员：任林芳、王瑾、王妮、杨鑫淼、杨述安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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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67356 河西学院

项目名称：植物提取液对玉米种带镰孢霉的抑制机理研究

指导老师：邢会琴、牛鑫

团队成员：李世霞、张丽、张瑞华、杨媛、张敏

二等奖

28 66164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转录因子 MYB102 增强拟南芥干旱胁迫耐受以及延迟开花的功能初探

指导老师：王玮

团队成员：徐子涵、任永臻、宋晓蕊、宗俊杰、达海雯

二等奖

29 60087 河西学院

项目名称：低温对白菜型冬油菜内源激素、氨基酸及蛋白质代谢的影响

指导老师：曾秀存、张芬琴

团队成员：李林蔚、王瑞、杨柯、王海丽

三等奖

30 60979 河西学院

项目名称：车前草浸提液对四种牧草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指导老师：龚志萍、马银山

团队成员：连佳丽、王晗睿、刘世龙、高菲儿、王惠莲

三等奖

31 62479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油菜素内酯 (Brassinosteroids BRs)共受体 SERKs 家族可能介导的冷冻信号研究

指导老师：吴旺泽

团队成员：刘莹、何万梅、钱文晶、韩继龙

三等奖

32 68728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沙蒿硒多糖通过诱导巨噬细胞 M1 型极化增强抗肿瘤作用研究

指导老师：王俊龙

团队成员：徐智超、汪婷峰、肖红、杨茹、周小雪

三等奖

33 68215 河西学院

项目名称：氮磷添加对甘草叶片功能性状的影响

指导老师：高海宁

团队成员：朱雅琪、韩龙娟、何玉浩、席志杰、张艺雯

三等奖

34 65660 兰州理工大学

项目名称：羊肚菌菌丝体固态发酵条件优化及其主要呈鲜物质代谢调控研究

指导老师：刘冰、赵萍

团队成员：冯佩瑶、魏慧元、张学桐、付云娜、闫德慧

三等奖

35 62532 河西学院

项目名称：长孢子蜡蚧菌对温室葡萄蚧壳虫防治研究

指导老师：张挺峰

团队成员：秦靖雯、苏震、魏苗苗、胡鸣、赵忠霞

三等奖

36 66249 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人类非经典 ORF 功能的生物信息学探究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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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张宏

团队成员：姚超、廖梓涵、王博昊、王薪森、秦繁盛

37 66489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TaSnRK2 激酶与 ABF/AREB 转录因子在响应盐胁迫中的相互作用研究

指导老师：张丽娜

团队成员：马晓梅、马小红、卢晓楠、王洋、唐璐

三等奖

38 67993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神经肽 neuronostatin 的敲除及其功能评价

指导老师：杨少斌

团队成员：许锦标、于秀玲、赵思佳、张晓明、王景兰

三等奖

39 64414 西北民族大学

项目名称：黄河兰州段抗生素与重金属交叉抗性菌的筛选鉴定及抗性分析

指导老师：冯玉兰、魏嘉

团队成员：龙进宝、彭春艳、汪明金、陶可盈、黄锦涛

三等奖

40 64276 河西学院

项目名称：覆盖作物在河西地区玉米种植体系中的适宜性评价

指导老师：濮超

团队成员：谢鹏飞、蔡洁、胡建元、刘晶、司顺乾

三等奖

41 60110 天水师范学院

项目名称：不同浓度钙、硅处理对大樱桃裂果的影响

指导老师：邹亚丽

团队成员：高明玲、石婷婷、赵文秀、郑伟、王文学

三等奖

42 68041 武威职业学院

项目名称：甘草主要化学成分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指导老师：袁瑞雪、杨建美

团队成员：张千千、吕洋洋、曾亚丽、魏钰、高金玲

三等奖

43 64121 武威职业学院

项目名称：博落回中血根碱的提取纯化方法研究

指导老师：陈辉生

团队成员：韩冰洁、陈引兄、赵苗苗、任艳娇、曹盼盼

三等奖

44 68622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丁香酚对牛乳腺炎致病菌的抑菌活性研究及乳剂的制备

指导老师：李媛、梁俊玉

团队成员：李秋月、王佳丽、姬颖、马英兰、王作亮

三等奖

45 67642 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荧光假单胞菌中毒素 HipA 抑制细菌生长的机制研究

指导老师：王勇、何永兴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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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宋琪、陈佳怡、柯乐怡、李克瑞、子布

46 68932 甘肃医学院

项目名称：基于 HPLC-UV 代谢组学研究藜麦黄酮对 T2DM 大鼠的作用机制

指导老师：王保平、张圆

团队成员：高生媛、马瑄、李志玉、赵炬红、杨瑞

三等奖

47 64792 武威职业学院

项目名称：荒漠药用植物黑果枸杞群落物种多样性研究

指导老师：杨建美、袁瑞雪

团队成员：王春梅、牛倩倩、高金玲、蔡燕、徐春琳

三等奖

48 65968 西北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以提升植物、昆虫多样性及其相互作用为目标的草地恢复研究

指导老师：路宁娜

团队成员：姜成霞、王银银、周娜、潘玲儿、王艳祖

三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学校 指导教师

兰州大学 宋渊、潘建斌、刘永俊、陈嘉妮、李祥锴、何文亮、王晓敏

西北民族大学 吴慧昊、徐红伟

西北师范大学 郑智、李巧峡、张娟红、张会

兰州理工大学 张丙云、任海伟

河西学院 张红娟、刘霞

陇东学院 尚菲、刘灵霞

优秀组织单位

兰州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河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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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十届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甘肃赛区选拔赛获奖名单
序

号
学校 作品编码 组别 作品名称 创作人员 指导教师 省赛奖项

1 兰州大学 S+A81776+A5+001 学生组 OUR PETER 简宏晋帆，刘荣秀 魏万勇，孙晓勇 一等奖

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86 学生组 谭木匠“唐”系列梳子包装 吴子杰，许云翔 朱守会，王春霞 一等奖

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L3A+001 学生组 “书式生活”浦东图书馆文创设计 程子轩，智钰梦，石童 徐海翔 一等奖

4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5+008 学生组 “风调雨顺”敦煌壁画系列文创设计 陈政斐，刘盼雯 郑向阳，张建 一等奖

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10 学生组 “共荣客厅”共享理念下邻里交往空间设计 白晓，周方正，唐伟洪 张涵，李强 一等奖

6 甘肃农业大学 S+A82411+D6+002 学生组 千里纳西·固碳不息 杨佳飞，刘昊天，翟婷 刘淑英，徐虹 一等奖

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16 学生组 “融与合”—基于地域性下的乡村民宿设计 王一鑫 陈谦 一等奖

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F4+001 学生组 “思语”系列饰品设计 林梦舟 白兴易 一等奖

9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D2+012 学生组 “我”和“城” 董浩然，张广智，洪俊烽 王鑫 一等奖

1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T1B+003 学生组 “于都富硒米”包装设计 姚炎孜，赵莹颖 李旭 一等奖

11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T2B+004 学生组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动态海报 原伊萌 郑向阳 一等奖

1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3+002 学生组 《龙门客栈》品牌视觉形象设计 王善民 包艳 一等奖

13 兰州文理学院 S+A80839+A2+002 学生组 回益 王娴 尹喆 一等奖

1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3+001 学生组 《炎烧》品牌视觉形象设计 李杨 包艳 一等奖

15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G1+002 学生组 2022·彩陶 IP 设计 李博群，王子恒，李浩 王莹 一等奖

1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12 学生组 BABY CARE 智能儿童成长餐椅 邢凡凤，申薇洋，李清月 王鹏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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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B1+004 学生组 COLORKEY 水雾唇釉
高鹏，刘栩辰，许湘，吴

赛骞，康晶晶
王春霞 一等奖

18 兰州大学 S+A81776+E2+003 学生组 FLR 冰上救援装备
简宏晋帆，张珂源，李林

夏
孙晓勇 一等奖

1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73 学生组 hi 阿喵 张艺博，林静，何佳璇 朱守会 一等奖

20 西北民族大学 S+A81479+G1+003 学生组 IP 角色创作《流观山海》 何瑶瑶 李文丽 一等奖

2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81 学生组 ME,更多 YOUNG! 马欣怡，王贺祺 李丽 一等奖

2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J2+014 学生组 阿干镇纪实 郝涛涛 王志军，贠欣 一等奖

2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86 学生组 安全小卫士 陈治西，喻舒凡，孙咏妍 柴英杰 一等奖

24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A4+001 学生组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宫芸凤 张莉雅 一等奖

2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38 学生组 藏家新篇 邹艳妮，薛玲，孟怡杉 王鹏 一等奖

26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08 学生组 穿戴式下肢助行器设计 谭嘉俊 曹海艳 一等奖

2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J1+007 学生组 春暖花开 董拴霞，谢妙，李文茹 一等奖

28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A5+006 学生组 大宋﹒汴梁礼物 朱佳婷，张思莹 肖发展 一等奖

2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B2+006 学生组 地球行动
刘栩辰，刘贺诺瑶，庞伟

业
一等奖

30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16 学生组 地陷救援车设计 曹梦梦 张建 一等奖

31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G2+001 学生组 敦敦的日常 李艺萌 刘昭 一等奖

32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H1+024 学生组 敦煌数字插画割肉济亲 王雪芳，张青萍，曹一凡 蓝充，吴晶 一等奖

3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16 学生组 多方式使用的便携熨斗 王智琳，葛怡，张金萍 景楠，杨广银 一等奖

3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03 学生组 芳华重塑·空间演绎 张卓，郭姝婕，李小兰 李鸿飞，张小娟 一等奖

35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5+003 学生组 甘肃.珍果 赵锦达，智钰梦，李朝元 徐海翔，刘起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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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G1+006 学生组 甘小裕的奇妙日常 牟徐鸣，赵天一 李丽，姚静萍 一等奖

37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23 学生组 钢管水压机创新设计 田存振 张建 一等奖

38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D1+001 学生组 工业记忆 1872—兰州通用机器厂改造 张子健 范文玲 一等奖

39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D2+007 学生组
活力再现——从城市沉寂空间到片区活力

中心
杨文建，裴怡萱，万紊君 梁艳 一等奖

4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1+015 学生组 积木公寓-蜂巢 张扬宇，魏姝君 闫幼锋，陈伟东 一等奖

41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37 学生组 基于仓储物流下的新能源叉车设计 宋星池 何玮 一等奖

4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05 学生组 基于无界空间下的未来文创产业园设计 李小兰，石鑫，王小乐 王雅梅 一等奖

43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1+013 学生组 畸形教育 姚凯迪 刘志刚 一等奖

44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04 学生组 救援物资运输车设计 李浩缘 曹海艳 一等奖

4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T2C+007 学生组 咖啡渣杯套机 葛怡，王玉莲，刘军迪 杨广银，景楠 一等奖

4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T3B+001 学生组 来到青原，遇见情缘 郝涛涛，陈卫 贠欣 一等奖

47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A5+005 学生组 凉州快餐 齐保文，高浩轩，杨越涵 蓝充 一等奖

48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21 学生组 两栖快速登陆艇设计 张帆 张建 一等奖

4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16 学生组 蜜桃小镇系列产品包装设计 郝涛涛，陈卫，傅荣 朱守会，李丽 一等奖

50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4+004 学生组 模块化置物架 马诗颖 何玮 一等奖

51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T1B+007 学生组 起点·于都 智钰梦，史国锋 刘起，徐海翔 一等奖

52 西北民族大学 S+A81479+H1+004 学生组 青帝点灵录 卢雨弘，董硕，张金星 李瑾 一等奖

53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05 学生组 森林消防机器人设计 王子龙 曹海艳 一等奖

5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B1+002 学生组 设计改变生活，助力乡村振兴
郝涛涛，陈卫，秦思奥，

陈治西，杨文城
王志军，许韶华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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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41 学生组 收装一体式枸杞采摘车 康晶晶，卜一凡，姚炎孜 王鹏，李旭 一等奖

56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13 学生组 树木涂白机设计 王泽鹏，黄文娟 杜娜 一等奖

5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84 学生组 双孢菇包装设计 戴雅珣 李丽 一等奖

58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E5+002 学生组 溯源汉字魔方设计 李永辉，王子恒，李博群 肖发展 一等奖

5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82 学生组 涂鸦世界 马欣怡，王贺祺 李丽 一等奖

6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55 学生组 宛陵嘉木 张小敏，邹文龙 朱守会 一等奖

6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11 学生组 文化广场设计 祝新呈，石凯云，孙浩楠 王鹏鸣 一等奖

6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43 学生组 无人配送车设计 梁家宁，铁昀新 周爱民 一等奖

6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30 学生组 小白儿童牙膏 贺婷，查玉辉，汪炳晖 朱守会，王春霞 一等奖

64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38 学生组 新型微耕机设计 何婷婷 何玮 一等奖

6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4+042 学生组 新中式书房家具 李想 李力 一等奖

6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14 学生组 雪雕景观成型铲雪车 贾博童，黄羚婉，王茜 苏建宁 一等奖

67 西北民族大学 S+A81479+A1+006 学生组 印象兰州 徐慧子，杨沐奕，陈媚瑶 李文丽 一等奖

6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6+016 学生组 游子“当归”，以艺还乡
杨雪莲，阿合交力·沙依

劳，艾博苤·特勒别克
张新红 一等奖

69 兰州文理学院 S+A80839+C1+001 学生组 与党同行——党建可视化交互平台 谈天娇，程思源，潘黎明 马国俊 一等奖

70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M2+001 学生组 驭骁川藏 姜月 蒲佳 一等奖

7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07 学生组 治愈系插画在公共区域中的视觉传达研究 王彩婷 张新红 一等奖

72 兰州文理学院 S+A80839+A2+001 学生组 智能养老 罗子涵，韩亮才，白馨悦 马国俊 一等奖

7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6+005 学生组 筑梦天府，感知蓉城
王雅琪，杨雪莲，艾博

苤·特勒别克
李鸿飞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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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3+024 学生组 子母式地震救援车 康晶晶，许湘 李旭，周爱民 一等奖

75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

学
S+A10936+A1+034

专科学生

组
拥抱生活的“亿”万种可能 梁凯 丑岩桦 一等奖

76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

学
S+A10936+A1+022

专科学生

组
月半元宵 张悦 丑岩桦 一等奖

77 兰州交通大学 T+A81017+H1+003 教师组 《铃鹿飞天绘卷》 蓝充 一等奖

78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T+A10945+F2+001 教师组 丹霞地貌首饰设计 杨天，张路蓉 一等奖

79 西北民族大学 T+A81864+E5+001 教师组 国粹古韵·麻将设计 刘起，孙雅琪 一等奖

80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T+A11622+B1+002 教师组 重现丝路辉煌 李崴，王琼，谢旭洲 一等奖

81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T+A10945+A6+001 教师组 字体设计两张 张路蓉，石晶 一等奖

8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4+033 学生组 可持续绿色生态装置设计 陈思，许湘，刘栩辰 李力 二等奖

83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J2+001 学生组 众生百相系列组图 马诗颖 何玮 二等奖

8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3+003 学生组 “RECYCLE”社区智能分类垃圾桶设计 王茜，张睿，贾博童 李奋强 二等奖

8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2+005 学生组 “UI 汇学网”网页设计 刘明阳 鹿熙军 二等奖

8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25 学生组 “芳巾”品牌包装设计 高伊平 朱守会 二等奖

87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A5+005 学生组 “刻”字文化——办公用品 石涵，卢金华 肖发展 二等奖

88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H1+002 学生组 “苗趣横生”插画设计 田媛 张莉雅 二等奖

8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61 学生组 “三摩妙地”隆兴寺系列文创产品设计 兰天翔，王俊焱，贾鸿 苏建宁，景楠 二等奖

9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T2C+003 学生组 “塑型”-鱼骨夜灯 张慧爽，李文茹 张书涛 二等奖

91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1+038 学生组 “它们”的生命掌握在谁手中 冯巧雯 蒲佳，刘志刚 二等奖

9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01 学生组 “团圆”设计提案及文创衍生品设计 秦鸣飞，刘宗红，陈弋辉 朱守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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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05 学生组 “医应俱全”——多场景智慧医疗守护者 何钰菁，武文博，刘宗红 刘刚 二等奖

9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62 学生组 “鱼”音袅袅伴手小音箱设计 朱强，宋哲，李娜 景楠，白兴易 二等奖

9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08 学生组 “蕴蓝”系列化餐具设计 王茜，张睿
李金春，李奋

强
二等奖

96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D3+002 学生组 《诧—131》公共艺术展馆 马磊 范文玲 二等奖

9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14 学生组 《快乐果汁，纵向滋味》 黄佳佳，贺婷 李浩，李丽 二等奖

98 西北民族大学 S+A81479+G1+005 学生组 《牦牛-雪舟》 杨沐奕，徐慧子，陈媚瑶 李文丽 二等奖

9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49 学生组 《梦回敦煌》系列宣传海报 陈卫，郝涛涛，黄梦 牛耕，李浩 二等奖

100 西北民族大学 S+A81479+A1+004 学生组 《秘境甘南》 杨沐奕，陈雨嫣，李钰培 李文丽 二等奖

101 西北民族大学 S+A81479+E5+001 学生组 《淘气包》马家窑文创产品设计创作 仲雨瑶 李文丽 二等奖

102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A1+005 学生组 《消失的动物》 张原菁，李琳娜 肖发展 二等奖

103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25 学生组 《小型消防车设计》 盛婕 曹海艳 二等奖

10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30 学生组 《研时光》 张林慧，刘明阳，郝元凤 二等奖

10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6+002 学生组 GATHET TO TOGETHER 徐融，盛成龙，王小乐
王雅梅，李鸿

飞
二等奖

10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08 学生组 Healer——阿尔兹海默症打击乐器设计 张睿，裴佳乐，王茜
周爱民，欧阳

晋焱
二等奖

10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97 学生组 LABYRINTH 互动式儿童用药辅助设计 王茜，贾博童 李奋强 二等奖

10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4+012 学生组 Mr Clean·智慧清洁 薛玲，李清月，孟怡杉
朱守会，王春

霞
二等奖

10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T2C+004 学生组 Sixth Book 孙咏妍，潘越 王鹏 二等奖

11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N1+001 学生组 TOD 复合社区设计-兰州骆驼巷社区
叶志伟，靳淳，杨佳彬，刘

艳

陈伟东，张顺

尧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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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58 学生组 熬夜晚睡，光彩依旧 彭世伟，许湘，陈思 王春霞 二等奖

11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B3+011 学生组 八步沙黏土动画 白国钰，高驰，苟晓雯
王志军，雷兴

福
二等奖

113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B4+002 学生组 白马赞歌 刘卓清，高浩轩，杨洋 王志荣 二等奖

11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3+034 学生组 办公空间设计 于晶源 李金春 二等奖

11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1+017 学生组 初见未来 赵涵诺 赵丽峰，陈伟东 二等奖

11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01 学生组 川杏社-集装箱轰趴俱乐部设计 王广正，赵燕，黄永世 王鹏 二等奖

117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A5+007 学生组 敦煌农特产品外包装创意设计 万紊君，杨文建，原伊萌 郑向阳 二等奖

11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26 学生组 敦煌系列海报《鹿•宁》系列 查玉辉，贺婷 黄坤 二等奖

119 西北民族大学 S+A81479+B2+002 学生组 二维动画《人工稚·能》 张超 李文丽 二等奖

120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D3+002 学生组 飞云之下概念书店室内设计 樊伟豪，张广智，郑鑫浩 牛青 二等奖

121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D1+002 学生组 甘南藏族新民居设计 何正旭，杨昀 才让多杰 二等奖

12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47 学生组 甘肃耿式秦腔文创设计——“有戏” 康晶晶，许湘，曹成才 景楠，李旭 二等奖

12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G1+019 学生组 甘肃生态 ip 形象设计 姚炎孜，赵莹颖 李旭 二等奖

124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G1+004 学生组 甘肃省 IP 形象设计——甘肃小分队 高珊，孙姝，应倩倩 张茜 二等奖

125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E5+005 学生组 给眼睛做个 SPA 郑喜文，曹文雅 二等奖

12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3+036 学生组 公共小型消防无人机 刘力维，李帅牛，汪学文 柴英杰，白兴易 二等奖

12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6+003 学生组 骨头体 吴昕泽，刘宗红，何钰菁 朱守会 二等奖

12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09 学生组 关帝庙-左顾右盼民俗文化街区更新 魏晓洁，魏田甜，雷昊 李金春 二等奖

12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1+026 学生组 光舍积木 徐平 ，宋梓嫣 赵丽峰，孙路倩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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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33 学生组 汉字甘肃 张小敏，邹文龙 朱守会，薛静 二等奖

131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T3B+001 学生组 行旅青原 孙姝 王鑫 二等奖

132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H1+003 学生组 湖湘文化 田媛 张莉雅 二等奖

13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G1+003 学生组 歡夕系列 IP 裴佳乐，李帅牛，胡林 白兴易 二等奖

13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7+001 学生组 基于游戏化思维的产品设计 朱哲宁 李力，谌凤莲 二等奖

13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32 学生组 基于张掖丹霞地貌特征的旅行壶创新设计 闫星云 胡洁，白兴易 二等奖

13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92 学生组 家用智能垃圾桶设计 陈文鹏，郭睿，邓蓉
张书涛，李亚

雄
二等奖

13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46 学生组 剪印——剪纸床头灯 张小敏，邹文龙 李力，谌凤莲 二等奖

13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29 学生组 建筑施工升降机设计 张凡，杨志强 张书涛 二等奖

13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02 学生组 金城·十里烟火-水车园改造设计 王广正，黄永世，孙浩楠 王鹏鸣 二等奖

140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1+008 学生组 救赎 车蕊 蒲佳 二等奖

14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4+004 学生组 抗“疫”摄影集 郝涛涛，陈卫 牛耕，史小磊 二等奖

14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1+023 学生组 空间折叠：疫情下的城市生活空间 吴昊
陈伟东，赵丽

峰
二等奖

143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10 学生组 矿用可穿戴设备 贾田宁 宋佳玮 二等奖

14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46 学生组 兰州情黄河行旅游地图 李月 景楠 二等奖

14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07 学生组 兰州水车园公共空间设计 祝新呈，石凯云，孙浩楠 二等奖

14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G2+027 学生组 陇上樱珠——“莹莹”动态表情包设计 杨雯迪，资佳敏，苏启宽 包艳 二等奖

14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J1+008 学生组 面孔之口罩之上：疫情中不同人的眼 郝涛涛 牛耕，李丽 二等奖

14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73 学生组 民间传统印染工艺传承与创新产品设计 李雪 李力，谌凤莲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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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09 学生组 模块化摩托车设计 郭琦 曹海艳 二等奖

15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11 学生组 莫高窟四方连续空间积木拼图 王伟洁，曲莹，徐国宁 景楠 二等奖

15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76 学生组 母亲节 王斐 李丽 二等奖

152 兰州文理学院 S+A80839+A1+006 学生组 年画形象设计 杨贝贝 尹喆 二等奖

15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L3A+002 学生组 浦东图书馆文创产品设计 霍筱玉 张书涛，景楠 二等奖

15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L3A+003 学生组 浦东图书馆文创设计 姬秀，李碧蓉 李丽 二等奖

155 兰州文理学院 S+A80839+A2+004 学生组 奇兔潮玩 赵丽娜 尹喆 二等奖

15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F1+001 学生组 秦淮灯彩服装设计 赵金妍，郭亚婕，郝元凤 李金春，王志军 二等奖

157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2+001 学生组 秦腔汇 APP 界面设计 杨蕊，郭宇祺 谢丽娟 二等奖

158 兰州大学 S+A81776+E5+001 学生组 秦溯
简宏晋帆，张珂源，张怡

钰
魏万勇，王静 二等奖

159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D6+001 学生组
青城以何倾城——青城古镇的旅游规划设

计
周嘉奕，滕鹤郅，张豫晴 李巍 二等奖

16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B3+005 学生组 青春 候凤仪 王志军 二等奖

161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T3B+003 学生组 青原箍俚龙 李凯录，刘庚泉 刘志刚，蒲佳 二等奖

16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6+018 学生组 庆阳皮影文化下的民间吉语字体设计 敬丽琦，张馨 吴健 二等奖

16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2+003 学生组 庆阳香包非遗 APP 设计 卜一凡，康晶晶 景楠，李旭 二等奖

164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D6+001 学生组
绕江恣游园：南京金陵船厂城市更新改造

设计
张伟，耿满国 周亮 二等奖

165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A1+001 学生组 如虎添翼 付丽颖 肖发展 二等奖

16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32 学生组 赛博朋克系列科技插画 陈倩倩 许韶华 二等奖

16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1+012 学生组 沙丘之上 吴昊，侯燚 闫幼锋，孙路倩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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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G1+007 学生组 生态守护精灵 IP 形象设计 赵锦达 徐海翔，刘起 二等奖

16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1+021 学生组 生态玉海-高层办公楼设计 刘锟 陈伟东，孙路倩 二等奖

170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6+002 学生组 十二生肖字体设计 史国锋，智钰梦 刘起，徐海翔 二等奖

17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2+004 学生组 桃源·楚 祠 王玉莲，屈雪莹，王希哲 姚静萍，李丽 二等奖

17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2+010 学生组 陶之源—新城镇黄河下川段景观设计 刘怡雯 师容 二等奖

17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J1+001 学生组 甜 刘宗红，吴昕泽，何钰菁 朱守会，薛静 二等奖

174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50 学生组 庭院智能割草机 张迪 曹海艳 二等奖

17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66 学生组 我和我的箱 姜石超 王春霞 二等奖

176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29 学生组 无人驾驶汽车设计 李鹏博，段枭博 牛青，宋佳玮 二等奖

17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15 学生组 無尘之家——智能扫地机器人基站 林浩屹，高迎迎 李奋强，景楠 二等奖

17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T1B+004 学生组 硒望永存，红色传橙 姚炎孜，赵莹颖 李旭 二等奖

17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51 学生组 小幸福榨菜海报设计 董拴霞 王伶羽 二等奖

18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3+040 学生组 新商业时代下的儿童互动空间的设计探索 王冉 毕晓莉 二等奖

181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T1B+003 学生组 新长征 李泽渊 蒲佳 二等奖

18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4+038 学生组 新中式座椅 于晶源 师容 二等奖

183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39 学生组 一体式移动早餐车 张柳洁 曹海艳 二等奖

184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T2A+001 学生组 优质教育，改变未来 陈小汾 郭治虎 二等奖

185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T1B+008 学生组 于都脐橙包装设计 史国锋，智钰梦 刘起，徐海翔 二等奖

186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H1+021 学生组 裕固族民俗插画 李聪丛，吴帅 吴晶 二等奖

18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82 学生组 岳阳楼插画包装设计 马昭轩，芮吉薇 白兴易 二等奖



第 34 页 共 129 页

188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M2+002 学生组 云锦之争传统文化桌面卡牌游戏 焦铭宸 蒲佳 二等奖

189 西北师范大学 S+A80897+C2+002 学生组 征途 陈鹏辉，刘锦，谭秀峰 徐大祥 二等奖

19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4+021 学生组 智能灯具设计——叶脉之灯 李文茹，张慧爽
张书涛，周爱

民
二等奖

191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4+002 学生组 智能家庭种植农场设计 程淑洁 牛青 二等奖

192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14 学生组 智能墙绘机设计 苗利亭 杜娜 二等奖

