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第14届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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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黄海学院 NICE对不队
“初·诞壳”--儿童主题展示体

验馆设计
王雅茹、 于海英、邓畅

广州软件学院 灵感小队 ”一支可乐的诞生“ 朱奕敏、 翁嘉轩、柯泽宇

徐州工程学院 腾飞万里祥云
BIM在施工阶段的运用以徐州工
程学院东校区-国际交流中心为

例
毕晓茜、高翔

张菁菁、诸葛泽衍、潘家辉
、周泽超、孙光远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家有一老 城市双修-荆州老旧社区改造 田从祥、刘磊 肖雪莉、王阳、秦志伟

西南民族大学 建院美少女
穿林远径——基于川西林盘恢复

的水上餐厅改造设计
唐尧、巩文斌

蒋一帆、张雨心、刘姝彤、
唐梓榕、徐楚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科大BIM社团

队
河北科技大学新图书馆 张学辉、梁小勇

杨同震、孙世纪、唐孜博、
张远帆、冯鹏辉

成都大学 五个包工头
基于生活服务中心的bim全专业

优化分析
袁翱、孙雯祥

张鑫、陶垠桥、王毅、黄子
豪、马尔牛

四川师范大学 没文化的牛在璐上
觉醒年代——高校文创孵化空间

规划设计
文志远、 闫璐、牛祉婧

大连交通大学 比奇堡海滩
旅铁拾忆-大连旅顺火车站商业

生态空间复合化改造设计
隋晓莹、 谢冰、孙佳琪

西安理工大学 绿色”疫“院 绿色“疫”院 杜宁军、赵钦
洪嘉伟、马召熙、肖阳、王

媞霖、李红

桂林理工大学 Mario兄弟打库巴
秘境花园——基于多维感官反哺

下的花园图景营绘
蒋敏哲、黄莹 卢天佑、杨璇、吴正航

四川师范大学 我爱设计冲冲冲
明田翎坊——基于乡村振兴战略
下关于新兴镇孔雀村田园综合体

改造
文志远、 胡慧玲、陈明

南京工业大学 新生队 南来北往·金陵客厅 张安华、吴捷
薛顺顺、马笑天、尤昕怡、

谢濮鸿、张锦泉

沈阳大学 沈大筑梦队 日式室内设计 徐姝、 沈任远、戚俊熙

桂林理工大学 风雨桥队 新桥古塔 许莹莹、蔡华
王文馨、何成、林耿浩、蒋

晓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解忧box队 压力释放解忧BOX 王亮亮、
何喜、苏婷、韩柯、陈彦祺

、

聊城大学 一起干饭吗 云上花开儿童乐园 赵红霞、于守超
刘美辰、孟涵、付裕、戴晓

健、方彤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美术设计系申老师

组12队

张家口市周里沟村“只有你知道
"山顶民宿设计张家口市周里沟
村“只有你知道"山顶民宿设计

申东利、 雷敏敏、张霞、刘运达

桂林理工大学 风雨跃 竹篱馆 蒋敏哲、
潘锦涛、何治锦、黄梓玲、

王正午、

常州工学院 设计云
醉南亚-万达广场东南亚风格火

锅店室内设计
王燕、 葛慧敏、石帅

2021第14届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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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大学 履行者
“E-wheel”——行动不便人士

的智能出行轮椅
赵延治、

杨颖、赵鲸凯、殷玉涵、潘
磊、

燕山大学 智慧工作室
“引阳入室”——定向调光+潜

望镜导光式阳光导入器
郭锐、

朱豪杰、江磊、李思哲、施
赵杰、王雨豪

唐山学院 yuanill
”滦河铁桥“工业遗址绿地规划

设计
陈强、李丽艳

邓嘉昆、闫天亦、侯雨欣、
许怀博、赵晨龙

泉州师范学院 臭鱼烂虾 《卫浴辅助助手》 童俊炜、
何翔、胡一轩、张浩桐、康

鈺泽、张凯彬

曲阜师范大学 旺仔牛奶好喝 DecTech 刘智斌、
王晓珑、王亦可、武骏豪、

刘文静、李佳津

聊城大学 图纸都画完 TOEAT 董慧、李希峰
熊雯昕、李源青、刘秀棋、

梁思超、周广策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
院

拓梦团队 半山居 土巨鸿、钏文凭
谭园鑫、伙安忠、胡洪、王

胡雷、曹静

四川师范大学 川师黑蚂蚁 成都·石经庵 赖昱宏、
谭与新、赵冰儒、田正丽、

张源、

常州工学院 绿枝竹
城市结缔——高铁生态公园滨水

景观设计
王新军、赵阳

杨佳怡、徐束雨、夏小雪、
赵佳敏、季玉芝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致知队
创教一体—学校实训中心空间设

