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数字人居设计大赛一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大连交通大学
LYH DESIGN 

STUDIO

东关·岗城共生——基于
“城市记忆”的大连东关
街历史地段活化再生

隋晓莹、胡俊 林寅含、谢冰、孙佳琪

东北电力大学艺术学
院

NAO 枕山海 彭鸿坤、 姚志洋、仇晨、刘云飞

太原理工大学
ride the wind 

and waves
东隅未逝-桑榆非晚 雷一彬、

侯珠琳、郑笑天、宋高旭、
陈吉、

湖北工业大学 Shimmer 浮導 唐云、郑为
盛俊玮、张彭丽、王乐诚、

梁蔡月、李维玮

北京工业大学 搬水泥大队 北京首都机场线望京南站 李富平、皇甫平 赵鸿灏、亓可鉴、卢畅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北岸晨曦
湘约儿稚——湖南怀化稚

趣亲子度假村设计
闫秋羽、徐晓蕾

戴银、徐鉴超、赵浚羽、闫
炜娜、

聊城大学 超能陆战队 月下餐厅 李希峰、董慧
张瑞英、孟盈竹、赵延凯、

刘润其、熊雯昕

闽江学院 冲鸭鸭。 小桥流水人家 俞磊、
郑诗滢、陈琳、郑立妍、游

艺君、林铖

南宁学院 绘墨雅居 沉默居 肖鹏、陈芳苇
蒋志毅、覃雯雯、黄金定、

陈灿兰、黄榕

百色学院 静文
舀乡——光记炖品店更新

改造
黄红豆、 张依文、谢静

武汉商学院 恰个橙子吧 家用智能分类垃圾桶 陈晓航、江飞
张晶、卿刚、陈帆、周缘灵

、苏超榆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三小只 女真文化广场规划与设计 潘剑、
陶京、田诗绮、王雅宁、孟

祥雯、

湖北工业大学 小虎工匠
基于VR的焦作市大沙河区

域城市设计
姚文萃、吕小彪

韩蔚、袁犇、吴臻颖、李天
泽、赵沁怡

湖北工业大学 一石工坊 梦回石村 曾毓隽、姚文萃
李箫晗、缪文杰、杨成双、

全睿劼、

武汉科技大学 筑梦工作室 新·旧

叶隽、

童卓路、张旭成、郭佳琪

西华大学 追梦扬帆
某食堂项目工程基于BIM

的施工管理应用
文希、卢永琴

梁婉婷、陈晓倩、李宛蓉、
张英杰、李佳桧



2020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数字人居设计大赛二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长沙理工大学 3D studio 智能折叠存取搭配衣柜 王金行、尹来容
张行健、武日月、黄吉、姜

泽文、孟子贵

华中科技大学 Ctrl+S队 老街微手术，旧貌焕新颜 单卓然、袁满
张馨月、游丽霞、王雅菲、

梁紫怡、谢泽霖

海军士官学校 dream mraed 公共环保便利垃圾桶 陈淳辉、卢亚萍
王彬杰、李锦、刘宇超、黄

天飞、

皖西学院 冲鸭小组 涂中FLATS 谢轩、欧珺军 梁悦、胡沈惠、彭远帆

黄河科技学院
大学生科研促进
协会-GOAT-EGM

小队
漫读离舍 王昂、马倩

曾博研、马慧敏、孟祥礼、
魏文超、王嘉杰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发际线保卫队
晋水文蕴---临汾市福胜

园一期景观设计
杨波、 王术辉、詹开元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发际线都和我作

队
易拆装式辅助康复行走装

置
赵磊、

徐格格、马佳明、杜磊、陶
冶、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放飞思维
Multifunctional多功能

智能衣柜
金燕红、

梁犇、严伟宸、黄鹏、赵齐
、王泽军

华中科技大学 搞什么都队
雷神山医院建筑快速复原
建设与改造利用设计

袁满、单卓然
施马若妍、史雪晴、戴欣怡

、刘海旭、徐蕾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鸽子小分队 崖边牧歌 张旭峰、张秋善
王麒雅、萧颖琦、周巧楠、

朱佳燕、

喀什大学 哈密瓜熟了 蓝色彼岸旅宿 胡明珠、 魏莹雪、李昉、张波

西华大学 和平五精英 鸦林望还，倦鸟归巢 陈倩、
刘雨菡、季宇宸、何芸倩、

陈玥、李伊婷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河湖两岸 美奇北营规划设计 刘磊、田从祥
马一丹、徐帆、李小江、吉

嫣艳、吕丽娅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护花小匠心 花语宿舍楼 刘岩、
魏至豪、张高祥、李文展、