19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49 学生组
转念——非遗文化体验类可拆卸转轴玩具

屋
许湘，康晶晶，刘栩辰 李力，景楠 二等奖

19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16 学生组 自由配重·手持工具锤 薛玲，孟怡杉，邹艳妮
朱守会，王春

霞
二等奖

195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S+A11531+L2A+002

专科学生

组
城堡守卫战 艾卓轩，吴强 陶波，迟珺 二等奖

196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S+A11622+T2C+016
专科学生

组
美仁草原直播间 王玉平 蔡赟，张和胜 二等奖

197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S+A10945+H1+001
专科学生

组
四大瑞兽 蔡凡

马荣，扎西当

知
二等奖

198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S+A11531+J3+001

专科学生

组
天水西关古城夜景 陶洁，王嘉宁 陶波，陈文钧 二等奖

199 兰州交通大学 T+A81017+D3+002 教师组 “123 小镇”儿童职业体验中心室内设计 米月 二等奖

200 兰州交通大学 T+A81017+H1+001 教师组 《神鹿济世故事绘卷》 蓝充 二等奖

201 兰州大学 T+A81776+K3+001 教师组 面纱舞 杨昆 二等奖

202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T+A10945+M2+001 教师组 掐丝珐琅文创产品设计 杨天 二等奖

203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T+A11622+B1+003 教师组 味蕾盛宴 杜军，王琼，李崴 二等奖

20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31 学生组 “娃娃乐”杨柳青年画文创玩具系列 景杉 李金春，李丽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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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29 学生组 “潮妆我定义”人物肖像系列插画 张尚峰 姚静萍 三等奖

20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37 学生组 “哎鸭酱鸭”包装设计 于伊东 朱守会 三等奖

207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A2+001 学生组 “边境战争”游戏 UI 设计 彭博 张海燕 三等奖

208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1+025 学生组 “不能”言语 郭宇祺，杨蕊 蒲佳，刘志刚 三等奖

209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5+010 学生组 “红色记忆缐家楼”文创品设计 高珊，王梦瑜 张茜 三等奖

21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62 学生组 “黄河啤酒”包装设计 陈星 姚静萍 三等奖

21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61 学生组 “黄河之滨”——兰州牛肉面包装设计 姚炎孜，田龙龙，白耀莲 李旭 三等奖

21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95 学生组
“即使是鬼也会怕”怕鬼人群陪伴全息投

影灯
杨晓彤，蒲畴嶷，孙力 柴英杰 三等奖

21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58 学生组 “乐享敦煌”—衍生文创产品包装设计 林梦舟 白兴易 三等奖

21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L3B+002 学生组 “泡书与泡茶”系列茶漏 杨晓彤，葛怡，孙力 柴英杰 三等奖

215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T2B+003 学生组 “速”食海洋 于鹏浩 刘志刚，蒲佳 三等奖

21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43 学生组 “钟”—运用彩扎工艺 申定湘 李力，谌凤莲 三等奖

217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I2+002 学生组 《“裕”·见》游戏界面设计 李聪丛，吴帅 吴晶 三等奖

218 西北民族大学 S+A81479+A1+005 学生组 《百年润发-百年选择》 杨沐奕，徐慧子 李文丽 三等奖

21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J2+017 学生组 《当低头成为本能》 张尚峰 姚静萍 三等奖

22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4+006 学生组 《敦煌乐器》书籍装帧设计 陈卫，郝涛涛，李晨璐 牛耕，史小磊 三等奖

221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G1+005 学生组 《科技猫 IP 形象设计》 吴映清，李朝元 徐海翔，刘起 三等奖

222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5+005 学生组 《蓝色黄河. 阳光永靖》旅游文创设计 刘盼雯，陈政斐 李玉龙 三等奖

223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H1+025 学生组 《鹿王本生故事插画》 曹一凡，王雪芳，张青萍 蓝充，吴晶 三等奖

224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A3+004 学生组 《马路边边串串香》VI 设计 陈冬阳 蓝充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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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H1+004 学生组 《梦幻未来》 张原菁，李琳娜 肖发展 三等奖

22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19 学生组 《瓶子和生活》 刘林茹，王智琳，冯新雅
欧阳晋焱，李

丽
三等奖

227 西北民族大学 S+A81479+A4+001 学生组 《摄影小白成长史》——书籍装帧设计 谭鹏翔 李文丽 三等奖

22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22 学生组 《我爱我的祖国》 王希哲，刘林茹，林浩屹
欧阳晋焱，李

丽
三等奖

22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05 学生组 《新时代新青年》系列插画设计 陈卫，郝涛涛，李晨璐 牛耕，史小磊 三等奖

230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A5+002 学生组 《悠然自得》杏皮茶包装 时冰，赵吉星 宋文靓 三等奖

23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4+035 学生组 1＋—为蜗居而生的折叠衣架 孙力，吕雨蒙，杨晓彤 王鹏 三等奖

23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4+015 学生组 Baby cradle 贾鸿，黄羚婉 苏建宁 三等奖

23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2+002 学生组 Cyberpunk City 王昊，王曦娅 周爱民 三等奖

234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E2+001 学生组 Giant Arm 沈慈川 三等奖

235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1+011 学生组 It is time 蒲燕春 蒲佳，刘志刚 三等奖

236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M6+001 学生组 WOW 刘东炎 蒲佳 三等奖

23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B1+005 学生组 爱华仕糖果箱 15S 动画广告 付国强 鹿熙军 三等奖

23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L3B+001 学生组 遨游书海-泡泡沫沫 IP 形象设计 王欣乐，杨娜
欧阳晋焱，周

爱民
三等奖

239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1+049 学生组 百变 999 周边店 智钰梦，史国锋，程子轩 刘起，徐海翔 三等奖

24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04 学生组 便携式搅拌吸管咖啡包装 何钰菁，刘宗红，张冠奎 刘刚 三等奖

24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05 学生组 布意敦煌 赵燕，王广正 李丽，王雪浪 三等奖

24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45 学生组 彩集光 廖伟东 李力，谌凤莲 三等奖

24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22 学生组 彩陶扑克 吴昕泽，刘宗红 朱守会，王春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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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1+014 学生组 菜鸟疫站 王珊，楚龙善 闫幼锋，孙路倩 三等奖

245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18 学生组 草料打捆机设计 曾令英 张建 三等奖

24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39 学生组 茶减手工曲奇 邓茜 朱守会 三等奖

24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2+025 学生组 成都江安河景观概念设计 孙浩楠，闫芊汝，王广正 安玉源 三等奖

24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4+001 学生组 川·麻讲 栗莉 牛耕，史小磊 三等奖

24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3+007 学生组 电子监测输液椅 王小丽，孙咏妍，潘越 李旭，周爱民 三等奖

25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G1+007 学生组 动物伎乐天-IP 设计 牟徐鸣，赵天一 姚静萍 三等奖

25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G2+005 学生组 敦煌动物表情包设计 黄梦，郝涛涛，陈卫 牛耕，李丽 三等奖

252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35 学生组 多功能地震救援车 张天厚 曹海艳 三等奖

25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47 学生组 儿童交互体验式泡泡洗手机 康晶晶，许湘，卜一凡 李旭，白兴易 三等奖

25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G2+024 学生组 符虎
刘贺诺瑶，刘栩辰，吴宗

翰
薛静，王春霞 三等奖

25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30 学生组 甘肃道情皮影的趣味旅行文创设计 李碧蓉，姬秀 李金春，李丽 三等奖

25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2+023 学生组 甘肃省渭源县袁家村规划设计 任榕，王彩婷 张新红 三等奖

25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T2C+005 学生组
干旱地区农作物秸秆制板技术模块化坐具

设计
杨帅，樊平，富雅婷 柴英杰，景楠 三等奖

258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1+003 学生组 钢管水压机 刘安宁 张建 三等奖

25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B2+004 学生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共同面对未来 杨文城，郝涛涛，李银 黄坤，贠欣 三等奖

26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1+083 学生组 瑰宝京剧秀 曹芳雪 李丽 三等奖

261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1+044 学生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建盏系列 王一迪 张少泉 三等奖

26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2+019 学生组 和政县滴珠山公园 A 区景观设计 邵嘉龙 谌凤莲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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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14 学生组 烘焙店系列灯具设计 王倩
周爱民，欧阳

晋焱
三等奖

264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T1B+002 学生组 红色于都 李凯录，刘庚泉 刘志刚，蒲佳 三等奖

26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1+074 学生组 户外集氧设备 杨志强，张凡 张书涛 三等奖

26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26 学生组 护肤用品包装 设计·新中式 田明，蒋炜军，刘文俊 白兴易，李力 三等奖

267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A1+026 学生组 华年 邢俊熙 张茜 三等奖

268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G1+002 学生组 黄河文化 IP 形象设计——黄河之子 智钰梦，史国锋，程子轩 刘起，徐海翔 三等奖

269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D2+002 学生组 基于甘肃地域文化的景观空间营造 史国锋，宋海运 刘起，马晓磊 三等奖

27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01 学生组 基于高原地区智能制氧系统设计 王雨蒙 张书涛 三等奖

27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15 学生组 基于黄河农耕文化的兰州水车园改造设计 孙浩楠，祝新呈，李海飞 王鹏鸣 三等奖

27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3+031 学生组 基于设计美学研究的洗浴系统设计 石怀喜，李刚果，刘杨
张书涛，王鹏

鸣
三等奖

27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33 学生组 基于天水伏羲文化的系列文创设计 李碧蓉，姬秀
白兴易，朱守

会
三等奖

27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29 学生组 基于西戎战车的模块化儿童用具设计 王家卫 三等奖

27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6+006 学生组 基于智慧城市理念的适青化微城市设计 李昊，潘丽琴 李鸿飞 三等奖

276 兰州大学 S+A81776+A1+002 学生组 建党一百周年华诞 薄其彤 孙晓勇 三等奖

27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52 学生组 金色传说 许湘，刘栩辰，彭世伟 王春霞，李力 三等奖

27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1+010 学生组 景泰县黄河石林游客中心设计 喻舒凡，陈治西，靳聪 闫幼锋 三等奖

27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62 学生组 可组合变形的新型代步车概念设计 朱迎静，郭睿
张书涛，李亚

雄
三等奖

28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3+034 学生组 口罩替换消毒箱 赵思思 白兴易 三等奖

28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60 学生组 矿井救援车 贾博童，黄羚婉，王茜 苏建宁，景楠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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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3+015 学生组 兰州新区“好滋味”火锅店室内设计 赖锐聪 谌凤莲，李力 三等奖

28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72 学生组 懒汉袜 陈佳玥，舒琬晴 朱守会，李丽 三等奖

28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3+039 学生组
里程焦虑下的汽车续航空间联动模块化设

计
杨帅，樊平，富雅婷 柴英杰 三等奖

285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26 学生组 路特斯跑车概念设计 薛亮亮，张紫依，邓甜梦 宋佳玮 三等奖

28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3+019 学生组 麦积山石窟品牌形象设计 马昭轩，芮吉薇 白兴易 三等奖

28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4+009 学生组 眠——健康睡眠智能家具设计 黄珊 王鹏 三等奖

288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G1+008 学生组 咩咩家族 IP 形象设计 赵锦达 徐海翔，刘起 三等奖

28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3+006 学生组 陌野——旅居民宿 吕柯飞 李金春 三等奖

290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A1+029 学生组 莫高窟须达挐太子本生图数字插画设计 郑鑫浩，樊伟豪，王世珂 蓝充 三等奖

291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A1+006 学生组 木 郑喜文 肖发展 三等奖

29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3+038 学生组 木版年画民间美术家工作室设计 史佳欣
李金春，毕晓

莉
三等奖

29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F3+001 学生组 牧锦繁生-蒙古族服饰文化再设计 杨雯迪，苏启宽，冯一帆 包艳 三等奖

29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3+020 学生组 农村智能医疗设施 刘雅文 白兴易 三等奖

29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53 学生组 噢椰 舒琬晴，陈佳玥 朱守会，李丽 三等奖

296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G1+003 学生组 泡泡沫沫 IP 形象设计 吴祎 何爱军 三等奖

29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33 学生组 陪伴——感恩 王玉莲，杨晓彤，张睿 姚静萍，李丽 三等奖

298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L3B+001 学生组 浦东图书馆 IP 形象设计 赵锦达 徐海翔，刘起 三等奖

29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2+017 学生组
耆之居—老龄化背景下的社区疗养景观设

计
李楠，蔡思甜，赵盼盼 刘奔腾 三等奖

300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T3B+002 学生组 青原-富田印象 佟慧颖 蒲佳，刘志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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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T3B+007 学生组 青原箍俚龙 卢毫 刘志刚，蒲佳 三等奖

302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T3B+016 学生组 青原映像 李梅 蒲佳，刘志刚 三等奖

303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D2+003 学生组 曲·水·韵 宗有超，熊卓卿，程颖 张文瑞 三等奖

30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17 学生组 山水有灵 王曦娅，王昊 朱守会 三等奖

305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D2+009 学生组 社区公共空间景观提升设计方案 张广智，董浩然，樊伟豪 钱媛园 三等奖

30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14 学生组 圣光-世界屋脊上的明珠 王曦娅，王昊 朱守会 三等奖

30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2+001 学生组 时光碎片 -阅读主题公园 李妍妍 王雪浪 三等奖

30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2+024 学生组
拾忆·基于马家窑艺术元素在乡村景观设

计
周方正，赵梦圆，白晓 李金春，李强 三等奖

309 兰州大学 S+A81776+A7+001 学生组 手语 简宏晋帆，刘荣秀 孙晓勇，魏万勇 三等奖

310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D2+002 学生组 丝路北湖·景韵 宗有超，熊卓卿，王坚 袁芳霞 三等奖

31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3+031 学生组 丝域民宿室内设计 刘媛，谭慧洁 李金春，王国荣 三等奖

31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3+025 学生组 四季花城•家装室界 雷昊，周方正，张欢 李强 三等奖

313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E2+005 学生组 塔吊机驾驶舱内饰设计 陈彪，王碧菡，李斌 马素琳 三等奖

314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J1+002 学生组 叹 殷逸汝 王志军 三等奖

31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4+020 学生组 探索的往复性与敦煌壁画艺术展览 田明 丁峰，李力 三等奖

31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46 学生组 梯田水稻无人收割机 余金鸿，孙咏妍，潘越 王鹏鸣 三等奖

317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D3+003 学生组 庭院式别墅新中式风格空间设计 张晓弟 马晓磊 三等奖

31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H1+018 学生组 通往乌托邦的大桥 王曦娅，王昊 朱守会 三等奖

319 西北民族大学 S+A81864+A1+024 学生组 童年的记忆 杨蕊 蒲佳，刘志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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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39 学生组 望兰渡——黄河之滨茶具套装设计 孙咏妍，潘越，余金鸿 王鹏 三等奖

321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56 学生组 无人配送车 王敏行 曹海艳 三等奖

32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38 学生组 贤影印象品牌文创设计 孙丽娜 胡洁 三等奖

323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T2C+001 学生组 小麦包——可持续发展仿生设计 裴佳乐，李帅牛 白兴易 三等奖

324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2+003 学生组 新能源交通工具设计 王子龙 张建 三等奖

32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59 学生组 新中式灯具 马静泽 王朴，周爱民 三等奖

32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6+004 学生组 宣徽板桥体 张小敏，邹文龙，刘宗红 朱守会 三等奖

32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3+039 学生组 延安地区乡村颐养空间室内设计 吕柯飞，张欢 李金春 三等奖

32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66 学生组 养青丝，舞敦煌—洗发水套装包装设计 王艾嘉，程岩，何钰菁 丁峰 三等奖

32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G2+026 学生组 一只“呆毛鸭” 张睿，裴佳乐 白兴易 三等奖

330 西北师范大学 S+A80897+B3+004 学生组 一只口红
刘文帅，陈鹏辉，谭秀峰，

刘锦
徐大祥 三等奖

331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2+051 学生组 移动式座椅代步车 陈红，朱浩楠 白兴易 三等奖

332 兰州文理学院 S+A80839+J1+001 学生组 艺术人像 朱兴华，马志宏 蔺国梁 三等奖

333 陇东学院 S+A82557+D1+001 学生组 隐逸之境，九曲溪上的观景小筑 徐江涛，黄智艺，陈智华 李旭升，张耀珑 三等奖

334 兰州文理学院 S+A80839+C2+001 学生组 用新意“守”艺 张婷，王春芳 张云 三等奖

33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3+026 学生组 悠然之境售楼处设计 刘军迪，郭启民，冯一帆 雷兴福，刘刚 三等奖

336 西北师范大学 S+A80923+G2+002 学生组 遇酒表情包系列设计 秦可依，韩雨，刘心语 白素贞 三等奖

33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3+032 学生组 圆·素展售空间室内设计 谭慧洁，刘媛 王雪浪 三等奖

338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4+005 学生组 长青-家纺产品设计 石新民，曲莹，李月 景楠 三等奖

339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3+002 学生组 针对老年人的旧社区公共设施设计 邓晶晶 苏建宁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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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5+088 学生组 珍珠美白护肤品包装设计 戴雅珣，陈丽舟 鹿熙军 三等奖

341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J2+002 学生组 正在消逝的老铁路 辛政泽 张丽丽，刘昭 三等奖

342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B2+003 学生组 郑和宝船
查玉辉，汪俸伊，张艺博，

林静，汪玉霞
黄坤，贠欣 三等奖

343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B1+001 学生组 致敬逆行者 高浩轩，齐保文 王志荣 三等奖

344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E1+025 学生组 智能互联哑铃 司鑫龙 何玮 三等奖

345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E5+001 学生组 智能纸抽机 王贺祺，李帅牛，杨宇 苏建宁 三等奖

346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D5+012 学生组 中村潞商文化博物馆改造提升设计 周方正，白晓，雷昊 李强，张涵 三等奖

347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3+010 学生组 中国青铜器博物院 VI 设计 席瑞阳，柳博文 李丽 三等奖

348 西北民族大学 S+A81479+A1+003 学生组 中华传统文化五行之属 文宣，徐慧子，庞靖 李文丽 三等奖

349 兰州交通大学 S+A81017+D1+001 学生组 重返山林计划 王徐超 李欣怡 三等奖

350 兰州理工大学 S+A80931+A4+003 学生组 字言自语 张小敏，邹文龙，刘宗红 史小磊 三等奖

351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

学
S+A10936+A1+003

专科学生

组
彩华霓裳 王婷 丑岩桦 三等奖

352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

学
S+A10936+A1+001

专科学生

组
非常时刻，非常可乐 田进强 丑岩桦 三等奖

353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S+A11531+A2+001

专科学生

组
梦花树【花树月下】游戏 UI 界面设计 韩静 卫青 三等奖

354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S+A11622+T2C+014
专科学生

组
南徐村公共直播间 朱盼杰 蔡赟，张涛 三等奖

355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S+A11622+B2+001
专科学生

组
山水兰州—水车园

李红玉，何文静，杨嘉辉，

陈泽
谢旭洲，刘琦 三等奖

356 兰州交通大学 T+A81017+H1+002 教师组 《九色鹿民间故事图鉴》 蓝充 三等奖

357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T+A10945+E5+001 教师组 非遗老虎周边设计 张路蓉，石晶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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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西北师范大学 T+A80923+T1A+001 教师组 海报《于都新乐章》 肖发展 三等奖

359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T+A10945+A1+002 教师组 拒绝放射性污染 马荣，杜军 三等奖

360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T+A10945+E5+003 教师组 藻井图案文创 杜军，马荣 三等奖

361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T+A11622+B1+001 教师组 中国精神 王琼，李崴 三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单位

兰州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学校 指导教师

兰州大学 魏万勇、孙晓勇

西北民族大学 李文丽、徐海翔、刘起、范文玲、刘志刚、李瑾、蒲佳

西北师范大学 王莹、张莉雅、肖发展

兰州理工大学

朱守会、王春霞、张涵、李强、白兴易、陈谦、李旭、包艳、王鹏、李丽、王志军、柴英

杰、贠欣、李鸿飞、景楠、杨广银、张小娟、姚静萍、闫幼锋、陈伟东、王雅梅、许韶华、

王鹏鸣、周爱民、李力、苏建宁、张新红

兰州交通大学 郑向阳、张建、王鑫、曹海艳、刘昭、蓝充、吴晶、梁艳、何玮、杜娜

甘肃农业大学 刘淑英、徐虹

兰州文理学院 尹喆、马国俊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丑岩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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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二届甘肃省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题目 参赛队名称 学校 队长 队员 指导教师
获奖

等级

1 基于树莓派的中草药配拣与封装系统 小V队 兰州理工大学 罗佳
孙沁雪、张凌雲、李朝军、

鲁瑶

曹明华

张悦
一等奖

2 一种树状风光互补辅助发电装置 啊对对队 兰州理工大学 陈宇
何亮亮、刘菁、刘远霞、

余兴、翟俊杰、郑艺
郑健 一等奖

3 基于通感一体化的3D视觉智能防疫小车 顶呱呱小分队 兰州理工大学 王莹
孟岩、陈弋辉、孙翊诚、

何婷婷

曹明华

彭清斌
一等奖

4 基于STM32单片机的手势识别锁 百无禁忌 兰州工业学院 何严飞
剡宇航、王乐丁、赵金兰、

赵俊、黄斌、孙鸣

王宏斌

李祥林
一等奖

5
基于ROS智能规划的树木输液设备--林地

园林守护者
晨春创意团队 兰州理工大学 张爱陆 何晨煜、杨乐 郑海霞 一等奖

6 基于机器视觉的袋装垃圾分类机器人 紫甘蓝 兰州理工大学 周博文 张煜、何玉荣
赵正天

段晓燕
一等奖

7

面向小型化单模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应用

的超低损耗沟槽辅助式渐变折射率大模

场光纤设计

Super Light 兰州理工大学 王亚捷
张健、谢生涛、 赫理想、

王江月、高静乐

武刚

侯尚林
一等奖

8
“疫”车当先——光伏节能常态化疫情防

控系统
展翼科技 兰州理工大学 陈志辉

孔祥森、李小燕、焦春雯、

贺蕊、孟竞宇、鲁霓校

宋鸣

李亚兵
一等奖

9 基于RGB-LED收发的可见光通信系统 耀言的光 兰州理工大学 李长江
何婕、张新迪、 秦鸣飞、

姜嘉豪、叶刘强

张悦

马雪梅
一等奖

10
基于MOF结构的光伏追踪自产水智能滴灌

系统
蓝焱 兰州理工大学 康家煊

刘涵、马桓、张扬、袁旭

娟、谈继文、李振宇

刘文兰

郭长青
一等奖

11 “纤尘不染”-新一代智能玻璃清洁领航 勇敢者 兰州理工大学 唐玮琦 迟浩然、齐燕枫、杨筱妍、 孟凡成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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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孟庆凯、岳雯娇、曹文博 李寿图

12 基于可见光定位的智慧停车系统 光的朗博辐射体 兰州理工大学 牛振
于凯、汤金虎、张艺、宋

玉婷

贾科军

吕英
一等奖

13
平安行——驾驶员全方位安全监测及预

警系统
平安行科技团队 兰州理工大学 杨悦

易宇杰、刘瑞卿、黄熺城、

赵奥杰

王燕

王宗光
一等奖

14
LiNbO3棒辅助型As2S3光子晶体光纤的超

宽谱光源设计
Fiber Space 兰州理工大学 段博 杨荣泉、何媗媗

武刚

侯尚林
一等奖

15 基于ARM的手持式拉曼系统设计 LZU IC@PS 兰州大学 吴振业
李晨铭、贾雨龙、安芳、

武彩霞

李月娥

王忠
一等奖

16 基于51最小系统智能消防机器人 勇者队 兰州理工大学 关定坤
宋馥荣、黄振天、管文姗、

崔金涛
张其文 一等奖

17
基于输油管漏油检测的分布式布里渊双

芯光纤传感器设计
布里渊—梦之队 兰州理工大学 冯云龙

孙国平、赵飞 、王森弘、

柯剑川

武刚

侯尚林
一等奖

18
用于多种癌症检测的高灵敏度光纤表面

等离子体共振传感器的设计
光纤传感队 兰州理工大学 杨旭东

黄珊、陈锦、赖洋、郝亚

红

武刚

侯尚林
一等奖

19
基于对称金属包覆介质波导结构的亚波

长光刻机
微纳光刻团队 兰州理工大学 邸秀娟

任雅倩、史玉茹、马艺丹、

高先德
王向贤 一等奖

20 基于超材料的癌细胞检测传感器 电磁感知小分队 兰州理工大学 张晨阳 汪大雨、朱晓庆、徐欢
杨富龙

林冬梅
一等奖

21 基于java图形化编程的倒车辅助装置 剑鱼三番小队 西北民族大学 丛森禄奥 杨佳丽、翟钰佳 王涛 一等奖

22 基于ROS的家庭服务机器人 大器晚成 兰州理工大学 林锟 李昂
卢延荣

王志文
一等奖

23 大气激光粒子计数器2.0 举个粒子 兰州理工大学 周伟煜
张留堡、石乐太、何啟玮、

冯欣格

王惠琴

张悦
一等奖

24 波动光学数字化教学辅助系统
数字化教学设计

团队
兰州理工大学 陈天山 徐月奇、苏盈文、陈振宇 王向贤 一等奖

25
基于Android的温室大棚环境检测系统设

计
乘风破浪队 兰州工业学院 李圆圆 王慧敏、贾琪

石全民

王宏斌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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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基于PP-YOLOv2的自主学习导盲设备 E-sight 兰州理工大学 李浩森
吴蓉、王志邦、石疆涛、

魏博
张东 二等奖

27 基于光伏发电的多能互补智慧农业系统 啊吾雨队 兰州理工大学 李炳毅
缑雪健、白鑫、杨茗越、

梁浩鑫
吴丽珍 二等奖

28 智慧宿舍系统 虎虎生威 兰州工业学院 陈兴洁
杨欢、赵靖、刘洋、王杰、

田鹏程、宋楠

李鹏霞

李庆庆
二等奖

29 防疫必备:免接触"安全门" 全员防疫队 兰州理工大学 章贯文
程雪、姜雪冰、栗小芳、

杜名宇、陈旭韬、王丽媛

蒋栋年

杜鹏
二等奖

30 基于LADRC和AGV技术的多功能机器人 sailing 兰州理工大学 张威扬 吴雨果、姚可凡、张梦婷、

梁金诺

杨富龙

王志文
二等奖

31 完美主义-追光发电的垃圾分类保卫者 红柳青年队 兰州理工大学 宋栩童
曹闵、崔靖文、 冷法翔、

张雅琴、张锐意

陈晓雷

孟凡成
二等奖

32 “沙漠之光”—荒漠联排自主植树机器人 小树不修不直溜 兰州理工大学 张文杰 刘振海、梁博文、庞博
郭润兰

马保荣
二等奖

33
“智”氧精灵——家用便携式智慧制氧技

术领跑者
“智”氧科技 兰州理工大学 曾猜

印宇杰、王子武、冯婕、

唐杰、宦思南，蒋涛

苏敏

祝超群
二等奖

34 基于机器视觉的布匹瑕疵智能检测系统 啦啦队 兰州理工大学 王宗顺
任少隆、路琦，张宏杰、

罗华、逯文兰、陈淑娟

李策

肖利梅
二等奖

35 基于机器视觉的坐姿识别设计 萌物猛于虎队 兰州工业学院 王嘉怡
李沁蓉、王树德、白毓尧、

焦唯一、李苛苛

何辉

龚成莹
二等奖

36
基于太阳能吸收和辐射制冷的温差发电

装置
Star永恒 兰州理工大学 岳乾

李钊宽、徐婷、祁欣、张

纪元

张莉

侯尚林
二等奖

37 基于STM32的追踪运输小车
baskaetball

star
兰州理工大学 王湘阳

安文娟、高樱芷、何梓涵、

刘玥铭
李晓旭 二等奖

38 万物互联—基于AloT的智能家电 智联队 西北民族大学 戚晨夕
李钰恺、赵正、蒙诗婷、

马伊诺、陈钰镇、吴卓怿

刘洪涛

徐永胜
二等奖

39 基于FPGA的仿生软体欠驱动机器人
我们都过了六级

队
兰州理工大学 王泱程

张天阳、翟昌浩、冷梦家、

田洋

陈伟

孟凡成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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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一种基于CNN的交通机器人 龚家湾小分队 兰州理工大学 王文轩 庞朝磊、何会鹏、赵宏昌 胡世军 二等奖

41 基于液晶屏的智能变光焊接面罩 开拓队 兰州理工大学 于蕊
郝宏伟、高蕾蕾、何童莉、

闫浩
马永强 二等奖

42
一种基于复合定位的自主配光智能节能

路灯
驭梦 兰州理工大学 庞伟业

芦万忠、王立钧、池心蕾、

贺滢、雍维佳、吴柏君

杨富龙

魏小源
二等奖

43 基于KDP晶体包层光纤的应力传感器设计 众艺鑫队 兰州理工大学 陈彤彤
贾明、陈子洋、安宁、唐

倩雯

武刚

侯尚林
二等奖

44
基于ch32v307的智能医用防护服管理系

统
喜欢我对不队 兰州大学 程淼 冯子航、潘高远 李训栓 二等奖

45
基于风光供电的风力发电机叶片结冰监

测与除冰装置
优能科技 兰州理工大学 崔腾达

骆秋宇、张熙悦、李颖江、

安翔花

李二超

张宸
二等奖

46
寻光觅影--基于物联网和光电技术的光

伏板智能检测系统
寻光觅影团队 兰州理工大学 杨庆成

王浩、陈名林、郭建烨、

刘旭国、马嘉敏

杨富龙

张玺君
二等奖

47 远程控制植草机器人 苇名队
兰州信息科技学

院
张轶帆 杨桐、肖子逸、陈映霞

邢冠梅

李应生
二等奖

48
基于特征信息识别的多维颜色信息系统

实现
追光 兰州大学 王志新

王墨蕊、邢昊、尤正浩、

贾博文

李月娥

王忠
二等奖

49
基于智能手机的比色传感器及亚硝酸盐

检测研究
小书米丹 兰州大学 徐劲松 时代龙 何小东 二等奖

50 基于Resnet50的“慧眼”垃圾桶 牛儿冲 兰州理工大学 杨鹏强 朱小蕾、张禄美 贺瑗 二等奖

51 基于IMX6ULL的智能车载系统 V笑 西北民族大学 雷华伟
潘浩、张雄光、田宇、王

欣然，王晓敏，刘伊婷
王涛 二等奖

52 “能源之光”—一种新型智能小车 逐梦科技 兰州理工大学 高启轩
姜乐、马文强、杨佳伦、

宋静雷

张玺君

杨富龙
二等奖

53 基于AI技术的物联网智能车库 海底小纵队 西北民族大学 耿聃聃
赵晶阳、牛笑楠、张力涵、

周奕良、梁泗燕、杨佳欣
刘洪涛 二等奖

54 基于AI技术的多功能消防机器人 玛卡巴卡 西北民族大学 曹亮
林子琦、李继臣、张燕晴、

姜豪、朱庆春、徐达
李向群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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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基于光电催化抗菌材料的构筑及其机理

研究
兰州致密科技 兰州理工大学 罗强龙

李国洋、陈永龙、毛鑫鑫、

任浩、王欢、石鹏飞
赵燕春 三等奖

56 光学虚拟仿真实验系统 向阳而生 兰州城市学院 马蕊
梁永光、梁永辉、马拉比

叶

林树美

蒋锴
三等奖

57
超奈奎斯特可见光通信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红柳王牌队 兰州理工大学 王效兵

刘玲、屈漭泓、郭文杰、

吴海营

张悦

曹明华
三等奖

58 基于FPGA的智能抓取小车机器人 醉翁亭队 兰州理工大学 连文婧
尹燕、董志力、叶英、李

宇博、张亮亮

马晶

马永强
三等奖

59 疫情背景下非触控式操作键盘 巴塞隆纳 兰州工业学院 蒲志龙
王伟华、郭浪浪、郭宏江、

关国婧、李世纪

王宏斌

龚成莹
三等奖

60 “家庭好帮手”多用途智能扫楼梯机器人 智拓团队
兰州信息科技学

院
李泽凡 董烨坪、黄艳蕊、侯飞红

刘佳

梁文佳
三等奖

61 3D面阵激光雷达的设计与应用 互联网的希望 兰州理工大学 邱艳
赵嘉晨、张建德、付楷越、

户书轩

张悦

马雪梅
三等奖

62
“防灾减灾”——远程无人机道路识别与

检测

出乎意料奇思妙

想
兰州理工大学 邱莉莉

朱玮嘉、王维鹏、陈小慧、

蔺凡雨
何继爱 三等奖

63
基于力致发光和压电效应的新型应力检

测材料
光力同争 兰州理工大学 张羽飏 丁耀、王伟、徐志鹏 董其铮 三等奖

64 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智能衣柜 锐行团队
兰州信息科技学

院
张金龙 詹博、许博、王炳岚

胡延东

滕雅雯
三等奖

65
基于NVIDIA Jstson Nano 的视觉处理网

球机器人
蓝鲲小分队 兰州理工大学 贾世茂

朱志彤、钱宇波、张雨馨、

付文龙、赵光增、孙康芮

丁守成

王志文
三等奖

66
基于自主鉴别复杂情况辅助疫情防控工

作的智能机器人
美少女战士队 兰州文理学院 张壮

吕书慧、纪旻璇、赵雅妮、

王芃栾
王玺 三等奖

67 基于视觉探测的磁吸附爬壁机器人 弘毅队 兰州理工大学 程自恒
程自恒、邱骞、曾泽奇、

万志龙、花荣会
孟凡成 三等奖

68 基于编码器的同步视频数显式牛顿环仪 风之队 兰州理工大学 马平
李雪、杜锦瑞、孙晓梅、

杨楷军

褚润通

刘国荣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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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基于STM32光电智能寻迹避障小车 青空飞鸟
兰州信息科技学

院
李积成 蔡成霞、方源朝

陈智

闫璞
三等奖

70 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超市导购系统 VLC腾宇队 兰州理工大学 连江龙
雷蕾、刘志温、席文杰、

朱凯

贾科军

吕英
三等奖

71 基于AI视觉的多功能防疫机器人 奋进组
兰州信息科技学

院
王海洲

伏炳炎、杨峻、吴文彬、

王华娜

陈艳丽

张晓明
三等奖

72 人工视觉多用途麦轮机器人 智子队 兰州理工大学 刘维轲
黄铭浩、曹珺、陈媛 、

刘莹

陈晓雷

林冬梅
三等奖

73 “水域清道夫”——城市水域治理机器人 苏世民队 兰州理工大学 吴宗翰 兰世纪、孟丽颖、曹坤杰
刘文兰

楚倩倩
三等奖

74 智能光电生态农业还田还草捡石车 东区光电小王子 兰州理工大学 张丛丛
樊立科、陶建伟、谢江平、

杨玉芸、张强、 张欢欢

曾贤强

陈冲
三等奖

75 自动跟踪式太阳光光纤导入照明系统 阳光队 兰州理工大学 田治军
朱鹏、祁靖靖、李蕴杰、

刘娇娇

武刚

侯尚林
三等奖

76
金纳米锥阵列与金薄膜耦合结构表面等

离子体折射率传感芯片
微纳传感团队 兰州理工大学 陈函文 张宇、李龙全 王向贤 三等奖

77
景行科技-新型光伏供能的智能化公交站

牌领航者
阳光小站牌 兰州理工大学 王俊 贺仪伟、曾梦妮、白玉佩

韩伟

赵付青
三等奖

78 垃圾分类回收系统 飞鱼 西北民族大学 李洪山 王帅、付瑞琦、钱鹏飞 刘文博 三等奖

79
基于光伏发电的新型智能水面垃圾清洁

船
碧水清 兰州理工大学 王子鸣

卢元林、张彦哲、张翼鸿、

刘霞、张森、徐剑剀

丁守成

王志文
三等奖

80 基于ToF技术的智能手环 随心而动 兰州理工大学 范雪龙
宋佳敏、程艳梅、师晓龙、

韩雪
段晓燕 三等奖

81 基于PLC多功能封杯机 正义小分队 兰州理工大学 赵挺
麦迪努尔、石雪莲、姬忠

鹏、马珍妮

祝超群

刘仲民
三等奖

82
高折射率棒辅助分段包层大模场面积光

纤
不忘初心队 兰州理工大学 关佳辉

李惠敏、彭紫乐、闫哲、

宋世豪

武刚

侯尚林
三等奖

83 火眼晶晶-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机器人 拿奖就算成功队 兰州理工大学 滕明鑫 任家兴、高宇晨、李文春、 唐建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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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

黄建华

84 基于FPGA水果检测识别系统 蓝色的香蕉 兰州交通大学 施辉记 姜佳池、蔡艺 汪再兴 三等奖

85 基于树莓派的自动驾驶道路垃圾收集车 Flying、 兰州理工大学 王梓沛
赵新颖、赵克玺、姜鹏、

张剑琮、陈吉庆、刘艺诚

牛磊

马士伟
三等奖

学校 指导教师

兰州大学 李月娥

西北民族大学 王 涛

兰州理工大学
王向贤、武刚、侯尚林、曹明华、张悦、王惠琴、

杨富龙、孟凡成

兰州工业学院 王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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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二届甘肃省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成员姓名 参赛作品名称
参加杯赛

及组别
奖项

指导教

师姓名

1 兰州大学 王书云、段贻凡 低噪声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艾为杯 B 一等奖
王鹏

王方聪

2 兰州大学 张事成、胡楠、谢雨轩 应用于 Sensor AFE 的低噪声 PGA 设计 艾为杯 B 二等奖 李海蓉

3 兰州大学 何雨妍、李家赓 基于 ARM 处理器的 FM 调制调解 SoC 设计与应用 安谋科技杯 A 三等奖
刘贵鹏

赵桂娟

4 兰州工业学院 王慧敏、雒凡凡、王乐丁 OP-AMP 芯片的设计 曾益慧创杯 A 三等奖
王宏斌

吴红娟

5 兰州理工大学 吴宗翰、庞朝磊、马万里 新型家用智能安全检测与防护卫士 富满微杯 A 二等奖
张淑珍

刘昀强

6 兰州大学 刘恒毅、宋华章、于晓芸
基于 FPGA CNN加速器的 SSD_MobileNetV1 模型目标检测

实现
海云捷讯杯 A 三等奖

刘贵鹏

赵桂娟

7 兰州大学 牛建强、刘程程、马璐佳 基于国产亿门级 FPGA 的 SDK 射频信号校准系统
航天微电子杯

B
二等奖

刘贵鹏

贾浩

8 兰州大学 杨顺涛、李隆迪、柏晶晶 一种应用于图形显示的 Upsampling IP 景嘉微杯 B 二等奖
王鹏

王方聪

9 兰州大学 赵金光、顾锟锋、付慧仁 一种应用于图形显示的 Upsampling IP 景嘉微杯 B 三等奖
王鹏

李颖弢

10 兰州理工大学 龚月根、刘学栋、刘欣阳 《基于 Robei EDA 工具开发的搬运机器人》 若贝杯 A 一等奖
刘昀强

黄玲

11 兰州理工大学 曾猜、丁雅蓉、连文婧； 基于 Robei EDA 工具的智能循迹抓取小车 若贝杯 A 二等奖
马玉润

刘昀强

12 兰州工业学院 赵靖、陈勇林、田玉 智能小车 若贝杯 A 三等奖 王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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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西北民族大学 王召彬、杨伊光、拜简妮 基于 FPGA 的心电信号监控系统 若贝杯 A 三等奖
刘洪涛

吴韬

14 兰州工业学院 王卯华、高乐乐、李瑞瑞 高精度 RC 振荡器设计 圣邦杯 A 二等奖
兰聪花

何辉

15 兰州工业学院 陈斌、梁继祖、魏鹏鹏 一种数控反馈自校准温度补偿 RC 振荡器 圣邦杯 A 二等奖
樊小龙

王宏斌

16 兰州工业学院 马东云、王树德、陈惠文 24 位高精度 sigma delta ADC 设计 芯海杯 A 一等奖
龚成莹

王宏斌

17 兰州理工大学 刘飞翔、朱培艺、康建东 “火眼金睛”—基于人工智能的非接触式测温平台 芯原杯 A 一等奖
刘昀强

张志坚

18 兰州工业学院 何严飞、郭宏江、蒲志龙 基于 STM32 单片机的手势识别 芯原杯 A 一等奖
王宏斌

龚成莹

19 兰州工业学院 关国婧、贾竞、赵涛 基于 python 的虚拟键盘 芯原杯 A 二等奖
石全民

王宏斌

20 兰州理工大学 汤奕波、武文博、袁晓亮； 《基于 STM32 的智慧送药机器人》 芯原杯 A 二等奖
张萍

魏小源

21 兰州工业学院 许莉、温薪伟 三极管电路测试装置 芯原杯 A 二等奖
何辉

龚成莹

22 兰州工业学院 刘洋、张斌、武慧慧 基于语音识别的垃圾智能分类平台 芯原杯 A 二等奖
周彬

李鹏霞

23 兰州理工大学 王文轩、聂子祥；张俊健； “芯”交通——基于 k210 的交通指挥机器人 芯原杯 A 三等奖
胡世军

刘昀强

24 兰州工业学院 李宛睿、陈兴洁、杨欢 新一代智慧超级宿舍 芯原杯 A 三等奖
王宏斌

周彬

25 兰州理工大学 高启轩、滕明鑫、姜乐； 基于新型蓝牙的工业机器人 芯原杯 A 三等奖
张玺君

刘昀强

26 兰州大学 石珞家、辛纪潼、查美怡 基于 FPGA 的智能实时识别测距系统 芯原杯 B 二等奖
王方聪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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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兰州理工大学 崔腾达、张熙悦、魏丽芳 基于风光供电的风力发电机叶片结冰监测与除冰装置 芯原杯 A 三等奖
李二超

刘昀强

28 兰州工业学院 王国良、何小愿、李沁蓉 基于 STM3020 的集成电路测试 信诺达杯 A 三等奖
王宏斌

龚成莹

29 兰州工业学院 陈建宇、白毓尧、雷志威 OP-AMP 芯片的设计验证与测试 增益慧创杯 A 二等奖
韩玮

兰聪花

30 兰州交通大学 施辉记、姜佳池、陈晶璐； 基于 PGL22G 水果检测识别系统 紫光同创杯 B 一等奖 汪再兴

31 兰州理工大学 李文凯、张博 基于 PGL22G 水果检测识别系统 紫光同创杯 B 二等奖 张惊蛰

32 兰州理工大学 马林波、刘美洋、肖金凤 基于 PGL22G 水果检测识别系统 紫光同创杯 B 二等奖 张惊蛰

33 兰州大学 潘唯一、马轩宇、孙宁 基于 PGL22H 开发板的水果识别系统 紫光同创杯 A 一等奖
王鹏

王方聪

34 兰州大学 屈添雨、王赛、周子励 基于 PGL22G 开发板的水果识别系统 紫光同创杯 A 二等奖 赵桂娟

35 兰州大学 张飞扬、朱柏臣、秦天 基于 PGL22G 开发板的水果识别系统 紫光同创杯 A 二等奖 赵桂娟

36 兰州大学 朱睿之、陈林浩、杨亿锴 基于 PGL22G 开发板的水果识别系统 紫光同创杯 A 三等奖 刘贵鹏

37 兰州理工大学 李俊慧、崔靖文、齐国丽 基于紫光同创 FPGA 的物品识别系统 紫光同创杯 A 三等奖
刘昀强

黄玲

38 兰州理工大学 吴海磊、曹磊、张磊 安“芯”--危险驾驶行为 AI 监测系统 自主命题 B 一等奖
刘昀强

杜先君

39 兰州理工大学
翟昌浩、

张天阳、王泱程
基于象鼻仿生的狭小复杂空间内窥机械臂 自主命题 A 一等奖 孟凡成

40 兰州理工大学 方鑫、朱刘相、庄璐萌 基于 FPGA 的实时监控循迹小车 自主命题 A 一等奖 刘昀强

41 兰州交通大学 赵剑英、薛千树、张鑫奎
基于 FPGA 的 ZPW-2000 区间信号发码仪和检测仪的设计

与实现
自主命题 B 二等奖 李建国

42 兰州大学 王瀚迪、史嘉露、顾小龙 基于 FPGA 的车牌识别系统 自主命题 A 二等奖 刘贵鹏

43 兰州大学 邓文、李凯辰、严君杰 基于 FPGA 的相位计设计 自主命题 B 二等奖
刘贵鹏
杨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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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兰州理工大学 陈宝强、谭森铭、傅榕坤 导线、网络测量仪 自主命题 A 三等奖 蒋栋年

45 兰州理工大学 康少霖、王香玲 多功能数字计数器 自主命题 B 三等奖
刘昀强

林东梅

46 兰州大学 张智帅、曹荐、谭周武 基于 FPGA 的图像旋转 自主命题 B 三等奖
刘贵鹏

李颖弢

47 兰州理工大学 何晨煜、程自恒 一种基于 FPGA 的曲面自适应磁吸附爬壁机器人 自主命题 A 三等奖 孟凡成

优秀指导教师

学校 指导教师

兰州大学 王鹏、王方聪

兰州理工大学 刘昀强、黄玲

兰州交通大学 汪再兴

兰州工业学院 王宏斌、龚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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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甘肃省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竞赛获奖名单

（主题一无实物）

序号 参赛学校 作品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兰州理工大学 “风宝”——一种家庭应用式高效节能通风换气装置 何晨煜,张爱陆,邱骞 张淑珍,郑海霞 一等奖

2 兰州理工大学 “纤尘不染”-新一代智能家居领航者 唐玮琦,迟浩然,刘涵 李寿图,孟凡成 一等奖

3 兰州理工大学 “疫”生伴侣—基于 ROS 系统的家用防疫消毒机器人 沈正兴,王瑞杰,高锐 李晓 一等奖

4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可视化的家庭智能管家 徐亚涛,王君轲,姚博文 吴卓 二等奖

5 陇东学院 智慧+多功能家居小帮手 赵进财,王乐,景青林 刘阳,刘馨 二等奖

6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ROS 的未来式智能家居机器人 钟云芳,印宇杰,贾宇杰 张玺君 二等奖

7 陇东学院 水果拼盘器 车帅帅,秦蛟,付乐 刘阳,刘馨 二等奖

8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家用•书架管理•机器人 刘东升,王亚军,成鸿涛 汪红,洪梓榕 二等奖

9 兰州理工大学 多功能家用机器人 曹文龙,高康,靳思雨 彭斌,吴卓 三等奖

10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脑电波数据反馈的 NAO 机器人控制 李烨,周树伟 郭显 三等奖

11 兰州理工大学 “鞋管家”智能洗鞋机器人 张亚彪，石佳盟，苏向向 郑海霞 三等奖

12 陇东学院 清道夫—保洁员 龚美杰,张海斌,李志涛 刘浩锐,杨娜娜 三等奖

13 兰州城市学院 智能电脑桌 安培喆,邓华阳,蒲冰洁 王翔,曾辉 三等奖

14 兰州城市学院 AirChair 智能办公椅 高博,苌生乾,梅泽超 刘昊,曾辉 三等奖

15 陇东学院 “智能居家”--洗衣晾衣一体机 马强,贾皓天,李贵云 杨娜娜,刘浩锐 三等奖

16 兰州城市学院 智能衣帽柜 张文杰,邓华阳,张本海 刘昊,杨柳 三等奖

17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陪伴：智能陪伴家庭预警机器人 蔡向东,刘东升,刘奎 汪红,张茂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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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实物）

序号 参赛学校 作品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陇东学院 家用智能消防安全预警机器人 郝洁莹,罗强,张娜 敬志臣,寇元哲 一等奖

2 兰州理工大学 家用清洁小助手—“慧眼”垃圾桶 张文杰,刘振海 贺瑗 一等奖

3 陇东学院 疫情防控下的医疗机器人 田新超,牛晨辉,乔胜 王建吉,刘阳 一等奖

4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esp32 的智能语音家居控制系统 李汪腱,孙文迪,王熙源 李春玲,张淑珍 一等奖

5 陇东学院 “华为云”下的 AI 图像识别家用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 杨继文,胡振国,徐光强 杨娜娜 一等奖

6 兰州理工大学 多功能智能化马桶 崔榕,邓森林,何静 李晓 一等奖

7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ROS 的家用服务机器人 何玉荣,周博文,张煜 张淑珍,张文旭 二等奖

8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小薇加湿与雾化消毒机器人 陈荣,沈林云,李强 梁璐,潘丽 二等奖

9 陇东学院 全方位透光智能晾衣架 梁瑾,杨彦斌,罗强 敬谦,胡天林 二等奖

10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机器视觉的家用垃圾桶 周博文,张煜,何玉荣 段晓燕,贺瑗 二等奖

11 兰州理工大学 分拣小助手——基于深度学习下的家庭垃圾分类回收箱 刘浩杰,张保琪,叶相湾 谢小正 二等奖

12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机器视觉的垃圾分拣机器人 善博,王东辉,王伟 刘文静,魏晋 二等奖

13 兰州理工大学 “带娃神器”——一种多功能交互式智慧婴儿车 叶海涛,李奕欣,万志龙 郑海霞,李翠明 二等奖

14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 Android 远程控制与图传的灭火机器人 曾永琪,张杰,孙建程 邢冠梅,杨红海 二等奖

15 兰州工业学院 蠕虫仿生机器人 苟爱兵,甄齐齐,李建鑫 马富荣,王辉 三等奖

16 兰州工业学院 智能家居—水族箱水温水质智能检测装置 徐万昌,张飞龙,金立东 张胜军,芦 强 三等奖

17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Jetson Nano 的 AI 伴老机器人 邓森林,张彦哲,王子鸣 孔艳赟,南文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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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替你抽--自动抽柜 岳霖,马树文,张逸林 谢华燕,冯文超 三等奖

19 兰州理工大学 家用儿童编程课辅助教育机械狗 庞伟业,池心蕾,程自恒 金洁 三等奖

20 兰州理工大学 管家是只机器猫 赵志豪,李宇飞,贾世茂 张淑珍,靳岚 三等奖

21 兰州理工大学 智能家居中央空调管道清洁机器人 刘俊扬,靳晓东,李浩森 谢小正,刘文兰 三等奖

22 兰州工业学院 垃圾回收机器人 冯亚龙,车国锋,田玉峰 王栋梁,赵浪涛 三等奖

23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小艾---智能投喂 方居康,祁宏鹏,王鹏举 梁璐,潘丽 三等奖

24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植物小管家 韩卓君,张星宇,李小平 杜福鹏,杨旭生 三等奖

25 兰州工业学院 家用防儿童误触智能插孔安全装置 尚怀成,张飞龙,张聪洁 张胜军,张总 三等奖

26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衣助手”——智能晾衣架 李永涛,蔡旭鹏,朱勇伟 潘丽,孙作明 三等奖

27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家庭草坪智能美化机器人 李宗学,李俊,张强 杨旭生,杜福鹏 三等奖

（主题一慧鱼专项）

序号 参赛学校 作品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陇东学院 “百度云”下的家用智能洗切一体机 徐光强,杨胜财,宋凯苇 边建潇,张南 一等奖

2 陇东学院 智能洗碗机 魏天民,史晓东,陈瑞霞 王建吉 二等奖

3 陇东学院 “地板管家”——多地形智能清洁机器人 张攀峰,王亚军,陆金玉 贺立群,刘馨 三等奖

4 陇东学院 “一尘不染”——家用垃圾清理“瓦力”机器人 郑文博,李志守,张苗苗 刘馨,刘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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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二魔方机器人）

序号 参赛学校 作品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获奖等奖

1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技术的智能魔方机器人 马鑫山,周齐,洪鸽 王波,高刚刚 一等奖

2 兰州理工大学 魔方还原机器人 哈万顺,刘泽华,余光杰 张浩琛,王志文 二等奖

优秀组织单位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城市学院 陇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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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第十八届“博创杯”全国大学生嵌入式人工智能设计大赛西北赛区选拔赛

获奖名单

一等奖（23项）

序号 队伍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1 B-XB-20223477 兰州交通大学 足球场地动态监测系统 刘燕雯 杜雅波 马雅玲 杨军 周鹏

2 B-XB-20223412 兰州工业学院 智能守护&健康防护 殷立博 于跃江 南小弟 包理群 徐钦

3 B-XB-20223479 兰州交通大学 智能化自动测量机器人 丁一 袁涛 孙琦杰 张晶 谭筠梅

4 B-XB-20223439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一体化自动定位运输的解决方案 高启轩 马文强 杨庆成 张玺君

5 B-XB-20223480 河西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大棚控制系统 杨雄卫 柳琪琪 陈忠杨 熊丽 李亚珺

6 B-XB-20223500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无线联锁的车地直接通信 CTCS-3 级列控模拟系统 王子康 陈昊 李相龙 李建国

7 B-XB-20223280 甘肃政法大学 基于树莓派的人脸口罩检测 买剑如 张金莲 马明艳 张琛 万阳洋

8 B-XB-20223208 北方民族大学 基于嵌入式的宿舍物联网助手 罗兴富 朱洋 曹炎 王志会 王强

9 B-XB-20223397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互联网+基础上的林地园林守护者 张爱陆 杨乐 王子鸣 郑海霞 王富强

10 B-XB-20223489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阿克曼机器人 高泽伟 谢居洋 魏晓文 张华卫 李楠

11 B-XB-20223440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RCNN 算法的智慧服务机器人 滕明鑫 任家兴 高宇晨 马维俊 任学惠

12 B-XB-20223407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PP-YOLOv2 的辅助导盲设备 李浩森 靳晓东 吴蓉 张东

13 B-XB-20223400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nvidia jstson nano 的视觉处理网球机器人 张翼鸿 蒲秋虹 潘诗蕊 李海燕 郑敏

14 B-XB-20223508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 Ethemet 的管道裂纹检测及清洗机器人 杜佳珉 杨良全 袁梓铭 黄炜 刘文静

15 B-XB-20223501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 CRH3 铁路沙盘仿真 马广禄 程倩 张瑶 姜滨

16 B-XB-20223213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AI 技术的多功能消防机器人 曹亮 刘伊婷 吴燕基 李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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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B-XB-20223129 西北民族大学 共享外卖自提箱 吕坤山 周瑞婷 牛笑楠 张国恒