林国庆、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吉珠美设设计
瓦砖房改造LOFT创意空间

办公室设计
宋凯书、付中力

李梓源、陈晓莹、刘金媚、
吴绮雯、杨佳明

中北大学
家庭自主整理机

器人
家庭智能管家机器人 孙连成、武建德

王奕杰、高斐宇、浦同鲜、
王轩、



西南民族大学
敬文园楼下集合

队
 禅意岛——日式风情商

业街设计
巩文斌、

张珊珊、梁雅、刘薇、段晗
薇、龙思源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
院

蚂蚁团队 云-涧 土巨鸿、钏文凭
江益非、普永富、李欢欢、

杨建焜、

江汉大学 梦想悦动 悦动——未来办公空间 李瑾瑞、王云龙 李依杭、阚文慧、乐韵

长春光华学院 破晓称王 归原田焗 陈虹钢、刘琦炜
崔斌、赵柯欣、谢雨霏、祝

心怡、裴凤桐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起承转合 蔷薇控股办公空间设计 俞艳秋、叶洲荣
王家宁、包萃婷、沙芷欣、

胡佳赢、曹祎平

华东交通大学 设计开拓者
南昌高铁站候车大厅内主

题书店设计
朱海燕、杨建军

李子轩、黎晨曦、李紫妍、
任家兴、段容惠

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圈小花旦 "圆梦"老年公寓设计 周爱民、 高旋涵、叶颖

聊城大学 时间紧任务重
威海市环翠区海滨景观设

计
于守超、赵红霞

杨登辉、宋莉萍、姜烁、王
以进、续冉

吉林大学 守夜人
 对《权力的游戏》著名
建筑 红堡的3D场景还原

和仿真设计
孔繁森、 孙昱祺、沈郭祥、王杰

常州大学 曙光 曙光公园 高西美、
梁钊源、吴嵩慧、苏叶佳、

罗竟尹、

江汉大学 太平咕咕咕 PEACEBIRD未来主义 王云龙、李瑾瑞 朱湘怡、朱婉绮

长江师范学院 五竹先生工作室 古韵新雅 曾艳、郑显华
叶绩、陆国庆、梅焱豪、易

域阳、郑文文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

乡村粉刷队
天门市子文村环境整治设

计
袁满、单卓然

黄立阳、王佳妮、鲁雪茗、
郑芷欣、王煦晨

湖北工业大学 小匠人 上善若水·善水街 黄艳雁、吕小彪
杨琼、刘梦昭、林奕同、熊

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扬帆队 健康“换”醒 王亮亮、
曲琛琛、王丹华、陈阳、乔

子伦、郑一凡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Striver 1 天梯大厦 王玉洁、周慧文
陈昊男、曹骏、卢锋章、谭

伟、王新杰

东北电力大学 一分钟起个队名
吉林三百年老街规划改造

项目
卢禹臣、

陈昱彤、杨广俊、范雄、毛
艺璇、张涵琬儿

常熟理工学院 圆创艺坊
源——老玻璃厂文化创意

园景观改造设计
王天赋、马建梅

甄大威、吴训建、苏承铭、
宋健博、黄康亚



吉林大学 智能设计团队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助老智

能床头
曲兴田、

朱慨迅、殷涵桥、郭雨欣、
郭宏志、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
院

种树小分队 《破土而出》 陈艳莉、 殷文忆、曾志豪

湖北工业大学 筑梦乡村小分队 水沐莲乡 林云华、周子荷
张璇、刘明珠、闫瑞辰、瓦

瑞昕、侯涛

台州学院 追竹 融静·格 林霜、 胡姿燕、朱千琦

2020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数字人居设计大赛三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光影 林语河畔 谢菁、韩艳
向阳、付正瑞、舒香霖、向

洪毅、李利波

桂林理工大学 FIXV 欧式别墅 邓雪莲、刘晶
潘庆强、周威、臧晓磊、梁

彧骁、曾新尉

泰山学院 LAZY 鹿鸣之什—生活 崔国强、鲁 杰
张德专、王正辰、徐明扬、

董谊宣、叶锋

大连交通大学 new star
静·谧·寻乡村休闲娱乐

生态园景观设计
隋晓莹、 马源熠、刘雅楠、柴巾媛

南宁学院 Wake up 陋室茗 肖鹏、秦莉萍 梁小娟、何榴

西南民族大学 wheel gear wheels 巩文斌、
王璐、何宁、侯丹、刘雅琪

、王西亚

百色学院 XL组合
焕新·唤醒—百色市氮肥
厂改造景观公园设计

梁念龙、 杨琳琳、席彩玲

西安文理学院 潮汐精灵 潮汐精灵 姚梓萌、吴神丽
费理日、卢方财、史超欣、

王小强、杨梦迪

黄河科技学院
大学生科研促进
协会-流年无恙队

基于BIM的科技城1#施工
方案设计

王昂、刘秦
蔡彤彤、伍伟柯、靳黎阳、

耿梦利、胡俊杰

聊城大学 疯狂三人行 山水园
赵红霞、 翟付

顺
郑延兴、李丹、王杰慧、韩

丰、宋莉萍

唐山学院 光速队 德韵家园小区景观设计 陈强、 董寒薇、张丽平



晋中学院 海尔普 海尔普助老洗浴椅 张晋辉、王英俊
贺琪琪、段旭威、孟文栋、

鹿学瑞、张奖

百色学院 合悦荷
红色律动——百色市环岛
路沿江风光带景观优化设

计
梁念龙、 陈源芝、朱海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欢乐满屋
曲•韵---南戏主题酒店空