18 B-XB-20223251 兰州工业学院 分类有道——垃圾成宝 杨成泽 张国强 石雅茹 王栋梁 孙永吉

19 B-XB-20223327 西北师范大学 宝贝管家—智能婴儿看护床 李一鸣 全爱平 张亚利 何尔利 王小牛

20 B-XB-20223496 兰州交通大学 10kV 高压开关柜辅助维修增强现实系统设计 赵奇隆 马珂欣 种阳 岳彪 王果

21 B-XB-20223363 甘肃农业大学 “棚”荜生辉——基于博创平台中草药栽培生态棚 赵志杰 汪亚龙 陈静茹 陈蕾 唐洁

22 B-XB-20223406 兰州理工大学 “智慧狗”——新一代教育和陪护机器狗领航者 庞伟业 何晨煜 池心蕾 金洁

23 B-XB-20223468 兰州交通大学 “Ai”牙齿——Ai 口腔预问诊机器人 蒋函宇 姜越 马一丹 穆聪 李志强

二等奖（33项）

序号 队伍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1 B-XB-20223416 兰州交通大学 智能网球拾取器 陈墨迪 张佳诚 苗津铭 王耀琦 薛晓芳

2 B-XB-20223128 西北民族大学 智能分拣机器人 朱雄 唐媛 马建辉
周丽君

祖丽皮耶.图尔荪

3 B-XB-20223394 兰州理工大学 智慧农业——基于飞控算法的智慧喷灌农业设备 陈明泽 罗灵 刘薇 彭铎

4 B-XB-20223398 兰州理工大学 智慧出行——智能检测预警安全带 张书童 殷新震 迟浩然 赵宏

5 B-XB-20223474 兰州交通大学 易 BOOK—基于 STM32 的智能图书借取系统 高岳 马发海 蔡康铭 张晶 王红鹰

6 B-XB-20223426 兰州工业学院 学生温馨的家----基于 STM32 的守护关爱系统设计 赵靖 陈兴洁 王一帆 周彬 李鹏霞

7 B-XB-20223517 兰州工业学院 面向非接触型智能洗手间 俞晓炜 杨欢 刘洋 李鹏霞

8 B-XB-20223421 兰州工业学院 垃圾智能分类平台 李宛睿 张斌 杨阳 包理群 李鹏霞

9 B-XB-20223476 兰州交通大学 可视化运动监测系统 于慧霞 孙颖超 李响 谭筠梅 张晶

10 B-XB-20223342 甘肃农业大学 居家养老智慧嵌入式系统 吴科迪 薛志洋 童永健 韩俊英 刘成忠

11 B-XB-20223488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语音控制的分拣机器人 秦媛媛 王玉清 赵雨桐 李高云 禄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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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XB-20223466 甘肃政法大学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仓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韩娇荣 姜芙蓉 韩晨莹 徐世鹏 孙国军

13 B-XB-20223234 北方民族大学 基于物联网的环境检测 晏盛 彭锦辉 黄慧玲 潘俊涛 王强

14 B-XB-20223207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树莓派的校园快递派送智能机器人 张湛渤 田君航 赵延婷 吴韬

15 B-XB-20223512 河西学院 基于嵌入式系统分拣机器人的设计与制作 马伟雄 李洁 邓红 张志成 朱志斌

16 B-XB-20223136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机械臂视觉的自动加油站 王露瑶 奉宏华 农瑞宁 陈万军

17 B-XB-20223415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一站式”超市购物机器人 刘兵宇 刘金柯 金行 张玺君

18 B-XB-20223469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机器视觉的“慧眼”垃圾桶 张文杰 刘振海 刘浩杰 贺瑗

19 B-XB-20223505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 WIFI 的风机塔筒清洗机器人 周天龙 王旭 郭婷婷 袁英年 吴冬霞

20 B-XB-20223507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 STM32 的远程交互式智能药盒 王海洲 杨峻 张卫翼 陈艳丽 郭文会

21 B-XB-20223503 甘肃政法大学 基于 STM32F407 智能家居系统 何春耀 赵国璇 刘文宝 安德智 刘小红

22 B-XB-20223126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RTOS 的集消毒测温为一体的智能电梯控制系统 周麟翔 李文闯 孙浩瑜 何美荣 骆岩红

23 B-XB-20223402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PSA 技术的智慧家用制氧设备 曾猜 唐杰 连文婧 苏敏 祝超群

24 B-XB-20223509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 NBIOT 枸杞干燥装置 伏炳炎 曾永琪 李东东 殷学丽 丁志强

25 B-XB-20223206 北方民族大学 基于 Linux 与物联网技术的农业环境参数采集 秦博 牟材正 傅晟 马宏兴 祝玲

26 B-XB-20223401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IOT 的远程移动多场景水质环境监测系统 金清 刘迅 王鼎钧 何继爱 张玺君

27 B-XB-20223199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ARM+Linux 的车载系统 林剑东 李新月 周思丹 陈万军

28 B-XB-20223307 兰州工业学院 基于 Android 的温室大棚环境检测系统设计 王慧敏 贾琪 李圆圆 王宏斌

29 B-XB-20223473 兰州交通大学 彼临-轨道交通 MR 智慧运维系统 金煜哲 朱浩洋 蒋启源 雍玖

30 B-XB-20223310 兰州工业学院 Python+OpenCV 的虚拟非接触键盘设计 王乐丁 蒲志龙 王伟华 王宏斌 何辉

31 B-XB-20223341 西北师范大学 Ometaverse_simple 冷宜隆 侯树阳 刘颜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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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XB-20223467 兰州交通大学 “物以类聚”——智能垃圾桶的设计与实现 张雅茹 吴华松 刘硕 周鹏 杨军

33 B-XB-20223447 兰州工业学院 基于 Raspberry 的智能家居 田鹏程 牛皓莹 刘鹏远 李鹏霞

三等奖（34项）

序号 队伍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1 B-XB-20223231 北方民族大学 基于树莓派视觉识别垃圾分类的研究 刘晨乐 张思源 王卓 王强 赵虎

2 B-XB-20223242 北方民族大学 基于 stm32 的太阳能热水器无线智能管理系统的设计制作 李庚禹 马亮 苏博 肖丽霞 祝玲

3 B-XB-20223364 甘肃农业大学 基于嵌入式的防疫智能小车 党智博 周倡宇 脱苗 陈蕾

4 B-XB-20223475 甘肃政法大学 智能防疫机器人 赵莉珺 王小龙 高鹏程 陆军

5 B-XB-20223513 河西学院 基于嵌入式系统数字识别机器人的设计与制作 赵喜辉 杨财胜 王忠财 周佐 朱志斌

6 B-XB-20223185 兰州工业学院 随叫随到一种智能语音分类垃圾桶的设计 李佩佩 冯亚龙 车国锋 王栋梁 赵浪涛

7 B-XB-20223325 兰州工业学院 疫情背景下非接触手势密码锁 何严飞 剡宇航 郭浪浪 王宏斌 何辉

8 B-XB-20223441 兰州工业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火灾预警系统 陈军 杜金龙 高志信 王永喜

9 B-XB-20223298 兰州工业学院 基于 Python 的康复系统 张红妮 牛一璇 杨瑶瑶 王宏斌

10 B-XB-20223497 兰州交通大学 慧眼识“降”-高铁隧道路基表面沉降智慧监测系统 马宁 杨浩 张鹏程 岳彪 闵永智

11 B-XB-20223499 兰州交通大学 隧道 LED 的智能照明控制器设计 何玉彪 赵玉龙 沈梓霖 闵永智 王果

12 B-XB-20223484 兰州交通大学 隔空取物 叶明鑫 李欣岚 张鹏 蔚慧琼 邢东峰

13 B-XB-20223487 兰州交通大学 指尖麦克纳姆轮机器人 胡景阳 徐雨康 宋雨萌 程小阳 宫玉芳

14 B-XB-20223490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运动感知的手指康复训练系统 李向前 岳明琪 尚怡男 王耀琦 苗树翻

15 B-XB-20223491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虚拟现实与场景交互的高速列车运行沙盘系统设计 李华伟 杨政 陈思杰 闵永智 岳彪

16 B-XB-20223502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 OpenCV 视觉图像处理的象棋机械人 吴琪 李瑶 马涛 赵贺 高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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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B-XB-20223465 兰州交通大学 新曦净光——新一代光伏组件智能清洁机器人 王东东 牛世祥 线忠斌 杨捷媛

18 B-XB-20223396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嵌入式的常态化疫情防控系统 李小燕 孔祥森 陈志辉 宋鸣 靳岚

19 B-XB-20223408 兰州理工大学
安全驾驶新防线-基于深度学习的 ADAS可逆主动式安全系统

设计
陈弋辉 秦鸣飞 方志刚 朱宁宁 何继爱

20 B-XB-20223414 兰州理工大学 低碳校园-慧联节能教室 杨紫楠 唐伟东 杨伟 张恩展

21 B-XB-20223438 兰州理工大学 一种基于 CNN 的交通指挥机器人 王文轩 姚可凡 聂子祥 胡世军 赵付青

22 B-XB-20223445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SLAM 建模定位的智能语音分类垃圾桶 袁继泉 顾稼泽 陈天芮 赵宏

23 B-XB-20223457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 RFID 的室内定位算法的图书馆服务机器人 姜乐 李冠男 张立军 何继爱 王维芳

24 B-XB-20223522 兰州理工大学
结构安全卫士——基于云端 ABAQUS 数据二次本构开发的地

震预警与震后结构实时分析处理系统
梁杰 刘明哲 谭文勇 李万润 李喜梅

25 B-XB-20223411 兰州理工大学 防疫哨兵-智能抗疫多功能系统 申永庆 畅希望 邹华锋 张恩展

26 B-XB-20223462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非接触式红外防疫系统 刘飞翔 梁浩琪 朱培艺 赵宏 马维俊

27 B-XB-20223506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云平台的家庭灭火机器人 王东辉 王龙 吴文彬 魏晋 邢冠梅

28 B-XB-20223135 西北民族大学 智慧生活居家终端系统 赵正 熊育政 袁姝琪 徐永胜

29 B-XB-20223210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嵌入式的智能家居控制板 张冰 马平 熊卓婷 王建华

30 B-XB-20223212 西北民族大学 汽车安全驾驶辅助系统 银俊 童鑫 孙新然 陈万军

31 B-XB-20223434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arduino 的写字机器人 程勇聪 拜简妮 刘洋 刘洪涛

32 B-XB-20223162 西北民族大学 太阳光追踪系统 吴永佳 姚珂珂 王有民 陈万军 马小琴

33 B-XB-20223134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K210 与 FreeRTOS 的物联网智能车库 戚晨夕 马伊诺 蒙诗婷 刘洪涛

34 B-XB-20223336 西北师范大学 与农话禽—基于 STM32 的智慧鸡舍 冯喆 张菊菊 白永龙 王小牛 何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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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单位

西北民族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学校 指导教师

西北民族大学 李向群、张国恒

西北师范大学 何尔利、王小牛

兰州理工大学
张玺君、郑海霞、王富强、马维俊、任学惠、

张东、李海燕、郑敏、金洁

兰州交通大学
杨军、周鹏、张晶、谭筠梅、李建国、张华卫、

李楠 、姜滨、岳彪、王果、穆聪、李志强

甘肃农业大学 陈蕾、唐洁

甘肃政法大学 张琛、万阳洋

北方民族大学 王志会、王强

河西学院 熊丽、李亚珺

兰州工业学院 包理群、徐钦、王栋梁、孙永吉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黄炜、刘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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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甘肃赛区选拔赛

获奖名单

一、团体奖（机械类别）

序号 类别 学校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贾世茂、黄宇航、段勇昌、靳思雨、苏向向 吴卓、李海燕、康永平、陈卫华、郑敏 一等奖

2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董鹏、赵晓伟、王东东、张傲、王欢欢 吴刊选、赵军、李艳敏、刘潇潇、卢鑫 一等奖

3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靳如柏、张其昌、吴雁泽、刘云、伏少博 赵丹、唐小强、张化平、刘兴亮 二等奖

4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高睿麟、杨银平、白鹏翀、张凯俊、李东刚 王艳、王铎、胡宗政、张娟、王景涛 二等奖

5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陈浩、谢晨茜、滕瑜百、胡斌、黄勇 刘广桥、王振禄、王志全、刘鹏、魏伟 二等奖

6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刘旺民、杨桐、贾沛东、王旭、马建华 陆学斌、王尚龙、高刚刚、张荣、李永强 三等奖

7 机械 陇东学院 李艳强、李成、秦蛟、景青林、宋凯苇 杨娜娜、刘馨、刘浩锐、刘阳 三等奖

8 机械 河西学院 阎志凯、王斌斌、何浩、宋振军、赵涛涛 王小军、王宗刚、王长胜、王学志、王琦山 三等奖

二、团体奖（建筑类别）

序号 类别 学校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李超群、刘明哲、谭文勇、刘子骏、孔亚轩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周锟 一等奖

2 建筑 陇东学院 孙静、李濠宇、甘鹏举、高天宁、夏玲 梁淑红、胡爱萍、王博、杨宏平、滕尊莉 一等奖

3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王振、朱旭东、王志腾、韩亮亮、罗琦 贾淑明、高文琪、刘君、徐静、李志刚 二等奖

4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刘思雨、马学洋、姬泽民、任仕鹏、杨清华 石明星、任新、李星瑞、王欣、徐建刚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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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 西北民族大学 杨旭湟、李黔渝、曾星月、黄肖肖、韦武杭 郑海晨、赵文玉、马宏斌、姜艳军 二等奖

6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王雪娇、张永烨、康博、路凯新、陈新桥 王堃、黄佼佼、张丽萍、孙寿榜、马莉 三等奖

7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李栋、周子煦、金文祥、刘富强、祁光海 宋瑞霞、崔晓燕、唐文斐、金兆鑫、梁荣 三等奖

8 建筑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陈鑫、展宗烨、沈思、雒鑫、张永朋 王海珍、赵志鹏、李喜娟、陈琰娇、何亮 三等奖

三、团体奖（水利类别）

序号 类别 学校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胡 森、杨 毅、 赵汉卿、吕自杰、杨茜媛 龚成勇、樊新建、侯慧敏、郑 健、魏佳芳 一等奖

2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徐嘉辉、闫永红、毛红亮、陈 龙、王随武 马虎迎、王立荣、王文芳、 张重英 二等奖

3 水利 甘肃农业大学 余松海、马国奎、高世昌、苏兴旺、王文昊 王引弟、李雅娴、李晓玲、黄 珍、朱燕琴 二等奖

4 水利 陇东学院 张龙飞、彭美花、王佳玲、姜丹丹、赵 丽 王 博、高峙南、胡爱萍、杨宏平、梁淑红 三等奖

5 水利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张林腾、杨文杰、牛冯刚、吴 昊、张婷婷 李 逸 、王保周、王兴民、王多平 三等奖

四、团体奖（道桥类别）

序号 类别 学校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余嘉伟、邢孟甜、严红忠、江雨欣、陈昶旭 杜骞、刘尊稳、张熙胤、鲁锦华、王力 一等奖

2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黄俊烨、李锐、薛胜德、朱明德、牟韩博 念腾飞、袁华智、周锟、王正振、梁亚雄 二等奖

3 道桥 陇东学院 郑有鹏、徐斌、任国斌、张德龙、力兵兵 杨宏平、王博、郭建博、梁淑红、高峙南 三等奖

4 道桥 西北民族大学 白涛、杨泓源、黄欣薇、张琰、吴文龙 卢永飞、冯英杰、路韡、黄洪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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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全能奖（机械类别）

序号 类别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靳如柏 赵丹 张化平 唐小强 一等奖

2 机械 陇东学院 李艳强 杨娜娜 刘馨 刘阳 刘浩锐 一等奖

3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黄宇航 陈卫华 李海燕 吴卓 郑敏 一等奖

4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贾世茂 李海燕 吴卓 康永平 郑敏 一等奖

5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段勇昌 张兰英 陈卫华 郑敏 吴卓 一等奖

6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苏向向 魏兴春 李海燕 陈卫华 康永平 一等奖

7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唐宇欣 康永平 郑敏 魏兴春 陈卫华 一等奖

8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刘旺民 高双 高刚刚 王波 孙晓微 一等奖

9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靳思雨 吴卓 康永平 陈卫华 魏兴春 一等奖

10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高睿麟 胡宗政 王艳 王铎 张娟 一等奖

11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董鹏 吴刊选 赵军 刘潇潇 李艳敏 一等奖

12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赵晓伟 赵军 吴刊选 刘潇潇 李艳敏 一等奖

13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陈浩 魏伟 俞友军 王振禄 刘鹏 一等奖

14 机械 甘肃农业大学 鲁文泽 高爱民 孙伟 一等奖

15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周纹星 郑敏 陈卫华 魏兴春 吴卓 一等奖

16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潘立祥 吴卓 郑敏 康永平 魏兴春 一等奖

17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王君轲 吴卓 李海燕 康永平 郑敏 一等奖

18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王东东 刘潇潇 李艳敏 赵军 柳彦虎 一等奖



第 68 页 共 129 页

19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张傲 李艳敏 卢鑫 刘潇潇 柳彦虎 一等奖

20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张其昌 张化平 赵丹 唐小强 一等奖

21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银平 王铎 王艳 胡宗政 张娟 一等奖

22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周芸 吴卓 李海燕 郑敏 陈卫华 一等奖

23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朱硕 郑敏 魏兴春 陈卫华 李海燕 一等奖

24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孙梦娇 李海燕 吴卓 康永平 郑敏 一等奖

25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徐智渊 李海燕 吴卓 郑敏 陈卫华 一等奖

26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高康 吴卓 郑敏 魏兴春 李海燕 一等奖

27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王文博 郑敏 陈卫华 魏兴春 吴卓 一等奖

28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吴雁泽 唐小强 赵丹 张化平 一等奖

29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张冬冬 魏兴春 陈卫华 郑敏 李海燕 一等奖

30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谢晨茜 王振禄 王志全 刘广桥 魏伟 一等奖

31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陈琴 吴卓 郑敏 陈卫华 魏兴春 一等奖

32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周俊任 王林军 吴卓 魏兴春 郑敏 一等奖

33 机械 河西学院 阎志凯 王小军 王琦山 王宗刚 王学志 一等奖

34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樊力尹 卢鑫 李艳敏 刘潇潇 柳彦虎 一等奖

35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王欢欢 卢鑫 李艳敏 赵军 吴刊选 一等奖

36 机械 天水师范学院 张勇强 马浩浩 冯彦伟 李琴兰 一等奖

37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刘云 唐小强 赵丹 张化平 二等奖

38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田普 马高峰 唐小强 赵丹 二等奖

39 机械 河西学院 王斌斌 王小军 王宗刚 王学志 张西宁 二等奖



第 69 页 共 129 页

40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凯俊 胡宗政 张娟 王艳 王铎 二等奖

41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杨桐 高刚刚 王尚龙 张荣 王波 二等奖

42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陈梓靖 康永平 吴卓 郑敏 魏兴春 二等奖

43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曹文龙 康永平 吴卓 李海燕 郑敏 二等奖

44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伏少博 赵丹 唐小强 刘兴亮 二等奖

45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田江龙 唐小强 张化平 赵丹 二等奖

46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杨新策 魏兴春 陈卫华 郑敏 吴卓 二等奖

47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吴梓鑫 吴卓 康永平 李海燕 陈卫华 二等奖

48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滕瑜百 魏伟 刘广桥 柴廷玺 刘鹏 二等奖

49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刘乐乐 唐小强 赵丹 张化平 二等奖

50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刘龙越 郑敏 李海燕 吴卓 康永平 二等奖

51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窦正阳 张兰英 李海燕 陈卫华 魏兴春 二等奖

52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白鹏翀 王艳 王铎 胡宗政 张娟 二等奖

53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曹帆帆 赵丹 唐小强 张化平 二等奖

54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陈淑婷 赵丹 唐小强 张化平 二等奖

55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张翼鸿 李海燕 吴卓 康永平 陈卫华 二等奖

56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柳政熙 王林军 郑敏 陈卫华 魏兴春 二等奖

57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祁长江 吴卓 康永平 陈卫华 郑敏 二等奖

58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贾沛东 李永强 陆学斌 高刚刚 王尚龙 二等奖

59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王龙飞 高双 王尚龙 李永强 王波 二等奖

60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黄勇 杨天兴 王志全 王振禄 俞友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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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 杨朝 刘立美 二等奖

62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张钦瓒 柳彦虎 李艳敏 刘潇潇 卢鑫 二等奖

63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周承泰 唐小强 赵丹 张化平 二等奖

64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胡斌 刘广桥 王振禄 王志全 柴廷玺 二等奖

65 机械 河西学院 何浩 王宗刚 王小军 周亮 张娜 二等奖

66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梁盼盼 魏兴春 陈卫华 郑敏 吴卓 二等奖

67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田祎 张兰英 魏兴春 陈卫华 郑敏 二等奖

68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刘洋 康永平 吴卓 郑敏 魏兴春 二等奖

69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王旭 陆学斌 王尚龙 高刚刚 高双 二等奖

70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李宏鹏 李艳敏 卢鑫 刘潇潇 柳彦虎 二等奖

71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王慧栋 陆学斌 李永强 高刚刚 王尚龙 二等奖

72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刘飞洋 王尚龙 高刚刚 张荣 高双 二等奖

73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成舒琦 郑敏 吴卓 李海燕 陈卫华 二等奖

74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谭伟亮 康永平 郑敏 魏兴春 李海燕 二等奖

75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王贺 王振禄 刘广桥 魏伟 王志全 二等奖

76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锦涛 王艳 胡宗政 王铎 张娟 二等奖

77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张志超 徐建刚 王欣 王凯 马云龙 二等奖

78 机械 陇东学院 李成 刘浩锐 刘馨 刘阳 杨娜娜 二等奖

79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张文豪 郑敏 吴卓 康永平 陈卫华 二等奖

80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吴生红 王艳 王铎 胡宗政 张娟 二等奖

81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马建华 陆学斌 李永强 张荣 王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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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线忠斌 柳彦虎 李艳敏 卢鑫 刘潇潇 二等奖

83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东刚 胡宗政 王艳 王铎 张娟 二等奖

84 机械 河西学院 宋振军 王琦山 王小军 王宗刚 王长胜 二等奖

85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崔复政 吴刊选 卢鑫 刘潇潇 李艳敏 二等奖

86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王潇华 陈卫华 吴卓 郑敏 魏兴春 二等奖

87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赵萱霖 王尚龙 陆学斌 李永强 高双 二等奖

88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夏昕阳 吴卓 李海燕 康永平 陈卫华 二等奖

89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陈元昶 卢鑫 刘潇潇 李艳敏 柳彦虎 二等奖

90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郭凤 张化平 唐小强 赵丹 二等奖

91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穆兰 李海燕 郑敏 陈卫华 魏兴春 三等奖

92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张卫翼 高刚刚 高双 王波 张荣 三等奖

93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佘阿东 卢鑫 刘潇潇 李艳敏 柳彦虎 三等奖

94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蒋志 王尚龙 高刚刚 张荣 孙晓微 三等奖

95 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 王兴文 杨永萍 三等奖

96 机械 陇东学院 景青林 刘阳 刘馨 刘浩锐 杨娜娜 三等奖

97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刘涛 赵丹 唐小强 张化平 三等奖

98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张明 杨天兴 王志全 俞友军 刘鹏 三等奖

99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吴永凯 张娟 王艳 王铎 胡宗政 三等奖

100 机械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李闯锋 秦勇 张岩成 卢雪红 蔡明宏 三等奖

101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刘龙超 张兰英 李海燕 陈卫华 康永平 三等奖

102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祁华山 康永平 陈卫华 郑敏 李海燕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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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周行水 郑敏 吴卓 康永平 魏兴春 三等奖

104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赵锦楠 陈卫华 康永平 魏兴春 李海燕 三等奖

105 机械 陇东学院 秦蛟 刘阳 刘浩锐 刘馨 杨娜娜 三等奖

106 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 巫祎博 杨永萍 三等奖

107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陈嘉贤 李海燕 吴卓 康永平 郑敏 三等奖

108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张志林 陆学斌 王波 王尚龙 李永强 三等奖

109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侯飞红 陆学斌 孙晓微 王尚龙 王波 三等奖

110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杜荣华 唐小强 赵丹 张化平 三等奖

111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陆安云 陈卫华 郑敏 康永平 魏兴春 三等奖

112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邵帅 王艳 张娟 胡宗政 王铎 三等奖

113 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 柳文鑫 古妮娜 三等奖

114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韩佳儒 张化平 唐小强 赵丹 三等奖

115 机械 陇东学院 宋凯苇 刘馨 杨娜娜 刘浩锐 刘阳 三等奖

116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蒋昀含 王尚龙 陆学斌 高刚刚 高双 三等奖

117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刘佳宇 卢鑫 刘潇潇 李艳敏 柳彦虎 三等奖

118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许亚斌 魏兴春 李海燕 康永平 陈卫华 三等奖

119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郭华 赵丹 唐小强 张化平 三等奖

120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赵金凤 柳彦虎 李艳敏 刘潇潇 卢鑫 三等奖

121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杜圆波 高双 高刚刚 李永强 陆学斌 三等奖

122 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 董宇昕 贾海深 三等奖

123 机械 河西学院 赵涛涛 张西宁 王小军 王琦山 王宗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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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张富森 张化平 唐小强 刘兴亮 三等奖

125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王炳岚 李永强 陆学斌 张荣 王波 三等奖

126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贾宁祥 张化平 唐小强 赵丹 三等奖

127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董泽炎 卢鑫 刘潇潇 李艳敏 柳彦虎 三等奖

128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梁泽 陆学斌 王尚龙 高双 张荣 三等奖

129 机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怡杰 张娟 胡宗政 王铎 王艳 三等奖

130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张杰 高双 陆学斌 李永强 高刚刚 三等奖

131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张志伟 张荣 王波 李永强 孙晓微 三等奖

132 机械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李杨 秦勇 张岩成 卢雪红 蔡明宏 三等奖

133 机械 陇东学院 王乐 刘浩锐 刘阳 杨娜娜 刘馨 三等奖

134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巩哲 马高峰 唐小强 赵丹 三等奖

135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韩杨杨 王波 高双 孙晓微 张荣 三等奖

136 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 高裔博 易湘斌 三等奖

137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张金龙 王波 孙晓微 高双 李永强 三等奖

138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朱旭涛 柴廷玺 王志全 魏伟 俞友军 三等奖

139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水志毅 马云龙 王欣 徐建刚 张小安 三等奖

140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张俊杰 赵丹 马高峰 唐小强 三等奖

141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王其文 李永强 张荣 王波 孙晓微 三等奖

142 机械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雷健斌 秦勇 张岩成 卢雪红 蔡明宏 三等奖

143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尚世博 俞友军 王志全 魏伟 王振禄 三等奖

144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范毅翔 吴卓 康永平 郑敏 陈卫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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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 康勇太 郭文静 三等奖

146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雷宇 徐建刚 张小安 王欣 马云龙 三等奖

147 机械 陇东学院 何主学 刘浩锐 刘阳 杨娜娜 刘馨 三等奖

148 机械 河西学院 杨兵兵 王小军 王宗刚 王长胜 张娜 三等奖

149 机械 河西学院 王德龙 周亮 王长胜 张娜 王琦山 三等奖

150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王文斌 张小安 徐建刚 王欣 王凯 三等奖

151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潘自德 李海燕 陈卫华 康永平 吴卓 三等奖

152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郝俊洋 魏兴春 吴卓 李海燕 郑敏 三等奖

153 机械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贾兆凡 曹雅莉 郭丽君 杜建霞 汪亚梅 三等奖

154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朱朋杰 高刚刚 孙晓微 陆学斌 张荣 三等奖

155 机械 河西学院 赵志龙 王学志 王宗刚 王长胜 张娜 三等奖

156 机械 陇东学院 龚美杰 杨娜娜 刘浩锐 刘阳 刘馨 三等奖

157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张志远 张荣 高双 王尚龙 高刚刚 三等奖

158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段天翔 王波 高双 李永强 孙晓微 三等奖

159 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 张飞龙 张继林 三等奖

160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张轶帆 张荣 王波 孙晓微 高双 三等奖

161 机械 陇东学院 范佛通 刘浩锐 杨娜娜 刘馨 刘阳 三等奖

162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汝佳仪 卢鑫 刘潇潇 李艳敏 柳彦虎 三等奖

163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王泽瑞 卢鑫 刘潇潇 李艳敏 柳彦虎 三等奖

164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樊颜荣 魏伟 俞友军 柴廷玺 刘鹏 三等奖

165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王阳 唐小强 张化平 赵丹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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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雷俊麒 王志全 魏伟 刘广桥 柴廷玺 三等奖

167 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亢予川 卢鑫 刘潇潇 李艳敏 柳彦虎 三等奖

168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孙康芮 康永平 郑敏 李海燕 吴卓 三等奖

169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谢博 俞友军 魏伟 柴廷玺 刘鹏 三等奖

170 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彭顺顺 高刚刚 张荣 王波 高双 三等奖

171 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甘海春 陈卫华 魏兴春 吴卓 郑敏 三等奖

172 机械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聂大江 秦勇 张岩成 卢雪红 蔡明宏 三等奖

173 机械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张宝刚 秦勇 张岩成 卢雪红 蔡明宏 三等奖

174 机械 天水师范学院 潘春凤 李琴兰 马浩浩 冯彦伟 三等奖

175 机械 陇东学院 车帅帅 杨娜娜 刘阳 刘浩锐 刘馨 三等奖

176 机械 甘肃农业大学 张正罡 高爱民 孙伟 三等奖

177 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 张岩 杜遥 三等奖

178 机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王闪闪 唐小强 赵丹 张化平 三等奖

179 机械 兰州城市学院 郭发杰 魏伟 刘广桥 柴廷玺 刘鹏 三等奖

180 机械 陇东学院 关家骏 刘馨 刘阳 杨娜娜 刘浩锐 三等奖

六、个人全能奖（建筑类别）

序号 类别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刘思雨 石明星、任新、李星瑞、王欣 一等奖

2 建筑 西北民族大学 杨旭湟 郑海晨、赵文玉、马宏斌、姜艳军 一等奖

3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王振 高文琪、山水龙、贾淑明、田肖蕾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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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陈鑫 王海珍、赵志鹏、陈琰娇、刘潮 一等奖

5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李超群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一等奖

6 建筑 陇东学院 孙静 王博、梁淑红、高峙南、滕尊莉 一等奖

7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刘明哲 周锟、兰倩、王冰霞、高虹 一等奖

8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朱旭东 刘君、山水龙、贾淑明、杨苏宁 一等奖

9 建筑 陇东学院 甘鹏举 王博、曹李祥、梁淑红、高峙南 一等奖

10 建筑 西北民族大学 李黔渝 郑海晨、马宏斌、姜艳军、赵文玉 一等奖

11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谭文勇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一等奖

12 建筑 陇东学院 李濠宇 杨宏平、曹李祥、张兴元、胡爱萍 一等奖

13 建筑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肖勇 张玺、邵建国、吴志焘、郭小红 一等奖

14 建筑 甘肃农业大学 杨益寿 李雅娴、李晓玲、王引弟、王玉才 一等奖

15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王雪娇 张丽萍、黄佼佼、马莉、王力 一等奖

16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马学洋 石明星、任新、李星瑞、徐建刚 一等奖

17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孔亚轩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一等奖

18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王志腾 田肖蕾、徐静、杨苏宁、高文琪 一等奖

19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刘子骏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一等奖

20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张永烨 金栋、马莉、张丽萍、王力 一等奖

21 建筑 西北民族大学 曾星月 赵文玉、姜艳军、郑海晨、马宏斌 一等奖

22 建筑 陇东学院 夏玲 杨宏平、曹李祥、张兴元、胡爱萍 一等奖

23 建筑 陇东学院 高天宁 梁淑红、胡爱萍、王博、滕尊莉 一等奖

24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韩亮亮 徐静、刘君、田肖蕾、杨苏宁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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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筑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庞国强 任兴星、王调妮、马振红、祁强 一等奖

26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李栋 宋瑞霞、崔晓燕、唐文斐、金兆鑫 二等奖

27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杨启翔 周锟、兰倩、王冰霞、高虹 二等奖

28 建筑 陇东学院 李雪 胡爱萍、王博、梁淑红、高峙南 二等奖

29 建筑 陇东学院 陈海娟 滕尊莉、杨宏平、胡爱萍、张兴元 二等奖

30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周子煦 宋瑞霞、崔晓燕、唐文斐、金兆鑫 二等奖

31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姬泽民 石明星、任新、李星瑞、徐建刚 二等奖

32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罗琦 杨苏宁、徐静、田肖蕾、高文琪 二等奖

33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李雄超 周锟、兰倩、王冰霞、高虹 二等奖

34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路凯新 王堃、张丽萍、杜骞、孙寿榜 二等奖

35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金文祥 宋瑞霞、崔晓燕、唐文斐、金兆鑫 二等奖

36 建筑 武威职业学院 王帅 蔡济众、梁照文、周建梅、陈睿国 二等奖

37 建筑 陇东学院 刘子艳 滕尊莉、杨宏平、曹李祥、张兴元 二等奖

38 建筑 陇东学院 郭吉利 梁淑红、高峙南、滕尊莉、杨宏平 二等奖

39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杨旭杰 贾淑明、山水龙、徐静、刘君 二等奖

40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祁丽璇 周锟、兰倩、王冰霞、高虹 二等奖

41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康博 金栋、孙寿榜、杜骞、黄佼佼 二等奖

42 建筑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杨泉 任兴星、王调妮、马振红、祁强 二等奖

43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任仕鹏 石明星、任新、李星瑞、徐建刚 二等奖

44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刘富强 崔晓燕、唐文斐、金兆鑫、梁荣 二等奖

45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杨清华 石明星、任新、李星瑞、王欣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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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陈海洋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二等奖

47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王培宇 周锟、兰倩、王冰霞、高虹 二等奖

48 建筑 西北民族大学 黄肖肖 马宏斌、赵文玉、郑海晨、姜艳军 二等奖

49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陈同乐 徐静、山水龙、杨苏宁、李志刚 二等奖

50 建筑 武威职业学院 包彦斌 梁照文、蔡济众、陈睿国、周建梅 二等奖

51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祁光海 宋瑞霞、崔晓燕、唐文斐、金兆鑫 二等奖

52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王佳慧 贾淑明、李志刚、杨苏宁、刘君 二等奖

53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席应文 崔晓燕、唐文斐、金兆鑫、梁荣 二等奖

54 建筑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展宗烨 赵志鹏、王海珍、陈琰娇、何亮 二等奖

55 建筑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沈思 赵志鹏、王露、郭艳红、王海珍 二等奖

56 建筑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晁骏 任兴星、王调妮、马振红、祁强 二等奖

57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黄明涛 山水龙、贾淑明、徐静、高文琪 二等奖

58 建筑 陇东学院 沈瑞芳 胡爱萍、王博、梁淑红、高峙南 二等奖

59 建筑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雒鑫 王海珍、赵志鹏、郭艳红、刘潮 二等奖

60 建筑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张永朋 何亮、陈琰娇、李喜娟、王海珍 二等奖

61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刘昊斌 金兆鑫、梁荣、宋瑞霞、崔晓燕 二等奖

62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肖振华 孙寿榜、马莉、杜骞、王力 二等奖

63 建筑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严志鹏 王媛、李瑾、魏永键、高雅彬 三等奖

64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陈新桥 张丽萍、王力、杜骞、黄佼佼 三等奖

65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罗泰和 金兆鑫、梁荣、宋瑞霞、崔晓燕 三等奖

66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郝芳苹 周锟、兰倩、王冰霞、高虹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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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张子珈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三等奖

68 建筑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高子峻 张玺、邵建国、吴志焘、郭小红 三等奖

69 建筑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张鹏程 赵志鹏、王海珍、王露、郭艳红 三等奖

70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张童童 金栋、杜骞、黄佼佼、孙寿榜 三等奖

71 建筑 武威职业学院 李永胜 蔡济众、梁照文、周建梅、陈睿国 三等奖

72 建筑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刘新霞 张玺、邵建国、吴志焘、郭小红 三等奖

73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何成龄 杨苏宁、李志刚、高文琪、山水龙 三等奖

74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陈旺乾 唐文斐、金兆鑫、梁荣、宋瑞霞 三等奖

75 建筑 陇东学院 张静 曹李祥、张兴元、杨宏平、王博 三等奖

76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米丽萍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三等奖

77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杨轲 田肖蕾、李志刚、徐静、高文琪 三等奖

78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张晶晶 杜骞、孙寿榜、张丽萍、马莉 三等奖

79 建筑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刘金明 任兴星、王调妮、马振红、祁强 三等奖

80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邢海霞 刘君、山水龙、徐静、田肖蕾 三等奖

81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李纪新 李志刚、山水龙、刘君、杨苏宁 三等奖

82 建筑 西北民族大学 韦武杭 郑海晨、姜艳军、马宏斌、赵文玉 三等奖

83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赵瑾江 王力、孙寿榜、张丽萍、黄佼佼 三等奖

84 建筑 西北民族大学 戴欣悦 郑海晨、赵文玉、姜艳军、马宏斌 三等奖

85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胡海涛 唐文斐、金兆鑫、梁荣、宋瑞霞 三等奖

86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张彦文 王堃、张丽萍、马莉、孙寿榜 三等奖

87 建筑 西北民族大学 周成绩 马宏斌、郑海晨、姜艳军、赵文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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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建筑 西北民族大学 刘胡蓉 赵文玉、马宏斌、姜艳军、郑海晨 三等奖

89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廖能 周锟、兰倩、王冰霞、高虹 三等奖

90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杨业成 黄佼佼、张丽萍、王堃、马莉 三等奖

91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运丽君 唐文斐、金兆鑫、梁荣、宋瑞霞 三等奖

92 建筑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王浩 陈琰娇、王海珍、何亮、李喜娟 三等奖

93 建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武多 梁荣、宋瑞霞、崔晓燕、唐文斐 三等奖

94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李兴金 山水龙、刘君、田肖蕾、高文琪 三等奖

95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赵学友 杨苏宁、山水龙、徐静、高文琪 三等奖

96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马家辉 高文琪、田肖蕾、徐静、刘君 三等奖

97 建筑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李永欢 张玺、邵建国、吴志焘、郭小红 三等奖

98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彭泽宇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三等奖

99 建筑 武威职业学院 李胜 梁照文、蔡济众、陈睿国、周建梅 三等奖

100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胡翔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三等奖

101 建筑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王怡顺 张玺、邵建国、吴志焘、郭小红 三等奖

102 建筑 甘肃农业大学 安红根 李雅娴、朱燕琴、李晓玲、王引弟 三等奖

103 建筑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候彦武 赵志鹏、王海珍、李喜娟、郭艳红 三等奖

104 建筑 武威职业学院 杜维刚 梁照文、蔡济众、陈睿国、周建梅 三等奖

105 建筑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林兆银 赵志鹏、王海珍、何亮、王露 三等奖

106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王博 周锟、兰倩、王冰霞、高虹 三等奖

107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杨洋 李志刚、高文琪、山水龙、徐静 三等奖

108 建筑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金辰阳 王媛、李瑾、魏永键、高雅彬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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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徐昕阳 王堃、黄佼佼、张丽萍、王力 三等奖

110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周军义 王堃、黄佼佼、孙寿榜、张丽萍 三等奖

111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党润兆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三等奖

112 建筑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蔡志鑫 张玺、邵建国、吴志焘、郭小红 三等奖

113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张俊哲 张磊、兰倩、王冰霞、高虹 三等奖

114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伊丽米努尔.阿卜拉 马莉、金栋、王堃、黄佼佼 三等奖

115 建筑 甘肃农业大学 黄超 黄珍、朱燕琴、李雅娴、李晓玲 三等奖

116 建筑 西北民族大学 高念志 姜艳军、赵文玉、马宏斌、郑海晨 三等奖

117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承韩 孙寿榜、王堃、张丽萍、杜骞 三等奖

118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阿卜杜萨拉木·吐尔洪 马莉、孙寿榜、杜骞、王力 三等奖

119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李锦阳 王堃、黄佼佼、杜骞、孙寿榜 三等奖

120 建筑 兰州理工大学 贾旭杨 周锟、兰倩、王冰霞、高虹 三等奖

121 建筑 武威职业学院 赵强强 梁照文、蔡济众、陈睿国、周建梅 三等奖

122 建筑 兰州交通大学 马海虹 王堃、张丽萍、杜骞、黄佼佼 三等奖

123 建筑 兰州工业学院 王鹏贤 徐静、高文琪、李志刚、杨苏宁 三等奖

124 建筑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李勇勇 王媛、李瑾、魏永键、高雅彬 三等奖

125 建筑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李生祥 王国华、田立、任文、曹铭 三等奖

126 建筑 河西学院 杨昊 陈晶、程建萍、陈棉、赵晓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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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人全能奖（水利类别）

序号 类别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胡 森 龚成勇 侯慧敏 樊新建 郑 健 一等奖

2 水利 甘肃农业大学 余松海 王引弟 李雅娴 朱燕琴 黄 珍 一等奖

3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徐嘉辉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一等奖

4 水利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张林腾 王保周 王兴民 李 逸 王多平 一等奖

5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闫永红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一等奖

6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毛红亮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一等奖

7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杨 毅 龚成勇 樊新建 魏佳芳 郑 健 一等奖

8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陈 龙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一等奖

9 水利 陇东学院 张龙飞 王 博 杨宏平 高峙南 曹李祥 一等奖

10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王随武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一等奖

11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赵汉卿 龚成勇 樊新建 侯慧敏 魏佳芳 一等奖

12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赵小锐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一等奖

13 水利 甘肃农业大学 马国奎 朱燕琴 李晓玲 黄 珍 李雅娴 一等奖

14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温 健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一等奖

15 水利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赵 祥 高秉祥 樊正恩 张富强 梁小青 一等奖

16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仲柏善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一等奖

17 水利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蔡鹏程 魏永键 李 瑾 高雅彬 王 媛 一等奖

18 水利 兰州交通大学 杨乾一 杨华中 孙寿榜 李 景 王 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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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水利 陇东学院 彭美花 陈香凤 杨宏平 郭建博 曹李祥 一等奖

20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吕自杰 樊新建 龚成勇 侯慧敏 郑 健 一等奖

21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韦荣辉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二等奖

22 水利 陇东学院 王佳玲 高峙南 陈香凤 郭建博 胡爱萍 二等奖

23 水利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莫延禄 魏永键 李 瑾 高雅彬 王 媛 二等奖

24 水利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刘 娜 周长泉 郭瑞霞 许建堂 二等奖

25 水利 陇东学院 姜丹丹 梁淑红 王 博 杨宏平 高峙南 二等奖

26 水利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杨文杰 王兴民 王多平 李 逸 王保周 二等奖

27 水利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牛冯刚 李 逸 王保周 王兴民 王多平 二等奖

28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杨茜媛 龚成勇 樊新建 魏佳芳 郑 健 二等奖

29 水利 陇东学院 赵 丽 杨宏平 王 博 胡爱萍 梁淑红 二等奖

30 水利 河西学院 胡艺钟 李军秀 邓浩亮 张永玲 梁 谦 二等奖

31 水利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吴 昊 李 逸 王保周 王多平 王兴民 二等奖

32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苏常儒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二等奖

33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郭自来 魏佳芳 樊新建 侯慧敏 吴 悠 二等奖

34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岳永恒 龚成勇 樊新建 郑 健 吴 悠 二等奖

35 水利 陇东学院 张文彬 高峙南 杨宏平 梁淑红 郭建博 二等奖

36 水利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段思宇 许建堂 李小军 李 欢 二等奖

37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张紫阳 郑 健 龚成勇 樊新建 侯慧敏 二等奖

38 水利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刘珍阳 李 欢 苏建龙 郭瑞霞 二等奖

39 水利 河西学院 张乾佑 李军秀 梁 谦 张永玲 邓浩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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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水利 甘肃农业大学 高世昌 朱燕琴 李雅娴 李晓玲 王引弟 二等奖

41 水利 甘肃农业大学 苏兴旺 李晓玲 黄 珍 王引弟 李雅娴 二等奖

42 水利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张江伟 李 瑾 魏永键 高雅彬 王 媛 二等奖

43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邵卫恩 吴 悠 龚成勇 樊新建 侯慧敏 二等奖

44 水利 陇东学院 张兴林 胡爱萍 王 博 郭建博 陈香凤 二等奖

45 水利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薛倩倩 李 瑾 魏永键 高雅彬 王 媛 二等奖

46 水利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杨 潇 周长泉 胡亚东 马虎强 二等奖

47 水利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许世欣 胡亚东 马虎强 苏建龙 二等奖

48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崔振彦 樊新建 侯慧敏 郑 健 魏佳芳 二等奖

49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陶金锋 侯慧敏 樊新建 吴 悠 魏佳芳 二等奖

50 水利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罗仁磊 高秉祥 樊正恩 张富强 梁小青 二等奖

51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岳明强 龚成勇 樊新建 郑 健 魏佳芳 三等奖

52 水利 陇东学院 刘 倩 梁淑红 陈香凤 胡爱萍 曹李祥 三等奖

53 水利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张婷婷 王保周 王兴民 李 逸 王多平 三等奖

54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洪创煜 吴 悠 龚成勇 侯慧敏 郑 健 三等奖

55 水利 陇东学院 席云云 胡爱萍 高峙南 梁淑红 曹李祥 三等奖

56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陈 兵 郑 健 龚成勇 樊新建 侯慧敏 三等奖

57 水利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李 奇 高秉祥 樊正恩 张富强 梁小青 三等奖

58 水利 甘肃农业大学 王文昊 王引弟 黄 珍 朱燕琴 李晓玲 三等奖

59 水利 陇东学院 张娇娇 王 博 杨宏平 郭建博 梁淑红 三等奖

60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肖 洋 龚成勇 樊新建 郑 健 吴 悠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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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水利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何海峰 李小军 李 欢 周长泉 三等奖

62 水利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魏文翠 魏永键 李 瑾 高雅彬 王 媛 三等奖

63 水利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薛惠峰 魏永键 李 瑾 高雅彬 王 媛 三等奖

64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张 晶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三等奖

65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余 兴 龚成勇 郑 健 樊新建 侯慧敏 三等奖

66 水利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武万权 郭瑞霞 周长泉 许建堂 三等奖

67 水利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张纹瑜 王多平 王兴民 王保周 李 逸 三等奖

68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许虎林 魏佳芳 侯慧敏 郑 健 龚成勇 三等奖

69 水利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张选林 马虎迎 王立荣 王文芳 张重英 三等奖

70 水利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贺天渊 苏建龙 郭瑞霞 胡亚东 三等奖

71 水利 甘肃农业大学 伍 鹏 李雅娴 王玉才 王引弟 朱燕琴 三等奖

72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杨清平 侯慧敏 龚成勇 郑 健 樊新建 三等奖

73 水利 兰州交通大学 肖 阳 孙寿榜 张丽萍 李 景 鲁锦华 三等奖

74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刘 魁 吴 悠 龚成勇 樊新建 侯慧敏 三等奖

75 水利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钱炳轩 马虎强 许建堂 李 欢 三等奖

76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李明科 樊新建 郑 健 龚成勇 吴 悠 三等奖

77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杨 帆 樊新建 龚成勇 侯慧敏 吴 悠 三等奖

78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巩伟洲 侯慧敏 吴 悠 郑 健 樊新建 三等奖

79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宋旭刚 魏佳芳 龚成勇 侯慧敏 吴 悠 三等奖

80 水利 甘肃农业大学 崔加孟 黄 珍 朱燕琴 李晓玲 李雅娴 三等奖

81 水利 兰州交通大学 李 帅 孙寿榜 王 力 鲁锦华 杜 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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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水利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许盼燕 王保周 王兴民 王多平 李 逸 三等奖

83 水利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朱瑞辉 高秉祥 樊正恩 张富强 梁小青 三等奖

84 水利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王晨阳 王兴民 李 逸 王保周 王多平 三等奖

85 水利 兰州交通大学 罗龙龙 陶 虎 杜 骞 李 景 孙寿榜 三等奖

86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刘进东 侯慧敏 龚成勇 郑 健 吴 悠 三等奖

87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孔祥涛 郑 健 樊新建 魏佳芳 龚成勇 三等奖

88 水利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贺 玲 李 逸 王保周 王兴民 王多平 三等奖

89 水利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王恩旭 李 瑾 魏永键 高雅彬 王 媛 三等奖

90 水利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任玉刚 高秉祥 樊正恩 张富强 梁小青 三等奖

91 水利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谢 胜 李 瑾 魏永键 高雅彬 王 媛 三等奖

92 水利 兰州交通大学 严志超 李 景 杜 骞 张丽萍 王 力 三等奖

93 水利 河西学院 王一融 邓浩亮 李军秀 张永玲 梁 谦 三等奖

94 水利 甘肃农业大学 夏荣淼 黄 珍 王引弟 朱燕琴 李晓玲 三等奖

95 水利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邵振东 高秉祥 樊正恩 张富强 梁小青 三等奖

96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杨旭辉 侯慧敏 龚成勇 魏佳芳 吴 悠 三等奖

97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魏财婷 侯慧敏 龚成勇 魏佳芳 郑 健 三等奖

98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金盼心 龚成勇 樊新建 侯慧敏 吴 悠 三等奖

99 水利 兰州理工大学 袁旭娟 龚成勇 郑 健 侯慧敏 吴 悠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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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人全能奖（道桥类别）

序号 类别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余嘉伟 杜骞、王力、张熙胤、刘尊稳 一等奖

2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邢孟甜 刘尊稳、王力、杜骞、张熙胤 一等奖

3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黄俊烨 念腾飞、袁华智、王正振、梁亚雄 一等奖

4 道桥 西北民族大学 白涛 卢永飞、冯英杰、路韡、黄洪猛 一等奖

5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严红忠 马驰、高建强、杜骞、刘应龙 一等奖

6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江雨欣 王力、鲁锦华、高建强、刘尊稳 一等奖

7 道桥 陇东学院 郑有鹏 王博、张兴元、胡爱萍、高峙南 一等奖

8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陈昶旭 鲁锦华、杜骞、张熙胤、刘应龙 一等奖

9 道桥 陇东学院 徐斌 张兴元、梁淑红、杨宏平、曹李祥 一等奖

10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李锐 梁亚雄、念腾飞、袁华智、王正振 一等奖

11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齐星哲 张熙胤、刘应龙、王力、鲁锦华 一等奖

12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薛胜德 王正振、念腾飞、曹辉、梁亚雄 一等奖

13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朱明德 袁华智、念腾飞、梁亚雄、王正振 一等奖

14 道桥 陇东学院 任国斌 曹李祥、王博、胡爱萍、高峙南 二等奖

15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张元童 刘应龙、刘尊稳、杜骞、马驰 二等奖

16 道桥 陇东学院 张德龙 王博、杨宏平、郭建博、梁淑红 二等奖

17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牟韩博 曹辉、念腾飞、来春景、梁亚雄 二等奖

18 道桥 西北民族大学 杨泓源 卢永飞、冯英杰、黄洪猛、路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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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靳玉欢 高建强、鲁锦华、刘应龙、杜骞 二等奖

20 道桥 兰州工业学院 张有铭 黄龙、卢重阳、郭存鸽、周世虎 二等奖

21 道桥 陇东学院 仲维 梁淑红、郭建博、杨宏平、张兴元 二等奖

22 道桥 陇东学院 力兵兵 张兴元、王博、郭建博、杨宏平 二等奖

23 道桥 陇东学院 窦凯 梁淑红、王博、张兴元、曹李祥 二等奖

24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奚旭东 孙永斌、郑敏敏、张婷、赵曼 二等奖

25 道桥 西北民族大学 黄欣薇 路韡、冯英杰、黄洪猛、卢永飞 二等奖

26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周鲜恒 来春景、念腾飞、梁亚雄、袁华智 二等奖

27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吕晓阳 林梅、念腾飞、袁华智、梁亚雄 二等奖

28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杨嘉承 郑敏敏、张婷、赵曼、孙永斌 二等奖

29 道桥 陇东学院 陈乾 郭建博、王博、杨宏平、高峙南 二等奖

30 道桥 陇东学院 梁灵儿 郭建博、胡爱萍、梁淑红、高峙南 二等奖

31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陈思语 鲁锦华、王力、杜骞、刘应龙 二等奖

32 道桥 河西学院 赵宏瑜 马法荣、王义、王娅娟、孙昊栋 二等奖

33 道桥 甘肃农业大学 王泽松 周茂定、李雅娴、王引弟 二等奖

34 道桥 西北民族大学 张琰 路韡、黄洪猛、冯英杰、卢永飞 三等奖

35 道桥 陇东学院 霍维博 高峙南、王博、郭建博、张兴元 三等奖

36 道桥 西北民族大学 吴文龙 冯英杰、卢永飞、黄洪猛、路韡 三等奖

37 道桥 河西学院 许耀坤 马法荣、王义、王娅娟、孙昊栋 三等奖

38 道桥 西北民族大学 武文辉 黄洪猛、路韡、冯英杰、卢永飞 三等奖

39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董孟欣 张熙胤、杜骞、鲁锦华、王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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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薛博 念腾飞、曹辉、来春景、袁华智 三等奖

41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刘廷祥 赵曼、孙永斌、郑敏敏、张婷 三等奖

42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赵志刚 赵曼、郑敏敏、孙永斌、张婷 三等奖

43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刘铭昊 王力、张熙胤、鲁锦华、刘应龙 三等奖

44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李鹏飞 孙永斌、张婷、郑敏敏、赵曼 三等奖

45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梁剑博 郑敏敏、赵曼、张婷、孙永斌 三等奖

46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邵春天 郑敏敏、赵曼、张婷、孙永斌 三等奖

47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王学鑫 周锟、念腾飞、梁亚雄、袁华智 三等奖

48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贠凯龙 赵曼、郑敏敏、张婷、孙永斌 三等奖

49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赵刚 赵曼、张婷、郑敏敏、孙永斌 三等奖

50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刘蕊蕊 马驰、高建强、张熙胤、刘尊稳 三等奖

51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张希望 念腾飞、袁华智、林梅、王正振 三等奖

52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丁喜平 张婷、郑敏敏、赵曼、孙永斌 三等奖

53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张建行 张熙胤、刘尊稳、王力、高建强 三等奖

54 道桥 陇东学院 孙巧雨 高峙南、胡爱萍、梁淑红、曹李祥 三等奖

55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尚启 郑敏敏、张婷、赵曼、孙永斌 三等奖

56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单江德 郑敏敏、赵曼、张婷、陈琰娇 三等奖

57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赵艳飞 郑敏敏、赵曼、孙永斌、张婷 三等奖

58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高宏升 郑敏敏、赵曼、张婷、孙永斌 三等奖

59 道桥 兰州工业学院 李攀刚 黄龙、卢重阳、周世虎、郭存鸽 三等奖

60 道桥 兰州交通大学 熊志 杜骞、王力、张熙胤、刘尊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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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道桥 兰州理工大学 朱伟伟 念腾飞、王正振、梁亚雄、袁华智 三等奖