间设计
甘沁宇、苗颖

胡凯益、程紫薇、余诗圆、
余晓薇、

河南理工大学 环二设计队 云端山顶 素云山居 刘辉、
董蕊、李馨宇、常蝶、冯娜

娜、韩泽浩

徐州工程学院 皇家游击队
 BIM 3D建模和五维一体
的动态造价管理智慧系统

毕晓茜、高翔
潘家辉、梁燕翔、郑雨秋、

孙光远、李英豪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克花小组 静临园 黄克华、
杨鑫、苏桃、刘成麟、白静

怡、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垦荒者 垦荒者 智能大棚 李聪、 周科宇、杨晋跃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灵魂选手
广州市黄埔中心区规划：

绿色森林
魏毓洁、伦可欣

李信洲、谢超艺、张源、刘
国彬、李沁朋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留印队 城市绿洲 吴玉娜、王玉洁
司嘉慧、张烨楠、沈佳琪、

陈城、陈昊男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梦想制作人
可平移式智能晾衣架-提

高阳台利用率
陈毅龙、

陈锐鹏、舒珺、杨帅、林玮
雯、陈嘉贤

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
交通工程学院

墨兮
“弥生”智能趣味儿童凳

系列设计
王秦、 梁心瑜、吴珊珊、姚广源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
院

齐心抗疫 为国建
模

新都荟综合体三维技术运
用

卢集富、王晓轩
李志浩、李浪清、李富宏、

陈茗鑫、杨嘉俊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青年与海鸥 智能生活体验馆—预见 宋凯书、付中立
郭安南、张洪瑞、张的如、

梁晓冰、席珺溪

唐山学院 清汤锅和大扎啤 宁·静 陈强、王彬 董紫烨、张妍、赵一航

湖北工业大学 三只小火鸡 一方天地 周聪、邹贻权
袁珺暐、刘佩琪、李珑玲、

黄雪、蔡祎文

湖北省艺术职业学院 天线宝宝. 槐南一梦 童浩、吕丹
李子阳、叶一航、向奥博、

匡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头发浓密的建大

设计师
怀辋·穿行 王亮亮、

王一飞、段育松、刘航宇、
罗雨佳、陈俊廷

安徽工业大学 未来梦之队 海洋“空间站” 薛雨菲、
胡梦涛、王冬华、张启烁、

张淑钰、申雨晴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五魁首
BIM技术在商场和地铁设

计中的运用
孙恒、段羽

强云聪、陈鑫焕、蒋德臣、
张钧波、黄帅淇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
院

西南财经大学天
府学院

绿洲城 齐玲玲、 阮开沛、吴林峰、彭元

南宁学院 想遛猪 安吉里柯 袁国凯、秦莉萍
唐夷雪、陆霄杨、石坤钊、

胡金清、骆惠嘉

成都大学 虚建五怪 国际交流中心 袁翱、
肖玉玲、张源、先明一、王

龙、李鑫

闽江学院 阳光组 积木可拆装创意排插 俞磊、
朱志明、许汝圣、刘矫、丁

志伟、黎晋

滨州学院 一个建筑 小桥流水人家 李强、
刘晓晖、房晓旭、陈赵慧、

李舒心、

泰山学院 永不秃头队 玄风雅奢 葛媛媛、高博文
王中杰、张皓明、王宝禹、

张玉鹏、

西京学院 致青春
山西省运城市韩信沟湿地

公园景观设计
李晨、邢伟伟 霍泽杨、李亚亚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
自动控制学院

逐梦天团 智医饮 杨金林、
王灵艳、张波、沈钱丰、刘

虎威、林甲宁

安徽工业大学 筑想未来队 新旧凝彩 王瑾娴、
王静、蒋欣炜、刘清清、胡

燕梅、冯明珠

河南工程学院 追风筝的少年 智能防霾一体化窗 吴素珍、
许峻宾、陈旭、王志博、代

月晨、刘力维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
院

卓越不凡 BIM技术应用海景别墅 刘盼盼、梁婷婷 王鹏一、包天星

聊城大学 不到14点不熄灯 攸昶盲人关爱中心 李希峰、孙胜男
郭禄宏、郭庆龙、王凯、高
杰、赵昕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2020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