62 道桥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周文波 张婷、赵曼、郑敏敏、孙永斌 三等奖

63 道桥 西北民族大学 牛小慧 冯英杰、卢永飞、黄洪猛、路韡 三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单位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陇东学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学校 指导教师

兰州理工大学

吴卓、李海燕、康永平、陈卫华、郑敏

兰倩、张磊、王冰霞、高虹、周锟

龚成勇、樊新建、侯慧敏、郑健、魏佳芳

兰州交通大学
吴刊选、赵军、李艳敏、刘潇潇、卢鑫

杜骞、刘尊稳、张熙胤、鲁锦华、王力

陇东学院 梁淑红、胡爱萍、王博、杨宏平、滕尊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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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甘肃省第二届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13项）

序号 学校 队名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1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可问醇分 朱一剑 杨宇臣 张国彦 丁浩 和元亨 王红玉 焦林宏 王春磊 潘有江 马娅

2 兰州理工大学 酯此一醇 耿盈 唐安漾 席聪霞 王卓雅 陶攀 李宁 杨勇 宫源 王东亮 李春雷

3 河西学院 甲乙辰丁 魏继红 吴元棕 苏万兴 李佩贞 巨晓慧 李守博 冯敏 佟永纯 宋如 杨自嵘

4 西北师范大学 Diamonds 队 张蕊 康盼 刘刚 王家巧 杨京 牟鹏 冯华 唐小华 郭惠霞 刘颖

5 西北民族大学 方程式
许成瑶 李欣莹

阿丽亚·塔力艾提 张慧 杨文海
苏小平 王成君 王爱军 申涛 孙初锋

6 兰州大学 兰醇醇代表队 朱雨婷 李通 何国强 冯冠晴 陆泳吉 常彦龙 冯庆华 杨洪蕾 于桂琴 董春旭

7 兰州交通大学 醇的一塌糊涂 陈国豪 康鑫胜 孙鹏 李靖 雷同 孙大明 宋河远 李刚 黎白钰 王良成

8 天水师范学院 醇风逐梦 汪奋菲 王燕 王蓉 宋虎喜 梁军霞 张建斌 司长代 潘锋锋 赵天宇 王飞

9 兰州交通大学 疑似丁 er 醇 张晓军 黄第玮 史竺鹭 马嘉彤 冀奕帆 李刚 王良成 宋河远 刘宝勇 孙大明

10 陇东学院 雨后醇笋队 范德彦 樊元琪 张晓茜 高达 史淑萍 张鹏会 武芸 胡浩斌 胡怀生 李艳春

11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醇暖花开队 沈振宁 郭陈硕 魏彬彬 曾晓飞 封开元 巨婷婷 李小东 李刚刚 孙静 苟文凯

12 甘肃农业大学 醇属意外队 李箫 董露露 王浩淼 徐新莉 张建社 魏佳 胡冰 桂文君 李萍 徐霞

13 兰州文理学院 一起向未来 康安心 何志兴 张克龙 汪丽芳 魏晓 师海雄 冯志刚 王子宜 陈倩 张兴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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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3项）

序号 学校 队名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1 兰州理工大学 醇然天成 吴佳云 包鹏强 彭东旭 吴佳胜 彭俊 李宁 杨勇 张宁霜 李红伟 李春雷

2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

学
顺酐往上爬 赵驰 王武刚 马继伟 王德平 王文康 王春磊 焦林宏 赵立祥 潘有江 马娅

3 河西学院 犇犇犇 李文成 祁晓静 李育弟 姜婷 漆永亮 杨自嵘 冯敏 佟永纯 宋如 李守博

4 西北民族大学 化环联制 BDO 战队 李杜霞 王茜茜 曾可妍 李泉 黄义波 苏琼 王彦斌 王志超 鲜亮 范文革

5 兰州城市学院 银河战舰队 张鑫 胡峻诚 史明瑞 党瑞 杨彬 魏慧娟 饶红红 朱彦荣 郭永亮 徐大乾

6 陇东学院 星宗团队 王鑫 许宇辉 陈海波 杨采连 罗冲 张鹏会 武芸 胡浩斌 张兵 王丽朋

7 西北师范大学 烯部大开发 徐展鹏 陈海龙 裴金楷 颜维桐 张佳德 冯华 唐小华 郭惠霞 刘颖 牟鹏

8 兰州大学 萃英山下好读书 陈胤凡 甄博涛 赵里宁 何嘉豪 胡佳源 常彦龙 冯庆华 杨洪蕾 于桂琴 董春旭

9 兰州交通大学 青“醇”护卫队 郑恺恺 苏正辉 曾彦娜 马强 李茜 宋河远 孙大明 王良成 李刚 张玉洁

10 兰州交通大学 HighFive 团队 方国庆 安翔 陈瑶 李续亮 马文杰 宋河远 李刚 王良成 孙大明 黎白钰

11 兰州文理学院 RK 团队 王莉 刘盼 杜志博 程研 康健 师海雄 冯志刚 王子宜 陈倩 张兴辉

12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醇醇冲冲冲 郭文清 杨旦旦 高乾隆 张煜 祁晨 李小东 巨婷婷 李刚刚 朱冬梅 效碧亮

13 甘肃农业大学 Tsia 田晨 李雷 沙红娟 王丹丹 张冰 龙海涛 桂文君 魏薇 许卫兵 蒲陆梅

三等奖（22项）

序号 学校 队名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1 兰州大学 我不好说队 姚开发 赵维红 冉嘉滢 刘宇航 郑浩成 常彦龙 冯庆华 杨洪蕾 于桂琴

2 兰州大学 对对对队 万正 张巍山 闫睿臣 闫生乐 石金阳 常彦龙 冯庆华 杨洪蕾 于桂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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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兰州交通大学 成醇结队 黄信传 王亚东 李军利 胡涛 赵鹏 宋河远 赵仲丽 王金园 张斌 张琳玮

4 兰州交通大学 如沐醇风 马忍龙 彭浩 魏海龙 金坤德 麻佳英 赵仲丽 宋河远 王金园 王良成 李刚

5 甘肃农业大学 拓梦沧澜 周国贵 许新悦 窦雨雨 刘少杰 赵亚鹏 崔彦君 张志霞 巩海鹏 李静 张露尹

6 甘肃农业大学 清创队 马鹏程 冯杰 金江涛 汪永琦 谢涛 郭锦秀 张志芳 徐玉梅 魏彦平 丰晓春

7 兰州理工大学 头脑单醇 李挺 王靖 夏清晨 王丽霞 樊颖 李宁 朱照琪 王东亮 杨勇 宫源

8 兰州理工大学 妙手回醇 张婉婷 刘丽娟 贺丽萍 宋育博 马海晶 孙寒雪 李吉焱 朱照琪 李安 马重华

9 河西学院 种豆得瓜 曹文斌 朱倩 豆丽莎 郭丽霞 范杰 魏玉娟 佟永纯 宋如 冯敏 李守博

10 陇东学院 躺平队 邢瑞悦 蒋乐 李振明 毛媛 任尚升 张鹏会 武芸 胡怀生 胡浩斌 康进科

11 陇东学院 芭比公组 陈悦 万江勇 黄佳芮 张进 王文霞 张鹏会 康进科 张兵 胡怀生 胡浩斌

12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兰梦翔 魏先祯 郭俊楠 刘鹏飞 李承谦 贾雪妮 李刚刚 孙静 李小东 巨婷婷 苟文凯

13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酯向未来 龚瑞 马文捷 瞿亚楠 杨倩倩 张颂煜 李小东 巨婷婷 李刚刚 朱冬梅 潘从亮

14 西北民族大学 开拓醇者 李双燕 陈龙 温伊博 陈芳 许龙镇 王成君 李璐 黄静 王婷婷 陈丽华

15 西北民族大学 乘风破浪队 黄海波 王灿萍 郝海娟 覃寿颖 马尧雨 王爱军 王鸿灵 段志英 刘志远 李朝霞

16 兰州文理学院 摘一颗星星 王镇玺 胡璟田 张娜 王伟刚 陈岩 师海雄 冯志刚 王子宜 陈倩 张兴辉

17 兰州文理学院 佛系小分队 潘星 陈文杰 周娟 李盼盼 陈识宇 师海雄 冯志刚 王子宜 陈倩 张兴辉

18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丝路醇香 王宇宸 欧萧萧 吴子建 安辰好 连涛 曲云 石勤 赵丽娟 梁斌

19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众志成醇 余玉海 张凡 杨乐 冯旦旦 焦林宏 王春磊 王红玉 潘有江 马娅

20 西北师范大学 千 椿 杜杨 雒晶 赵宝盆 张红玉 张瑞瑞 唐小华 郭惠霞 刘 颖 牟鹏 冯华

21 西北师范大学 醇真无邪 常宁 高瑞琦 蒋婷 马春娟 马青 郭惠霞 刘颖 牟鹏 冯华 唐小华

22 兰州城市学院 14 丁二醇队 范进虎 张稳刚 宁昕洁 赵娟娟 杨彦超 叶鹤琳 马小芳 李涛 饶红红 徐大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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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单位

西北民族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学校 指导教师

兰州大学 常彦龙、冯庆华

西北民族大学 苏小平、王成君

西北师范大学 牟鹏、冯华

兰州理工大学 李宁、杨勇

兰州交通大学 孙大明、李刚、宋河远

甘肃农业大学 魏佳、胡冰

天水师范学院 张建斌、司长代

河西学院 李守博、冯敏

陇东学院 张鹏会、武芸

兰州文理学院 师海雄、冯志刚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巨婷婷、李小东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王红玉、焦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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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甘肃省选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9项）

序号 作品 学校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光伏动力－－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
兰州交通大学 张靖楠 朱轶铭 严万凯 蔺彬山 王晨 严子春 张洪伟 一等奖

2 除醛防疫型绿色节能空调机 兰州交通大学 袁梦雨 赵堇杉 张顺 甘显瀚 赵云 张健 周鸣镝 赵娟 一等奖

3
“低碳侠”一种可移动风光互补储能

设备
兰州交通大学 谢学典 线忠斌 梅富喜 赵泽洋 王凤翔 王丽转 李帅兵 一等奖

4
单膜双室电解含锰废水回收金属锰

联产 EMD 工艺
兰州交通大学 水博阳 王一茹 马祯 马顺选 周杰 宋玺琛 刘波 宋小三 一等奖

5
一种光伏、光热联用的乡村式全天候

供暖系统
兰州交通大学 张文庆 张沥 何志辉 张博 张琪 马明 刘伟国 张一澍 一等奖

6 太阳能滴灌－智慧滴 兰州交通大学 丁睿 林思宇 陈楠 陈康 丁昀 一等奖

7
一种节能高效的新型日光温室热湿

调控系统
兰州交通大学 林源山 张翊玻 王静 赵盛英 李文龙 张一麟 吉天旭 胡万玲 一等奖

8
向阳而生－－光伏组件智能清洁机

器人
兰州交通大学 王东东 牛世祥 乔瑞瑶 杨悦佳 黄涛 任建国 王芳强 杨捷媛 一等奖

9
一种低成本高产量的 ORR 催化剂并成

功应用于锌空电池
西北民族大学 赵焕磊 徐鑫 闫香涛 刘超洋 胡强 刘巨涛 刘倩 吴尚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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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3项）

序号 作品 学校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人工智能视觉识别垃圾分类的可再

生循环系统设计
兰州工商学院 高若桐 王杰 文丹 马金宝 昝涛涛 翟艺鈜 张磊 王俊 二等奖

2 化学实验室冷凝用循环节水器 河西学院 马小涵 赵桐 徐雅馨 杨燕 任旭 曹成 付如刚 二等奖

3
蒸发保温窗帘在零能耗建筑中的应

用
兰州交通大学 李灿璨 贾琨 杜芳婷 李文博 赵嵘 马雅芯 吴巍 赵娟 李志伟 二等奖

4
湿地芦苇生态吸管及芦苇经济发展

模式构建
河西学院 王文杰 姬渊博 严彩玲 杨茂源 闫盆吉 葛斌 二等奖

5 一种可自动打包定位智能垃圾桶
甘肃有色冶金

职业技术学院
王博 莫满玉 党文洁 王绣萍 王静 孙一斌 李玥 陈卫东 陈艳丽 二等奖

6 绿色家用微型风光互补系统的设计 西北民族大学 程浩峰 韩冬阳 张明 李佳泽 吴卓怿 张晓冬 冯森堡 吴韬 二等奖

7
基于太阳能的智能风机塔筒清洁装

置

兰州信息科技

学院
王旭 王其文 张杰 周天龙 王龙 刘文静 胡延东 二等奖

8 太阳能储能驱动的共享外卖自提箱 西北民族大学 周麟翔 周瑞婷 孙浩瑜 朱雄 吕坤山 袁姝琪 赵正 张国恒 刘洪涛 二等奖

9 热管余热回收型新风净化机 兰州交通大学 李嘉轩 刘益硕 王心雨 何雨欣 孙铭慧 杨盛泽 张翊钧 张健 周鸣镝 赵娟 二等奖

10 移动式吸烟烟气净化亭
兰州博文科技

学院
张凌峰 王金鹏 沈俊杰 赵志祥 林航宇 何琦 焦娇

王艺洁 周鸣镝

杨云迪
二等奖

11 掌上口罩再生盒设计 西北民族大学 何思敏 张泽锋 黄瑶 从正龙 黄峻晖 李资博 马安仁 刘洪涛 二等奖

12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节能停车场 西北民族大学 戚晨夕 马伊诺 许扬凯 王露瑶 吴永佳 蒙诗婷 耿聃聃 刘洪涛 二等奖

13
“幕”后英雄－玻+水+玻集热式窗幕

节能装置
兰州交通大学 于浩田 侯琪 魏质斌 张慧成 巩小龙 杨庆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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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21项）

序号 作品 学校名称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V2G 车载双向变换系统 兰州交通大学 李国胜 李迪 俞冰清 李维俊 张培清 吕从鑫 康永强 孙娜 李帅兵 三等奖

2 变废为宝－智能手机回收处理再利用 兰州工商学院 张瑞 任恉朋 曹凯婧 王文杰 卢昌葳 倪涛钰 马建建 剡海静 三等奖

3 废塑料制备碳纳米管及高附加值产物 西北民族大学 张启航 常立葱 李雅琴 穆永奇 秦芳 胡圣亮 仲天然 金湓 三等奖

4
共价有机骨架负载铁纳米粒子用于催化

胺的 N－甲酰化反应设计
兰州文理学院 田超 李吉轩 祁彦花 李玉娟 刘斌 郑小凤 薛维芳 杨全录 三等奖

5 环保型感温变色耐磨水溶性涂料 西北民族大学 桂腾宇 尚燕军 张才 和菊 张书琴 罗江莹 冯巧梅 张宏 赵向飞 孙玉智 三等奖

6
基于玉米秸秆的生物碳/MnO2 臭氧催化

膜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河西学院 赵海青 闫素珍 初嘉绮 李守博 甄璟韬 三等奖

7 立式自行车停放塔
甘肃有色冶金

职业技术学校
罗瑞 莫满玉 杨瑞 王绣萍 孙一斌 党文洁 王博 陈艳丽 陈卫东 三等奖

8
绿色空间－－基于无人机的空中碳中和

检测平台
兰州文理学院 韩学斌 张阿龙 杨克禧 张方晓 张晋怡 李海军 雷杰 李乔 李珍 杨世霞 三等奖

9

生态文明视角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兰州市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的调查问卷

兰州工商学院 李栋炫 黄慧莉 黄鹏飞 周泽龙 李小龙 李菊香 三等奖

10 水上精灵——漂浮式光伏救助站 兰州交通大学 焦玉琳 钱玉梅 朱超超 张世钰 雷世达 段文彦 张旭耀 三等奖

11
丝瓜络制备蜂窝状多孔碳用于新型相变

储能材料
兰州交通大学 王治武 唐文捷 张小鹏 张全超 苏宏玺 黄大建 三等奖

12 太阳能+半导体制冷小冰箱 兰州交通大学 凌若男 李梦真 张瑕炯 许龙龙 陈玉英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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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太阳能光伏板电热水壶 兰州交通大学 马亚亚 田仲婕 刘倩 岳佳琪 周文和 三等奖

14 无接触式自动感应饮水机
甘肃有色冶金

职业技术学校
王绣萍 孙一斌 赵欣茹 王博 莫满玉 罗瑞 党文洁 陈艳丽 陈卫东 三等奖

15
西北环塑——致力于探索废旧地膜回收

造粒加工工艺
西北民族大学 吴慧 刘强 张宇鹏 翟翰林 马瑜浩 孙文潇 贺丹丹 张宏 三等奖

16
阳光精灵—小型轻量化的太阳能智能充

电桩
兰州交通大学 罗荣振 周鑫 孙盼盼 王安 李荣荣 李帅兵 康永强 三等奖

17
一种基于光伏光热耦合利用的农作物智

能烘干机
兰州交通大学 董鹏 苏宁宁 何继荣 李等等 崔复政 高锋 安然 刘骥飞 张旭耀 三等奖

18
一种新型环保抑尘剂的研制及其节能保

水研究
兰州文理学院 李振学 刘阳 郑小凤 杨雪雪 张蕾蕾 王霆 陈彩丽 师海雄 三等奖

19 一种智能四足仿生机器人
甘肃有色冶金

职业技术学校
姚浩庆 李香宁 刘芳媛 杨咪 吴学宏 三等奖

20 智能汽车尾气检测回收利用系统 西北民族大学 王相统 王曌 刘子文 陈以 张博 李家豪 宋浩 张平 三等奖

21
纸短情长——基于校内废纸回收利用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
西北民族大学 车其芷 马梅花 许红伟 王昊琰 张冀 倪帆 三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单位

西北民族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学校 指导教师

西北民族大学 吴 尚

兰州交通大学 张一澍、杨捷媛、胡万玲、丁昀、严子春、张洪伟、宋小三、李帅兵、张健、周鸣镝、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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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甘肃赛区省级选拔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34项）

序号 团队 ID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1 284981 西北师范大学 莫高窟壁画立体书开发 任昱霖 杨 旭、蔡子怡、杜佳琪、朱 宁 高军德、张 洁

2 248869 兰州理工大学 温可贴-柔性智能测温产品的领航者 刘亚飞 温昇烨、代颖、吕婷婷、张海燕
冯辉霞、徐 阳

陈精明

3 349133 兰州大学 ACCURATE——力所能汲 李欣然 刘书涵、王润一、林彦飞、张恒顺 赵志立

4 366749 兰州理工大学
AI 抗疫——全智能化管道清洁机器

人
李浩森 张书童、张 钰、沈峰毅、张兴东 张 东

5 356630 甘肃政法大学
“指”点迷津——新型潜指纹显现纳

米材料的研发和推广
汪予佳 肖羽成、闫树旗、张 量 魏铄蕴、宫 雪

6 350621 甘肃农业大学
基于人工智能的草地鼠害现代化监

测技术与服务
花 蕊 王 磊、董克池、张志莹、马义杰 花立民

7 301946 西北师范大学
语你同行沁润计划:聚焦甘肃民族地

区普通话推广项目
董新宇 王世鸿、杨雅蓉、赵德煜、杨 博 马成鸣、甘 雯

8 261549 兰州理工大学 光热蒸发——净“核”之水 杨博超 张宇涛、申明磊、文 静、李思奇 王 毅、黄勇刚

9 300089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新乡旅时代——戈壁风凌石“微盆

景”开发
李 媛 候盼丽、李丽丽、贾鹏辉、贾丽丽 王权朝、张美娇

10 288713 兰州理工大学 智能红绿灯信号发射及接收装置 赵晓明 李锦键、张倚萌、王海保、程 雪
吕 英、杜 鹏

李承元、李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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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86122 西北师范大学
“量”力四射，“膜”度不减-自加

热量子点保温农用膜
赵子琪 王 涵、贾莉莉、刘永欣、韩欣怡 关晓琳

12 295502 兰州交通大学 汇锁鲜--新型储能基材 张全超 张小鹏、刘冰洁、王哲辉、苏宏玺 黄大建、强小虎

13 313845 武威职业学院
助力双碳——小数点新能源科技发

展服务中心
孙龙龙 杨青山、袁艳红、丁 斌、齐雪莲 孟建文、司 玲

14 360958 甘肃农业大学 地久情深系列百合产品研发 武振东 庄泽龙、胡含章、裴伟玲、铁婉凤 汪精海、汪 月

15 326736 兰州大学
浆水酸奶——首创基于浆水益生菌

缓解痛风的新方案
喻今卓 穆煜天、刘 畅、付学超、简宏晋帆 李祥锴、杜晨蔚

16 342930 兰州大学 书小铺——复合型书店交易模式 刘文瑄 杨 洋、黄芷睿、王舒雅、郑满堂 杨民强、杜晨蔚

17 278610 西北师范大学
雅克玛儿——酥油基彩妆及护肤品

研发
张 乐 李俊宏、安志民、陈 炫、杨其主曼 张 哲、孟汇海

18 318836 西北师范大学 青厨创 3.0 王一丁 张恒超、郭 潇、张鹤潆、吴 旭 胡祎轩

19 299852 西北师范大学
甘味陇田助力乡村振兴——多语种

直播带货
赵梓淇 梁品诗、马宝俊、关小风、刘 阳 张碧全、朱晓娟

20 361039 兰州交通大学 手功能康复训练系统设计 闫雨晨 白 云、张佳诚、杨 云 王耀琦、薛晓芳

21 269447 兰州理工大学
基于多智能体耦合的光伏电站智能

运维系统
印宇杰 罗佳雯、唐玮琦、杨泷瑞、王润霖 陈 伟、裴婷婷

22 351542 兰州理工大学
集能科技-开启太阳能板全自动高效

集能新时代
赵文璐 李 扬、张福强、范雪龙

程效锐、冯文芳

王英梅

23 281357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化工安全生产大数据监控技术 赵中康 杨莹娟、漆子源、夏昙昙、潘 浩 周艳青、徐生杰

24 291069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防患未“燃”-为公共安全保驾护航 赵梓成 陈佳旺、贾蕊汀、庞文斌、王亚鹏 王 刚、徐 成

25 313037 武威职业学院
智慧颐养小管家——基于社交媒体

的居家养老“管家式”服务新模式
杨茜茜 丁 洁、赵万通、史佳洁

张开礼、徐玉山

徐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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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12644 武威职业学院
奋楫杨帆 知行合一——启程区域研

学旅行开发
马学华 吕丽娟、张 杰、陶 玲 王冠群、何 毅

27 277961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仙海云苔子 贾晓辉 朱锦涛、彭剑飞 高悦瑞、王孝军

28 313364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传承甘肃文化，打造时尚 IP 孙益添 李钰萱、刘俊祺、何 琦、靳鸿飞 白 石、黄国鑫

29 264207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微牧宠物健康呵护者 段文涛 王谦谦、赵涵涵、王恒国 薛新花、张 涛

30 307716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隐形的浪漫——银杏产业开发推广 贾鹏飞 王瑞娟、陈亚楠、郑 辉、翟潇晴
郭 杰、赵慧军

张贺义、习 军

31 281950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绘”发声的墙 高彦彬 李世会、张朝凤、郭小东、于 肃 李 崴、谢 冰

32 303191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古建筑模型及教具研发与制作
李建宏

伟
李嘉宁、高芬霞、董 喆、吕鹏龙 马俊文、李 斌

33 325474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座姑臧城、千年凉州情 胡小玲 王鹏杰、宿爱爱、张昭阳、荆 柯 李 宁、贺 军

34 343553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忆农甜—“一村一品”原生态农业打

造者
安 强 马沛莹、张云斐、张 彪、张国娥 张 亮、雷 娟

二等奖（68项）

序号 团队 ID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1 273459 西北师范大学 凹凸棒石基系列护肤品 张 楠 葸 皎、方奇绮、肖宇轩、曹永强 张 哲、孟汇海

2 291336 西北师范大学 “一摞铅金”——铅离子快速检测装置 何彦仪 牛彦兵、胡银萍、杨召欣、曾 诚 姚 虹

3 314346 西北师范大学
Neuroguriv2.0 脑机接口神经疾病诊断

平台
冯晨晨 鲁 晗、郭文军、张 振 蔺想红、王向文

4 314817 西北师范大学 逻思智造 李文强 姚建强、黄文千、王芸芸、赵慧玲 胡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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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56442 兰州交通大学 BAKA 元宇宙交易社区 刘明轩 陈 楠、钱凌龙、任鹏山、余梦真 邓 娟、王 蕾

6 265295 兰州交通大学
基于数字孪生+AI 客流预测的大型客运

站运维平台构建—以上海南站为例
韩 正

牛 旭、周启森、

OLEKSANDR KOMPANETS
李敏娟、孟学雷

7 342852 兰州理工大学
庇佑 259——国内首创新生儿防猝死智

能监护系统
赵 凯 郭林雄、楼为府 郭永吉、李树明

8 339119 兰州理工大学 风能供暖之芯-助力碳中和的守护者 刘俊扬 吕元元、刘涵、曹文博、王祉焜 张学翠、张 东

9 344788 兰州理工大学
风生水至——西北荒漠区风能集水技术

先行者
郭自来 余 楠、王鹏伟、醴 静 韩 伟、郭长青

10 328591 兰州理工大学
滑坡预言家——基于“空天地”技术的

滑坡地质灾害智慧监测预警系统
党润兆 梁 杰、王培宇、陈 丽、张 扬 郭 楠、杨校辉

11 263525 兰州理工大学
5G 时代——无人汽车屏蔽材料的领航

者
马晓伟 张莹莹、张舒萱、杨佟玲、汶嘉欣 谭 琳

12 379590 兰州理工大学
“炭渣美白记”——炭渣提纯冰晶石工

艺新研究
唐安漾 范丽婷、黄 续、张 鹏、瞿 鹏 张建强

13 349639 甘肃农业大学 一种用于退化草地的修复装置 李 泽 陈金林、梁文奇、樊盼盼、蒲文宇 刘君娣、杨莹博

14 332288 甘肃农业大学 “益牵易”公益助农之旅 宋晓彤 裴菲菲、穆 帆、张凌钰、刘泽华 白 鑫、罗树伟

15 255001 甘肃农业大学 聚点微校 薛 隆 刘 荣、邱小雨、黄 银、王遵翔 王莉荣、毕冬梅

16 365834 甘肃农业大学 “锦逸御食”乡旅综合体 扎西吉 董凡歌、何怡卓、杨亚飞、张 适 赵 莉、王文棣

17 299457 甘肃农业大学 全膜双垄沟全程机械化 潘海福 邓 欢、王 锋、李文龙、袁子翔
戴 飞、宋学锋、

马海军

18 350221 甘肃农业大学 “安乳健产” 鲁强生 邓媛婕、杨国栋、张贺程、臧浩月 彭 婕、武小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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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44293 甘肃农业大学 “樱”之漫舞 张一鸣 马安邦、赵雨阳、王子宣 桑碧桃、杨永东

20 253925 甘肃农业大学 古法板蓝根印染及其文创产品的开发 董佳娜
何灵娟、马宁宁、杨 笑、

安 文
王 赟、樊王妮

21 287914 甘肃农业大学 木塑复合材料推动绿色乡村建设 陈东胜 杨君乾、张亚男、杨智凯、张 茜 张克平、毕冬梅

22 253033 西北民族大学 新型智能联动式消防系统 张启航 吴浪娜、李虹利、李兴鹏、莫丽丽 金 湓、陈 阳

23 251370 西北民族大学
学亿点——关于提供碎片化服务的校园

互助平台
杨子娴 田婷瑶、包程阳、刘思雨、周昌雨 王 超、周 易

24 251151 西北民族大学
小装置、大安全——技术创新助力农村

木结构房屋安全
尹 飞 登泽多吉、徐 杰、张 弛、马小轩 吴忠铁

25 251316 西北民族大学 润舟环保型船舶涂料供应商 颜邓伊 汪祎贤、王成硕、李煊禹、王若铮 孙初锋、王 欣

26 267510 西北民族大学 环保型防护涂料工程应用提供者 慕 蓉 贾丙森、赖道伟、郭亭亭、马 晶
孙初锋、苑沛霖

李华明

27 251284 西北民族大学
飞天文化数字化——元宇宙背景下敦煌

乐舞文化形象的数字经济
曾 佳 杨怀源、李帅帅、李令珍、张学智 何向真、李婷婷

28 268188 西北民族大学 万佳安创新创业团队 石小琴 田 娜、钟昌发、王天聪、王旭辉 苏 琼、王彦斌

29 338579 甘肃政法大学
让“瘾君子”无处遁形—便携式毛发毒

品检测仪
张莹莹 张国强、王晨阳、郭 潇、赵佳蓉 王 森、金 松

30 346336 甘肃政法大学
“画”说法治—生产优质法治文化内容

的自媒体矩阵
韩笑微 薛逸纶、杨弘基、朱昱锟 陈 沐、草 珺

31 314147 陇东学院 点土成金，净水复用——黄土絮凝剂 刘晨曦 王 哲、李志杰、王惠玉、王 婷 胡浩斌、张腊腊

32 318077 陇东学院 基于“5G”技术的固沙栽种机 陈国泰 李定君、张 瑞、张满红、陈多旺 敬 谦、张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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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57214 河西学院 矩形薄壁堰测流量的智能装置 王一融 常 磊、赵铁琳、李 泽、胡 泽 李军秀

34 266768 河西学院
祁连野蘑菇驯化推广—提升甘肃省食用

菌产业竞争力
张天宇 牛 丽、唐小婷、王 越 梁倩倩、丁玲强

35 356752 河西学院 智能急救箱 刘晓东 李浩峥、罗雅匀、李亚楠、杨吉新 朱志斌、郭 晶

36 337113 兰州城市学院
识己明潜能、规划导人生——中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素养提升培训计划
杨娟强 张康宁、毕 馨、张译心、侯海英 高海燕

37 270232 兰州城市学院 兰州高校自媒体共创联盟-兰州校园菌 曹春艳 陈 勇、马 颜、马 龙、郭改霞
刘雁堃、王莉莉

王 静、杨 硕

38 279262 兰州城市学院
“天使课堂”—关爱白血病儿童服务方

向标准化体系建设
袁梦婕 张静怡、张雅琪、曹佳敏 王丽娟、金 龙

39 335658 兰州城市学院 童语赞家乡、童音诵祖国 党偲颖 吕思琪、韩郁琴、叶明元、柴可晶 高海燕、唐隽蕾

40 318712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 Hispark 管道检测清洗机器人 曾永琪 张庆研、袁梓铭、黄艳蕊 王 亮

41 321316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基于视觉基准系统的防疫机器人 王 龙 付炳炎、杨良全、李东东 魏 晋

42 308920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芩归草本精华洗发水，您的发际线“小

卫士”
于浩然 叶 帅、庄一诺、韩诗蕊、孙菱妤 刘 珂、侯 侠

43 285694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控之有数，测之精准”——玻璃仪器

校正新方法
孙佳佳 董国成、李天龙、沙艺萱、曹 文 于娇娇、吴继强

44 262078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水肥助手——环境友好型多功能肥料开

拓者
李宛倩 骆 彤、李亮堂、贺苏瑛、张 颖 王兴刚、焦林宏

45 280883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碳五碳九共聚氢化石油树脂的开发研究 杨莹娟 李文斌、王天祥、姜 禾、孙富宏
周艳青、李 薇、

马庭洲

46 282763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助力农业持续发展——一种新型耐盐保

水剂的研制与应用
王 龙 和元亨、杨文辉、杨自军 焦林宏、胡甫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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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85812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针心拾遗——发展庆阳特色民间工艺助

推乡村振兴
陈海瑛 孟茹雪、沈 芳、胡亮华 丑岩桦、杜韦辰

48 328411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E 路先行，臂随心动-自动化控制上料系

统
张盘龙 杨砚琳、漆玉强、朱和斌、王 宾 张婧瑜、王 瑛

49 301347 兰州工商学院
“陇剪”——庆阳非遗剪纸的传承与创

新
慕双平 李 绢、杨玉泽、闫广玉、姚彩虹 周国娟、时书霞

50 248902 兰州工商学院 望陇上—惠农“杞”航 刘永贤 刘 扬、吴文博、李世燕、王作宇
师鹏程、丁亚鸽

李国栋、陈 庆

51 273509 兰州工商学院 厕所革命——新型清洁公厕系统 陈有文 贾玉娟、周泽龙、杨 娜、刘红蕊
师鹏程、邢晓雪

王 宇

52 311692 武威职业学院 贝齿乐——义齿行业攻克者 任宏强 崔浩宇、王鑫山、王 怡、马晓玉 周贝贝、陈佰旺

53 353126 武威职业学院 环保型化学实验室废液收集器 闫冰冰 马 岚、崔悦悦、马莉雅 赵占科、张 娟

54 322295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型动健身主义 何 阳 任宏宇、王金维、张林奇 王若泽

55 303438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一室”微改造 王娅茹 张亚弟、潘 青、严玫龄、李望红 唐浩芳

56 305353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藏医小院 路欢欢 王新琴、韩泽宇、弥 倩、桑杰草 石晓岩、赵广东

57 259260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分时组合式高效供暖装置 兰永峰 田 乐、罗倩倩、温佳伟、许金虎 柳国琦、李玉霞

58 353369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家 Ai 智能家居平台——让你的家

聪明起来
廖付奎 马 晖、李满祥、宋发娜、马安宁

徐立寅、于 玲、

孙艳春

59 282193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微”建筑-装配式智能旅居建筑 苗海斌 束 凯、金 鹏、赵 阳 李海铭、王 磊

60 297764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情飞扬 “械”梦远航 ——垄沟

施肥联合作业新农机
孙家林 秦子博、杨育苗、康调霞、甄 瑾

刘孜文、王云德、

张建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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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97819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善“施”善终、“耕”耘树艺——青年

学子助农初心
秦子博 孙家林、杨育苗、康调霞、甄 瑾

王云德、刘孜文

张建臻

62 297601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古浪先行 陈多昌 邓明珠、陈 微、武子扬、王子凡
吕淑君、李 宁

张 江、毛俪霏

63 294158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祁连山下叉齿式药薯收获机 杨 凯 杨斯愉、梁建伟、林建荣、张喜霞
金红基、杨 正

冯 楠、梁家豪

64 297199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智科农创——智慧农业科技创新领航者 兰天乐 郑艺馨、牟铭萱、白祺畅、刘吉成
靳瑞生、王 雷

张建臻

65 306640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农业 崇尚自然 周佳欣 牟铭萱、尚瑞玲、石燕燕 李晓军、王 淏

66 300423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稞小乐—乐享青稞滋味 牟铭萱 仁青闹布、武正海、李 波、周佳欣
张 琴、王保爱

马明义、马海军

67 315510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玉米农机，致力乡村振兴 张尊祥 聂晶晶、郭 成、马 娟、刘 婧
李 宁、吕淑君

陈多昌、张建军

68 252119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漠茗——白刺果沙漠颗粒茶 党文洁 王 博、莫满玉、赵欣茹、王绣萍 陈艳丽、陈卫东

三等奖（123 项）

序号 团队 ID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1 318191 西北师范大学 “锌”有灵犀一检通 唐莹莹 罗凌览、张龑卿、侯宝玉、唐仕瑞 关晓琳、李 鑫

2 320881 西北师范大学 创客计划 漆斌强 王 楠、王宝杰、杨 芳、王 璁 莫尊理、甘 雯

3 259951 西北师范大学
玉兔捣药馆——基于传统文学 IP 的中

药香薰创新研发
刘 玥

莫梓怡、李龙林、郭倩茹、古丽比艳·麦

麦提
甘 雯、令利军

4 287308 西北师范大学 长夜余光--发光材料 3D 打印技术 张 敏 张 苗、李晨宇、秦书环、糟 杰 曾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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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87040 西北师范大学 A2M3O12 型 NTE 材料，点亮多彩生活 宁雅云 彭郭强、张秋迪、韩荣花 韩丽丽、慈志鹏

6 340133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 智创 蔡梦婕 陈 珞、贺欣欣、杨 颖、谢旻辰 刘远聪

7 345815 兰州理工大学
“减振精灵”——适于高耸结构的多向

减振装置
曾小强 孔亚轩、陈卫勇、刘明哲、赵婉汝

8 325414 兰州理工大学
一种基于 MOF 结构的光伏追踪自产水

智能滴灌系统
康家煊 马 桓、张一丰、林子茹、凌 魏 刘文兰、张学翠

9 342728 兰州理工大学 免接触启闭门 章贯文 陈婧婧、姜雪冰、栗小芳、赵培琳
李 炜、杜 鹏

李仕国、李承元

10 278582 甘肃农业大学 老 e 伴居家养老智慧系统 吴科迪 童永健、陈冠华、闫蔚玲、王姝君
韩俊英、刘成忠

黄 龙

11 326097 甘肃农业大学 轻氧食塑，优膳智选 赵茂垒 刘丰铭、苟 曜、马筠评、陈星宇 白 鑫、常培荣

12 364927 甘肃农业大学 探索生活——智能生态育苗套件 刘旭业 尚天娇、刘楚鑫、刘 洁、杨婉昀 齐 鹏、马乐元

13 364942 甘肃农业大学
彩虹之鱼——特色即食休闲虹鳟鱼熟

制产品开发
刘雨菁 张 娟、王 娟、任卓伟 张玉斌、刘 哲

14 250306 西北民族大学
基于 restful 服务端的艺术工程文件

分享平台
王志卿 周 辰、刘 洋、高建东、徐 昊 徐 菁

15 351011 兰州财经大学 鹧鸪天服饰设计 钟镇宇 周 瑞、张龙霞 、马雪儿 、李碧荷 马瑜蔓、庞 颖

16 272329 兰州财经大学 陇上之花——助力甘肃文化传播 张 博 胥 曼、刘丽婕、张诗琪、李玉玉

17 317747 兰州财经大学
节能低碳-基于区块链的个人新能源汽

车碳中和评估平台
郭迪敏 张紫芊、刘 影 樊馨蔓

18 334140 兰州财经大学
“智”胜无忧、“棚”程万里——智慧

大棚振三农
王 丰 冯西晨、杨 霞、王 晅、杜浬馨 姜 洋

19 354563 甘肃政法大学 警鸽民警健康保障平台 贾元浩 马 伟、杨 翔、刘相杉 金 松、陈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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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15706 甘肃政法大学 法漾综合法律服务平台 覃昌平 须 露、李昕忆、许静善、赵一敏 刘为民、孙 钰

21 319682 甘肃政法大学
小青橙大学生职业能力自适应发展平

台
衡明晖 郭强科、陈晓爱、张雅婷、裴登伟 付春香、金 松

22 359928 甘肃政法大学 钦天鉴小程序 王梦潇 马启正、贾 琪、吴 珂 王秋云

23 346094 甘肃政法大学
智能电动轮椅技术的领先者—AI 轻便

多用途电动轮椅
吴粤琳 封枢辰、王建攀 金 涛

24 315057 甘肃政法大学 赋扬 Full Young 少儿智慧编程 王静宜 魏成浩、贺智凯、毛富泽 刘 杰、马晓琴

25 373898 甘肃政法大学 三创赛北极互联网设计创新实践项目 石吾太 陈海龙、陈亮亮 高 渊

26 349724 甘肃政法大学 箱再跑-快递纸箱回收方案 刘 裕 郑延钦、王钰莹 李 珂

27 334917 甘肃政法大学
退役电脑再利用解决方案——校园网

盘
陈 佳 毕光宏、白晓田、高占江 王 玲、蔡吉云

28 331411 甘肃政法大学
非遗不遗：立足乡村振兴 弘扬传统文

化
樊亦鸿 姜 帅、赵雅馨、王晶磊 芦 娜、李 浩

29 361512 甘肃政法大学
微察秋毫：法医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及数

据平台的研发
崔媚媚 丁建铭、岳敬芳、张 艳 马丽英、张子龙

30 330942 甘肃政法大学
一指行——基于指纹特征信息识别的

一卡通装置
王卉涛 董济源、马伊罕博、方飞强、马得虎 李育新

31 360962 天水师范学院 “互联网+”助力敦煌非遗传播事业 李雪雪 陈晶晶、任佳慧、聂金涛、霍丹丹 朱 艳

32 353650 天水师范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陇东南地区跨境电商

综合服务平台
孟 洁 裴满福、邹莹莹、赵佳丽

徐璟璟、罗丙能

徐立寅、杨文静

33 302850 天水师范学院
陇中民间文艺“脊梁”精神的传承与创

意设计
周硕李 杜尚泽、王 珏 李天英

34 381350 天水师范学院 3D 打印个性化康复训练护具 唐 伟 郭泰聪、陈石斌、魏万涛、孙学良 马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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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72506 陇东学院 甘肃庆阳旅游文创产品开发 陈虹伶 周 婷、江一鹭、赖月茗、宋华昱 李晓梅、王 伟

36 316203 陇东学院 “故里香”——守护你的健康 张宝杰 魏天凤、何卉丽、司心湄、王艺洁 邱 倩、包戈华

37 330626 陇东学院 降尘防疫六翼天使 李小刚 董 军、张子琦、梁 菁、年晓霞 高晓红、郑兴荣

38 314579 陇东学院 智能消防巡检预警机器人 乔 胜 牛晨辉、张 娜、杨彦斌、李多多 敬志臣、寇元哲

39 314531 陇东学院 中国庆阳特色馆 牛蓉蓉 刘 璐、贾培育、姜汗涛、张 瑞 马永祥、邵姝静

40 312455 河西学院 情系三农，绿润沃土 张润东 王希泽、苗承珊、王吉瑞、周蓁
禹兴海、韩玉琦

熊 鹰

41 319119 河西学院 数绘魅力乡村 张宗瑞 何玉瑶、柯丽萍、白明宝 杜建荣、葛 斌

42 289012 河西学院 Noblon 个人形象设计与包装服务 陈隆隆 朵 强、张丽丽、李 娜、马英珊
杨 彬、王 辉

张永鑫、孔令欣

43 327387 河西学院 掌上研学一站式服务平台 张龙科 王莉霞、陈倩倩、秦 莉、杨丽丽 柳红波、蒋 薇

44 326884 兰州城市学院 携手农联，触电“卉农”振兴 石 佳 朱梦飞、苏秀丽、陈思宇、石美娅
孙凤茹、曹 岩

张瑞玲

45 315480 兰州城市学院 果蔬驻颜术 王冬萍 张玲玲、崔丽媛、陈博文、赵娟娟 李 涛

46 309054 兰州城市学院 陪伴性患者演员 李珊珊 张 愉、尚翠翠、杜青春、常小鸽 金 戈

47 321681 兰州城市学院
“超有爱”小宝育站——幼儿“三爱”

教育多维互动平台
张 琼 周 琪、张 瑶、唐春娟、王鹏艳 王晓丽、李文娟

48 365477 兰州城市学院
多相流 CFD 模拟及清岩过程自动化控

制系统实现
毕韶琨 任成科、王鹏瑜 孙艳超、王 琪

49 296954 兰州城市学院 便携式病菌检测消杀仪 魏 哲 辛欢欢、李英男、康亚鹏、郭 勇 同长虹、宋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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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81483 兰州城市学院 微型激光器虚拟仿真实验系统 马 蕊 梁永光、梁永辉、马福春、马应虎 林树美、高国亮

51 336167 兰州城市学院
黎明支教计划——互联网+“点亮”甘

肃
严梓仪 王梦圆、马 雅、谢耀鹏、张 帆 吴 颖

52 266308 兰州城市学院
从垃圾到宝藏:有害粉煤灰制备硅纳米

颗粒用于增强锂离子电池
王润清 马永娟、白雪婷、杨 晨、赵江涛 刘 铮、刘现玉

53 263124 兰州城市学院 一种用于自动焊的焊接变位平台设计 侯文琦 邵 博、董嘉乐、田东泽 晏丽琴、柴廷玺

54 252787 兰州城市学院
基于 tiktok 平台打造校园自媒体账号

建设--以“橙子学长”为例
冯 义 马雪燕、张文凯、马春辉、张世杰 王 旭

55 271219 兰州工业学院 飞行卫士：无人机安全防护专家 杨振宇 徐佳辉、王丹丹、薛万鑫、徐鑫楷 苏雅娜、贾杰华

56 268830 兰州工业学院 物流货车便携式装卸工具 曹鹏威 杜名宇、赵彪霞、高旺旺、曾素敏 张雪芹、戴德锋

57 271209 兰州工业学院 魅力陇绣——庆阳非遗绣出幸福生活 卢星星 杨 萍、陈淑敏、陶海苗、董露红 苏雅娜、常 美

58 266439 兰州工业学院 共享仓储 刁月笛 何 婷、关国婧、闫新新、张文文 韩雪金、孙礼旭

59 379729 兰州文理学院 “数字彩陶”多模态文化传播 易小芳 杨彩娥、赵 敏、田振宇、彭瑞宁
魏秀萍、张 瑶

王海东、王 芳

60 334382 兰州文理学院
一款围绕“VR 体育+”的智能体育健身

APP——“扑通”APP
常凌筱 白 刚、王自立、芦金龙、黄玲艳 王卓然、李 岚

61 379276 兰州文理学院
腐殖酸钾改性刺云实胶复合材料的制

备及其应用
郑小凤 马慧卓、王昱程、吴静静、师慧敏 李姗姗、杨全录

62 336938 兰州文理学院 沉浸式实景娱乐打造 张竣喆 于 婧、谢 艳、杨媛媛
陈 庆、石 晶

刘耀祖、刘开轩

63 317974 兰州文理学院 澄源正本，雁苑净水 王 霆 马梨花、刘 斌 杨全录

64 337247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智能垃圾桶——垃圾回收行业的领先

者
梁志强 马 龙、马兆虎、陈 雪、白永吉 李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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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72210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喜羊羊”——羊粪有机肥创新研发打

造农业循环经济新生态
张晓慧 马秀研、闪得哈希、蔺 旭、马文燕 范乾苏、敏 云

66 378594 兰州博文科技学院
一种电子商务模式下水弹性城市的推

广方法
张卫东 车昱滢、华 倩、景永红、赵俊辉

赵 磊、宋国军

赵思婷、张 杰

67 314681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Ser2.0 AI 自识别购物车 南利斌 张国鑫、张 杰、李 蓉 陈艳丽

68 368748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热电厂空冷岛散热片智能清洗机器人 马振嘉 王蕾蕾、杜婷泽、张 超
马晓婧、刘向辰

刘祥远

69 266500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GFM 云上“慧”修 刘 博 李文俊、史发泽、赵 广、赵鹏宇 孙怀君、马晓婧

70 377980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机房退役电脑再利用解决方案-云计算

中心
王西婷 何永疆、郭娅琦 蔡吉云、白保琦

71 332598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创新时代—电网巡检用双余度智能控

制系统无人机
杨 靖 谢 静、苗增超、张林强

刘向辰、马晓婧

侯天玉

72 291932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含油废水处理——高效油水分离金属

网的制备及应用
王瑞美 杨志明、冯怡君 代学玉、赵立祥

73 265911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中兰燃气安全评价有限责任公司 张维康 焦成琦、陈钰博 、张吉彦、杨朝弟 赵 状、马群凯

74 362868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F+家庭直供新连锁经营 郝云飞 雷成成、段钰鑫、何嘉欣 魏春明、陈柯璇

75 276052 兰州工商学院
“守艺人”—新时代下非遗麦秆画的传

承与创新
徐海东 包兴平、陈亚萍、祁东月、张广洲

丁亚鸽、张 浩

冉艺飞

76 288098 兰州工商学院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视觉识别垃圾分

类
高若桐 梁 诚、文 丹、何俊松、张 龙 王 俊、张吉祥

77 250454 兰州工商学院
“田间云梯”——新时代背景下庄浪梯

田旅游业的新发展
刘勇涛 张子彧、陈嘉蔚、周子豪 刘红豆

78 307956 兰州工商学院 大明传媒工作室 谢 璟 青瑶瑶、吕吉昌、邵益斌 殷淑娥、刘贵明

79 309373 兰州工商学院 马家窑文化文创系列产品 田 聪 李紫泉、司净松、刘若西、赵文珍 刘 欣、杨瑞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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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345626 兰州工商学院
防疫者-新型冠状病毒智能监测预警系

统
李建华 陈有文、张 颖、马博涛、高瑾泽 马义哈、张 浩

81 266987 兰州工商学院 白夜推理馆 马启阳 李 睿、姜有海、王晓菲、王恒伟 孙振兴

82 315358 兰州工商学院
乡村普法“U”资源——“112”普法模

式
马建建 田 佩、张南南、任佳佳、张文艳 范瑞雅

83 276178 兰州工商学院 “让大象飞”项目策划 刘 璐 孙旭强、张银芳、乔佳丽、欧阳宝仪 王丽君

84 322465 兰州工商学院
桃夭果业--基于秦安蜜桃的产业链营

销研究
敬玉瑾 叶得奋、李文越、杨静静、孙茹茹 葛成莉

85 274659 兰州工商学院 灵境农场 唐明壕 尤涀泉、陈 晗、徐 蕊、禅雪梅 曾格格、曹新梅

86 268891 兰州工商学院 大郎众包 郑淮友 魏万泊、王 帆、蒲 斌 段 濛

87 356889 培黎职业学院 河西走廊高寒旱区优质燕麦种植模式 马明明 张和萍、王 浩、汪引霞、赵 和 张海鑫、曹心洲

88 380561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向日葵支之 汪秀平 高佳欣、张苗苗、张 裔、田 旺 翟春晓、张珏娅

89 272715 武威职业学院
农信链——全息多维化的助农服务践

行者
赵文涛 蔡松延、唐盼燕、胥元吉、靳 璇 苗渝婧、袁乐学

90 284946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野”是草莓 何 璐 王佳瑞、李晨丽、宋雯翔、安 佳 施德洪、屠 鸣

91 291009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艺术玩家自助画室 李佳瑾 董 涛、岳 彤、赵莹莹、安 琪 杨 洋、张龙翔

92 298104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迭部县特色农产品创业计划 石玉祥 公布次仁、石 雯、任 静、黎晓林 陈 爽、陈 静

93 323428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易通职 徐源明 王 玲、贾润宁、桑吉草、管振堂 周 颖

94 277281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梦索白马乡 金子雄 黄聚东、张 雪、徐伟胜、陈宇豪 杨成科、朱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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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290747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陇药源 龚珍珍 丁春燕、张转香、赵永兰、 李 勇、张 毅

96 298607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新养老，心服务，馨生活 白路平 寇圆圆、赵小虎、马 凡、童 心 杨 洁、戴 薇

97 293014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农村腾飞的战斗“鸡” 王 成 贾正正、魏思婵、 白锦川、李 丽

98 381856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红色基因”甘肃红色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
李宵宵 任爱博、杜灵丽、屈虹燕、赵 蕾 杨芝子、严海涛

99 264099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戈壁食用玫瑰原生态栽培及销售策略 王谦谦 宋德皎、张小夏、惠旺军、刘 瑞 贾玉娟、刘永强

100 322708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智行——“数字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 侯玉成 陈樊杰、陈 杰、曹正龙、宿博蕊

101 335592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驼动酒泉”农产品网红直播孵化团 焦玲玲 高海霞、王杨军 曾令泽、柳 娜

102 272185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加工原创敦煌手绘 赵明晓 何建强、苏亚男、周君霞、陈彦强 李建春、钟佩甫

103 333669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GLOW NEWS 王 鑫 武 赟、孙梦盈、李洋洋、侯正强 田 欢、杨政安

104 309536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私人模型订制 魏帮娜 李昊临、文海程、魏列民、梁巧珍 梁 斌

105 350175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甲极客营 张云鹏 杨 艳、王菊芳、王天浩、陈小龙 梁 璐、孙作明

106 357403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弘扬西游文化，践行乡村振兴，领略电

商时代风采

陈正吉

平
杨 帆、窦海婷、唐 升、周乐天 马 静、徐彩霞

107 293908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七月微风夏令营 张莎莎 段伟龙、任 波、何克冰
刘 洋、李 剑

郭怡显、毛锦文

108 322428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黄河文创作品 王植尹 黄 虹、赵晶晶、王欢欢、白庆国 聂枢禾、刘 琰

109 280267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酷猫——校园旧物交易平台 王 雪 黄一航、孙卫强、韩军强、王建元 王 鑫、邓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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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354007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E 往情深 振兴乡村团队 王锦果 贺文静、徐瑞娟 杨 华、王海鸿

111 380073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岷县当归中药材网络销售 何爱强 陈文锦、代俊龙 朱辰龙

112 272674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裁心剪智 王 越 张笃恺、李 荣、梁蕊秋、胡海霞 路娜娜

113 257649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先锋，绿色先行 李 鑫 巴利博、李玉玉、贾志龙、何童合
苗 旭、贺 军

张 江、魏 玲

114 357374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牦牛踏出致富路，托起绿色发展梦 巴利博 苏 浩、张 泳、杨传国、史文雪
魏 瑞、王璐菊

贾万臣

115 326206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宠”你爱你 常俊卿 袁 瑞、王立立 焦永红、张建国

116 294021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小兔子，大梦想 王凤玲 闫文科、何 萧 焦永红、张亚男

117 255933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构建可溯源的优质电子商务链——天

鲜优选
左思航 石雯冰、杨 洋、罗慧玲、王 鑫 秦 军、田建荣

118 249984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可自动打包定位智能垃圾桶 王 博 党文洁、莫满玉、王 静、高敏洁 陈卫东、陈艳丽

119 252114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水是水非——生物质循环水处理药剂 王绣萍 孙一斌、王 静、党文洁、莫满玉 丁建华、陈卫东

120 322439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淘你所爱跳蚤集市 郑文芳 朱俊桃、万思远
马国凤、侯婷婷

寇德健

121 267475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吊钩防脱扣改进 霍劲松 丁 刚、姚 涛 许 鹏、董兵天

122 326542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亲子果蔬园 杨朴杰 胡瑞文、包孟飞、郝俊鹏、雒润贤 谢 琴、李志军

123 259016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原） 古风今韵——千年“小傲娇” 黄兴国 王子辰、梁晓敏 樊 琼、贺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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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城市学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 指导教师

兰州大学 赵志立、李祥锴、杜晨蔚、杨民强

西北师范大学
高军德、张 洁、马成鸣、甘 雯、关晓琳

张 哲、孟汇海、胡祎轩、张碧全、朱晓娟

兰州理工大学

冯辉霞、徐 阳、陈精明、张 东、王 毅

黄勇刚、吕 英、杜 鹏、李承元、李仕国

陈 伟、裴婷婷、程效锐、冯文芳、王英梅

兰州交通大学 黄大建、强小虎、王耀琦、薛晓芳

甘肃农业大学 花立民、汪精海、汪 月

甘肃政法大学 魏铄蕴、宫 雪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周艳青、徐生杰、王 刚、徐 成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高悦瑞、王孝军、白 石、黄国鑫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郭 杰、赵慧军、张贺义、习 军、李 崴、谢 冰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马俊文、李 斌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 宁、贺 军、张 亮、雷 娟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王权朝、张美娇、薛新花、张 涛

武威职业学院 孟建文、司 玲、张开礼、徐玉山、徐瑞山、王冠群、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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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甘肃省选拔赛获奖名单

一、创业综合模拟赛道

组别 奖项 获奖学校 获奖队伍 获奖学生 指导教师

本科组

一等奖 兰州理工大学 摘星队 刘荣添、马孟炎、牛辽中
牛莲芳

庞芳兰

一等奖 西北民族大学 Tsia 潘雪冰、何蓝姣、闫红梅
安金朝

何莉莉

一等奖 兰州大学 人生难得组一队 祖梦涵、魏波、郭晓鑫 王延鸿

一等奖 兰州财经大学 破产就开摆队 何婷、陈平、陈卓
向海斌

秦文进

二等奖 兰州文理学院 我们队 朱晓明、韩鸿飞、徐静
陶琳

朱薇

二等奖 兰州理工大学 星星点灯队 杨朝军、范梦林、张欢欢
牛莲芳

王翠琳

二等奖 兰州工商学院 啊对对队 江雨娇、任恉朋、王蓉
杨涛

范瑞雅

二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恭喜发财 徐凌云、牛正彦、李佩佩 王山军

二等奖 西北民族大学 Team.0.1 田儒玥、李权颖、马雯琪
安金朝

李俊明

二等奖 兰州文理学院 blue 队 唐妍、马海艳、布康平
司马宏昊

陶琳

二等奖 西北民族大学 朔风起 盘国忠、马祥、廖晓萍
安金朝

张姚

二等奖 兰州文理学院 夏之枫 梁元旦、郭慧昭、刘文文
朱薇

陶琳

三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老 K 韩泽凯、刘艺、秦璇 杨丽

三等奖 兰州交通大学
兰交大创业之星 3

队
张婷、刘姝涵、马梅 刘钦

三等奖 兰州财经大学 你说的都队 杜渊、兰丽、张悦
颜为民

党建宁

三等奖 陇东学院 星落 徐高丽、陈梁柱、李佳宾
马永祥

苏文岚

三等奖 兰州工商学院 百事可乐 陈馨怡、胡彬旭、张雯
马玉洁

郎天

三等奖 甘肃中医药大学 蓦禾工作室 高卜平、杨晔鸷、张涛 梁婷

三等奖 兰州财经大学 王炸夺证队 王玉洁、王佳、郑棕芹
何金

牛桐

三等奖 兰州交通大学 兰交大创业之星2队 陈楠、刘晔璠、刘明轩 刘钦

三等奖 兰州工商学院 必得 刘扬、刘永贤、王作宇
宋宁馨

蔡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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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宇航队 刘宇、杨东宝、宋欣雨
邓雨航

赵军辉

高职组

一等奖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鲲鹏展翅 林杰伦、李旺、歹爱君
杨雅

邓爽

一等奖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心只想搞钱 郑烈桐、张健安、杨淑贞
雷清海

梁斌

一等奖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开拓者小队 高保成、张亚兰、沙玉梅
雷清海

马锁生

二等奖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

大学
誉英队 宋佳佳、刘一博、韩磊

吴思

胡旭东

二等奖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

大学
石化胜羽 褚志刚、田亚洲、李文泰

文婧羽

吴思

二等奖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天奕小队 付南海、王如玉、王晓凡
雷清海

苏俊生

三等奖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夕阳红团队 鲁伯峰、韩继强、王斐
刘晶晶

任源

三等奖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BOOK 思议 马越、闫婷、张金辉
王丽

李蕃康

三等奖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飞跃 邓星星、赵福祥、李朝阳
郭静

樊婷

三等奖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梦之队 沈凯龙、刘文英、柴翻翻
王丽

李蕃康

三等奖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

大学
蓝色梦想 马维萍、王林玉、韩京校

胡旭东

文婧羽

三等奖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天行 刘建刚、马艳、易婷婷
陈爽

李丽

三等奖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梦之翼队 高娜、秦财财、魏丽娟
任源

高政元

三等奖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财贸三枝花 张志豪、梁哲媛、杨森昌
裴立立

周颖

二、创业综合模拟赛道优秀指导教师

组别 学校 指导教师

本科组

兰州大学 王延鸿

西北民族大学 安金朝、何莉莉

兰州理工大学 牛莲芳、庞芳兰

兰州财经大学 向海斌、秦文进

高职组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雷清海、梁斌、马锁生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杨雅、邓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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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业营销专项赛道

组别 奖项 获奖学校 获奖队伍 获奖学生 指导教师

本科组

一等奖 兰州财经大学 三缺一队 马韫韬、杨彦楠、周军
向海斌

牛桐

一等奖 兰州交通大学 营销 3 队 范子欣、吴明洁、杨莹 邓娟

一等奖 西北民族大学 冲锋号 夏凡、韩露、万怏伶
安金朝

张姚

一等奖 兰州理工大学 无所谓队 张秋平、王秋月、沈驰 牛莲芳

二等奖 陇东学院 嫉妒妒队 王军强、赵世界、韩美丽
吕迎

李婷

二等奖 西北民族大学 恒跃 王天凤、郭文、马波
安金朝

李俊明

二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起飞了大古 张豪、胡思远、刘力 王山军

二等奖 兰州交通大学 营销 1 队 崔文雅、李红艳、戴琪轩 邓娟

二等奖 兰州财经大学 深藏 blue 队 王妍、李雯、张馨仪
秦文进

何金

二等奖 兰州工商学院 滥星 张慧芳、张文婷、王玉杰
张慧捷

许明

三等奖 兰州交通大学 营销 2 队 文睿敏、于健璐、姚姝文 刘钦

三等奖 兰州理工大学 又摆又寄不想努力 谢咏仪、赵灵伟、庞伟业
牛莲芳

王翠琳

三等奖 陇东学院 奕天 孙亮鹏、柳松林、吴玮玮
窦冠楠

侯冰洁

三等奖 兰州工商学院 明日之星 白亚丽、张露琴、王晓菲 葛成莉

三等奖 甘肃政法大学 GI 王晨阳
金松

杨永杰

三等奖 兰州文理学院 宝宝巴士 王佳文、吴昊剑、郭峻廷
陶琳

司马宏昊

三等奖 兰州财经大学 站队 白雅婷、白雪、陈小萍
党建宁

颜为民

三等奖 西北民族大学 敏锋丽 陈民典、罗丽兰、奉晨苑
安金朝

张姚

三等奖
甘肃民族师范

学院
风启队 马学礼、马伟孝、梁亚楠

王东亮

邵彪

三等奖 甘肃农业大学 同路人 王鸿斌、王家蓉、李永强
年渊

张雪涓

高职组

一等奖
甘肃财贸职业

学院
营销新星 马国义、马翼凌、张宏博

朱亚萍

奚小龙

一等奖
兰州现代职业

学院
初生牛犊 杨锁、瞿耀昕、尚永庆

杨雅

邓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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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甘肃财贸职业

学院
一路向北 刘宏儒、火焰、杨欣瑞

朱亚萍

韩晓红

二等奖
甘肃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龙汇志远 牛路祺

龙志伟

周晓明

二等奖
甘肃有色冶金

职业技术学院
甘冶专项赛一队 刘博、王伟成、王彩萍

蔺晓梅

丁建华

二等奖
甘肃有色冶金

职业技术学院
甘冶专项赛二队 邹怀宇、朱瑞、王海林

赵卉

秦军

二等奖
甘肃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
浪潮之巅 冯佳伟、刘恒、马斌武

张立衡

豆倩倩

三等奖
甘肃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
创意队 贾永晨、孙继东、刘景龙

王国龙

高琳珍

三等奖
兰州职业技术

学院
三只小猪 陈盈盈、陈兰兰、胡欣悦 雷清海

三等奖
甘肃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

审计会计不如我的

妙计
安强、赵微婷、鲁彦江

赵丽丽

赵建红

三等奖
甘肃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美邦佳德 杨海鹏、办玛草、石东会

龙志伟

徐大朋

三等奖
甘肃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
创新队 邵帅元、顾敏江、王同明

王国龙

缑少龙

三等奖
甘肃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博旭 韩佳豪、祁旺臣、裴富富

龙志伟

谢琴琴

四、创业营销专项赛道优秀指导教师

组别 学校 指导教师

本科组

西北民族大学 安金朝、张姚

兰州理工大学 牛莲芳

兰州交通大学 邓娟

兰州财经大学 向海斌、牛桐

高职组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朱亚萍、奚小龙、韩晓红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杨雅、邓爽

优秀组织单位

本科组

兰州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兰州财经大学 兰州文理学院

高职组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第 120 页 共 129 页

附件14

甘肃省财务数智化大赛(财务大数据赛项)获奖名单

组别 奖项 获奖队伍 获奖学生 指导教师

研究生组

一等奖 兰州交通大学二队 潘俊林、王博雅、王红双、王亚楠 王蕾

二等奖 兰州理工大学一队 李晶晶、王绒绒、陈文静、贾海霞
马建威

杨文黎

三等奖

兰州理工大学二队 王娜、张殊琪、宋丽丽、冷雪雯
杨文黎

马建威

兰州财经大学一队 王莉君、郭鑫、童佳阳、王芳芳 周一虹

本科组

一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一队 徐凌云、罗子梦、曹依涵、张怡洁
赵雪梅

文玉锋

西北师范大学二队 王奕洁、王娅萍、毛佳麟、邵茜雅
文玉锋

赵雪梅

兰州大学一队 汪诚、徐冰、刘夏鸣、杨鑫 贾明琪

二等奖

兰州大学二队 杨荣琪、李欣怡、石紫悦、李扬
王雷

靳光辉

西北民族大学一队 易鸣、刘喆、周宣灵、李婧瑶
谢宗棠

武国亮

兰州交通大学二队 王颖、范子欣、李荣、刘晔璠 邓娟

西北民族大学二队 田婷瑶、杨子娴、张宇星、沙晴
张博

丁旭

兰州理工大学二队 马灿畑、丁平、曲世颖、石杞
杨文黎

马建威

三等奖

陇东学院一队 杨敬丽、何旋、宋茹、罗长玲 齐冰昱

河西学院一队 程华、魏冰、陈福来、陈红
赵立韦

祁宁

兰州文理学院二队 刘国娟、赵晓玲、马海艳、杨建兴
司马宏昊

秦梓华

兰州交通大学一队 陈楠、张婷、崔文雅、刘姝涵 刘钦

兰州城市学院二队 郁乃铭、张锦文、郑皓、李敏
李佳凝

蒋文兵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原）一队蔡梦婕、张娟娟、杨颖、徐红霞
荣静

孙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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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单位

本科组

兰州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 甘肃政法大学 兰州工业学院 兰州工商学院

高职组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城市学院一队 南星河、侯宏丽、朱亚星、杜鹃
王莉莉

蒋文兵

兰州理工大学一队 白洁、吕婷婷、刘梅梅、陈娇
马建威

杨文黎

高职组

一等奖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二队 张娜、景佳茹、陈芬兰、张媛
张迪

陈花兰

武威职业学院二队 朱雅宁、邵兵利、唐晓芳、杜甜甜
王春棉

王红娟

二等级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一队
李王斌、王淳、王亚丽、张雪

吴文颖

方龄萱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队 文青青、严雪、韩欢欢、汪国杰
马瑞真

王清蕾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一队 田钰洁、王宁宁、郑洁、张勃勃
王小燕

梁怡

三等奖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一队 韩洁、白丹、韩春生、缪增宏
房瑞晗

王韬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二队 王涛、马林兵、魏世峰、张彩虹
宋文秀

王秀芳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一队 徐佳丽、杜耀莉、任逍遥、段瑞利
伍小玲

朱丽红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二队 姚存栩、王永娟、黄浩、李曌
吴文颖

杨蕊

武威职业学院一队 王永娜、曹斌鑫、石楠、曹亚梅
王晓蓉

占发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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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甘肃高校教师教育联盟第三届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组别 获奖奖项 学校名称 获奖学生 指导教师

理科组 一等奖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刘 友 巩红冬、李 彪

理科组 一等奖 陇东学院 尤振龙 石 彥、张耀宗

理科组 一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马嘉琪 宋 燕、颉录有

理科组 二等奖 河西学院 麻玉荣 马国泰

理科组 二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刘 薇 胡梦珺

理科组 二等奖 陇东学院 王嘉琪 刘 坤

理科组 二等奖 陇东学院 王锦旗 齐 渊

理科组 三等奖 河西学院 李 娜 李 海

理科组 三等奖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永侠 吴生平

理科组 三等奖 兰州城市学院 李俊杰 陈 莉

理科组 三等奖 天水师范学院 杨 昕 彭燕伟、张 颖

理科组 三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张伟琴 张丽娜、杨 和

理科组 三等奖 天水师范学院 张鑫源 靳 炜

文科组 一等奖 天水师范学院 张羽昕 任 坚、郭昭第

文科组 一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沈悉尼 宁振业、杨昊昕

文科组 一等奖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马 甜 姚小淑、黄 姗

文科组 二等奖 天水师范学院 杨佳东 高海利

文科组 二等奖 陇东学院 王 晶 张丽娜

文科组 二等奖 陇东学院 任娜娜 胡春晓

文科组 二等奖 陇东学院 高 鑫 卢柯青

文科组 三等奖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谢佳鹏 杨桂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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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组 三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李 婕 张连银、郑 峰

文科组 三等奖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黄宇超 蒋媛媛

文科组 三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牛鑫娜 韩 璐

文科组 三等奖 河西学院 马乐鑫 孙玉玲

文科组 三等奖 河西学院 雍 容 宁建花

小教学前组 一等奖 兰州城市学院 魏晋艺 党爱娣、王晓丽

小教学前组 一等奖 天水师范学院 马 洋 赵 静、赵文刚

小教学前组 二等奖 天水师范学院 池慧博 杨 钊、赵志霞

小教学前组 二等奖 兰州城市学院 党偲颖 王晓莉

小教学前组 二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 祁 欣 张国艳

小教学前组 三等奖 天水师范学院 顾颖杰 王佳妮、刘 轶

小教学前组 三等奖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马 钰 杨晓琴、赵庆华、尔杰草

小教学前组 三等奖 陇东学院 辛业婷 赵媛媛

小教学前组 三等奖 河西学院 彭 媛 王进才

小教学前组 三等奖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郭 瑛 张 乐

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 天水师范学院

学校 指导教师

西北师范大学 宁振业、杨昊昕、宋燕、颉录有

天水师范学院 任坚、郭昭第、赵静、赵文刚

陇东学院 石彥、张耀宗

兰州城市学院 党爱娣、王晓丽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巩红冬、李彪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姚小淑、黄姗



第 124 页 共 129 页

附件16

第五届甘肃省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获奖名单

本科物理类专业组

序号 参赛院校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1 兰州城市学院 党天翎、郭 静 李居平、柳朝晖 一等奖

2 兰州理工大学 陈彤彤、王柏财 桑萃萃、朱维君 一等奖

3 河西学院 陈学娜、张兴源 贺 龙、葛素红 一等奖

4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肖文相、马国民 殷 丹、梁盛德 一等奖

5 西北师范大学 赵子乾、张曼玉 李金赟、尹跃洪 一等奖

6 陇东学院 陈乐乐、席银骏 李继弘、曹鹏飞 二等奖

7 西北民族大学 贡保南杰、严 珍 李小勇、王向丽 二等奖

8 河西学院 田文玥、甘明玉 王新兴、葛素红 二等奖

9 陇东学院 何双羽、单斌武 李建锋、郑兴荣 二等奖

10 天水师范学院 朱文静、王海祥 武彩霞、路飞平 二等奖

11 河西学院 张欣怡、马晓东 葛素红、贺 龙 三等奖

12 河西学院 吴文静、张成鹏 葛素红、贺 龙 三等奖

13 兰州城市学院 张家琪、方振忠 郭中华、魏秀芳 三等奖

14 兰州交通大学 孙舒桐、陈育成 王 婷、宋 婷 三等奖

15 西北师范大学 冉冲冲、葛其林 高吉明、边海琴 三等奖

本科非物理类专业组

序号 参赛院校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 甘肃农业大学 李 箫、于松灵 马自军、雍文梅 一等奖

2 河西学院 黄锦涛、魏鹏军 王新兴、贺 龙 一等奖

3 兰州工业学院 汪 辉、焦 鹏 苏文晓、张培增 一等奖

4 天水师范学院 芦 旭、宋永利 赵玉祥、李向兵 一等奖

5 西北师范大学 赵 耀、崔便便 王 建、徐小丽 一等奖

6 西北民族大学 奉宏华、刘李倩 陈万军、王向丽 一等奖

7 兰州理工大学 孙冠正、徐江涛 王 伟、刘国荣 一等奖

8 兰州交通大学 张文俊、张延帝 张 磊、李云霞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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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陇东学院 郭 函、李 敏 寇元哲、曹鹏飞 一等奖

10 兰州城市学院 张康桥、王 洋 魏秀芳、柳朝晖 一等奖

11 兰州财经大学 王嘉俊、钱文环 刘 岩、刘 浩 一等奖

12 兰州大学 徐美泽、王晓瑜 王心华、冯娟娟 一等奖

13 甘肃农业大学 李文昊、于欣彤 马自军、雍文梅 二等奖

14 河西学院 张 阳、朱建龙 王新兴、贺 龙 二等奖

15 甘肃农业大学 吕洋洋、雍瑞元 马自军、高晨阳 二等奖

16 河西学院 王 敏、黄永环 王新兴、贺 龙 二等奖

17 西北民族大学 黄耀雄、赵广平 邓小燕、陈万军 二等奖

18 天水师范学院 崔雯丽、钱梦杰 党文强、张倩倩 二等奖

19 陇东学院 张珊珊、库渲雅 曹鹏飞、寇元哲 二等奖

20 兰州工业学院 张明怡、毛琪琪 张成基、简 粤 二等奖

21 陇东学院 李育蕾、刘 杰 李继弘、曹鹏飞 二等奖

22 天水师范学院 杨振坤、田世博 李德录、王 岱 二等奖

23 兰州文理学院 曾国凯、陈永霞 陈继延、张鸿波 二等奖

24 兰州交通大学 向源杰、张全龙 欧阳玉花、薛思敏 二等奖

25 兰州城市学院 马 镕、蔡淑燕 赵 磊、李居平 二等奖

26 兰州工业学院 石金平、刘涛涛 简 粤、毛生红 二等奖

27 兰州文理学院 李磊磊、伏文杰 孔繁庭、张慧娟 二等奖

28 河西学院 杨瑞宁、黄喜娟 葛素红、贺 龙 三等奖

29 陇东学院 李东升、张子琦 曹鹏飞、李继弘 三等奖

30 陇东学院 陈晓丽、邱鹏飞 郑兴荣、曹鹏飞 三等奖

31 河西学院 汤银娣、王全亮 贺 龙、葛素红 三等奖

32 河西学院 靳浩鹏、孙明玉 葛素红、贺 龙 三等奖

33 甘肃农业大学 李永强、杨肖肖 马自军、雍文梅 三等奖

34 陇东学院 刘馨然、王 伟 李建锋、李继弘 三等奖

35 兰州工业学院 刘 莹、吕 锴 张 娟、毛生红 三等奖

36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龙凤林、马雪梅 彭鸿喜、刘永智 三等奖

37 兰州城市学院 刘振雄、刘响军 柳朝晖、郭中华 三等奖

38 甘肃农业大学 闫严平、秦 昭 马自军、高晨阳 三等奖

39 西北民族大学 雷李杰、贾骏彤 焦海燕、更藏多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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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组

优秀组织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河西学院 陇东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40 兰州财经大学 陈 浩、李清媛 刘 浩、刘 岩 三等奖

41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杨宝峰、高瑜昺 梁小佳、李 祥 三等奖

42 甘肃农业大学 李有俞、许雪薇 马自军、雍文梅 三等奖

43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夏归龙、黄鹏林 杨晓红、潘多荣 三等奖

序号 参赛院校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奖项

1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张丽超、肖 同 梁小佳、冯国勇 一等奖

2 武威职业学院 闫加旭、李高鹏 王登杰、李强生 一等奖

3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白忠灵、王小丽 梁小佳、李 祥 二等奖

4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朱祥龙、张恒源 梁小佳、吴晓鸣 二等奖

5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继涛、吴康福 刘亚琦、吴 超 二等奖

6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郭建新、白静康 李 祥、冯国勇 三等奖

7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王帅伟、邓志远 岳文琴、吴晓鸣 三等奖

8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白润聪、王帅辰 李 祥、岳文琴 三等奖

9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原） 张鑫山、马顺强 吴义珍、蒲天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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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甘肃省第三届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9项）

二等奖（13项）

序号 参赛项目 项目类别 学校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
荒漠的“绿色涅槃之路”——新型

流程化一体式种植车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理工大学

门思学、张暖昕、喻

戬、杨冉冉、魏志旭

郑 敏

张永贵

2
适用于稀土矿坝修复的树种播撒

灌溉车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工业学院

明经卫、李玉祥、马春

蕾、王安琪、韩雪妮

魏敦淑

史志成

3
基于象鼻仿生的狭小复杂空间内

窥机械臂
仿生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翟昌浩、张天阳、冷梦

家、王泱程
陈 博

4
适用于西北荒漠地区的容器育苗

种植机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工业学院

陈文健、安田昕、郑天

琳、苏高亮、段永飞

张 总

郭文静

5
一种基于蛛形的适应多地形仿生

机器人设计
仿生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

李建鑫、甄齐齐、苟爱

兵、肖玉峻、郑 强

马富荣

唐林虎

6 沙化土地自主植苗机器人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理工大学

周博文、汤 博、杜帅

杰、何玉荣、张 煜

贺 瑗

王富强

7
面向绝缘子检测的仿生尺蠖机器

人
仿生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张 玮、聂 鑫、刘佳

宇、向源杰、李润天

马 琳

丁强军

8
适于多地形作业的沙漠植树车的

设计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工业学院

张飞龙、吴发栋、王凤

鸣、李敏慧、云佳宾

张胜军

芦 强

9
针对西北荒漠治理的全自动水冲

式沙柳种植机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工业学院

陈 健、陈湛江、范嘉

豪、马义明、周长春

孟国亮

赵 莉

序号 参赛项目 项目类别 学校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
“沙漠绿洲”草方格治沙智能种植

车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理工大学

陈志辉、孔祥森、李小

燕、孟竞宇、焦春雯

王 燕

王富强

2 基于蛇形的管道清洗仿生机器人 仿生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

院

李泽凡、张 杰、张卫

翼、张轶帆、杜佳珉

魏 晋

邢冠梅

3 林区树木健康检测诊治一体机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理工大学

张爱陆、何晨煜、石佳

盟、杨 乐、叶海涛

郑海霞

王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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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3项）

4 “浮子式”赤潮清理回收船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理工大学

张宇康、唐正文、张欢

欢、蒲秋虹、张翼鸿

李海燕

宋 鸣

5
“矿山的重生之路”一种新型矿山

修复机器人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理工大学

王文轩、赵宏昌、庞朝

磊、何会鹏、王天池

贺 瑗

马 晓

6
“西北之光”——植、浇一体化沙

漠植树机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理工大学

晁雪峰、王文博、罗志

杰、戴佳俊、李 昊

宋 鸣

黄 华

7
空中精灵——基于仿生水母的视

频辅助裁判
仿生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邓森林、张威扬、何

静、刘天华、崔 榕

李 晓

王富强

8
一种应用于祁连山地区的草地恢

复设备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工业学院

勾继宗、高 磊、吕文

凯、包 鑫、杜志杰

芦 强

史志成

9 基于猴爪的仿生采摘机器手 仿生机械 甘肃农业大学
魏鹏云、韩鑫军、王世

卿、包英杰、毛 馨
张 鹏

10

沙漠终结者——基于“数字孪生”

下的可分析化生态坏境系统修复

机器

生态修复机

械
陇东学院

刘旭焯、杨继文、胡振

国、李重阳、杨胜财

杨娜娜

刘浩锐

11
环保小卫士——两栖垃圾回收小

车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工业学院

唐伟尧、魏正安、林文

文、梁涛平、云佳宾

古妮娜

张胜军

12 黄土高原植树平台机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工业学院

刘树影、李元钢、武

杭、贾永乐、石剑银

胡 伟

施 乐

13
零点零——履带式沙漠草方格铺

设车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工业学院

金旭栋、金立东、王家

伟

秦娟娟

张胜军

序号 参赛项目 项目类别 学校 参赛队员 指导教师

1 一种横向草方格铺设机
生态修复机

械
甘肃农业大学

孟 航、周宇航、郭宝

生

刘小龙

李 辉

2
铺嵌草一体化——草方格沙障机

械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理工大学

郭庆龙、李小虎、周子

游、尉杜鹃、史小鹏

张 瑾

何贵平

3
仿生壁虎——一种模块化磁吸附

爬壁机械
仿生机械 兰州理工大学

程自恒、何晨煜、翟昌

浩、花荣会、曾泽奇

贺 瑗

宋 鸣

4 四足动物动态仿真关节机构制作 仿生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路邦辉、李亚欣、刘瑞

祺、毛安宁

武振锋

丁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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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组织单位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陇东学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5 近海环保垃圾车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理工大学

毛迎瑞、赵 挺、姚宝

宝、张 弛、王丽霞
贺 瑗

6
一种针对黑土滩生态修复的种草

机的设计

生态修复机

械
兰州工业学院

高裔博、张文昭、韩

超、郭志强、朱先勇

胡彦军

沈建成

7 沉浸式多功能任务机器人 仿生机械
兰州博文科技学

院

魏永飞、杨 海、张鹏

飞、何承铮、薛建伟

惠振亮

任建文

8
防风固沙好帮手——载苗移苗一

体化设备

生态修复机

械
武威职业学院

李进涛、孙万金、褚志

超、罗学堂、孙英明

寇鹏德

蔡济众

9 仿生蛇 仿生机械 陇东学院
李维星、魏天民、王宝

平、宿沛鑫、荔 苗
王建吉

10
基于电磁吸附远程控制的仿生壁

虎爬行风电清洁装置
仿生机械

兰州信息科技学

院

王 旭、王其文、孙建

程、张金龙、王 龙

李永强

吴冬霞

11 客土喷播机
生态修复机

械
河西学院

李 凯、李 博、田大

舜、赵 卫、田苗苗

周 亮

刘 赟

12 旋齿式残膜捡拾回收机
生态修复机

械

甘肃畜牧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张尊祥、李福平、马

娟、郝 容、卢旺盛

杨 正

鲁文霞

13 鹰爪式小型水果采摘器 仿生机械 兰州交通大学
衡桂贤、韩永康、郭祥

宇、佘阿东、折艺彤

丁强军

翟鸿业

学校 指导教师

兰州理工大学 郑 敏、张永贵、陈 博、贺 瑗、王富强

兰州交通大学 马 琳、丁强军

兰州工业学院
魏敦淑、史志成、张总、郭文静、马富荣、

唐林虎、张胜军、芦强、孟国亮、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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