计
赵宾杰、谢艳华

黄鸿锋、何大发、黄冬倩、
曹雪妍、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黄李杨 春江明月 黄纬维、龚宏博 黄慧慧、李德育、杨晓春

沈阳城市学院 普利兹克预备队 第二道彩虹 罗奕、 袁然、金耀光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
院

使命必达 多功能展示柜 赵金玲、高超
邓俊、张朔宁、刘学、彭悦

、谢添

闽江学院 Mamamia 归——创新养老空间设计 林晨霞、
吴琰泓、韩孟珂、欧格、陈

佳铭、

山东工商学院 师徒四人行 海岛7号现代艺术馆 崔金荣、薛文成 葛加乐、张书洋、黄志林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一棵是枣树 汉文锦古建文化园景观空间设计 闫秋羽、郝冬冬
郭安琦、张言、仲晨菲、张

亚如、张胜男

东北电力大学 极至队 魂塑乌拉-滨水景观设计 彭鸿坤、
张开宇、田义朋、赵翊贤、

潘晓迪、

太原学院 艺•空 净化眼球 吴晓燕、 王跃鸿、杨博圆

九江学院 筑住猪著诸对吗 九江市文化博物馆 徐荫、徐芸 谢钟、陈波文、叶豪

嘉兴学院 勇敢小牛 乐“+”——校园景观空间设计 王春娟、 叶悦、金亚婷、陈龙龙

武汉工程大学 梦里都在做设计 凉州牧马，叠石绿洲 徐伟、朱珍华
沈雄、汤宇霆、唐意贤、梁

诗佳、

南宁学院 炸鸡腿 邻里- 袁国凯、王灵
卢春情、黄宇霞、阮雪梅、

曾小姣、潘盛彪

青岛黄海学院 完美校园打卡 流苏海城 吴霞、胡凤菊
卢彬、潘家豪、付榕、张睿

娇、梁毅

洛阳理工学院 新青年人 洛阳-定鼎门 郭俊恩、
罗奇超、王佳莹、陈龙洋、

贺帅杰、易灏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兄弟盟 墨韵堂 李玉萍、翟永宏
赵维鑫、高鹏飞、张起航、

金雨生、何飞

大庆师范学院 TSE 暖猫甜点 陆津、
单文龙、郭航宇、张丹、武

子欣、

安徽工业大学 五色罗华
栖留——五色罗华园林式酒店景

观改造设计
张敏、 谭燕、李自豪、明巾英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云鼎之奕 秦岭森岭观察站 王亮亮、
叶成攀、王帅、吴天祥、周

珂萌、施雨辰

桂林旅游学院 铁树开花队 山浮绿水 龙渡江、胡露瑶
钟春妮、李秀群、梁政铢、

宋西璐、郑梦雅

皖西学院 山水之间 山水之间 谢轩、 汪庆、董景刚、邓子明

聊城大学 Courageous 时光沙漏——智慧海岛度假区 张晓宇、董慧
陆易杨来、任旭、唐雨、贾

睿智、王一凡

南京工业大学 四季流转 四季流转 张安华、 马笑天、计妍

南京工业大学 JDD 四季森林 张安华、 蒋樾丹、周韦玮

九江学院 M.L.X.H.L 踏野归至忆乡故里 吴丹丹、李晓琼
马浩腾、万舒鑫、罗燕、胡

雅萍、徐振邦

滨州学院 "模"力计划 天使乐园景观概念设计 李强、 程艳、房晓旭

兰州理工大学 红柳建设队 图书馆BIM设计 朱宗孝、戴宝林
强梓轩、张帆、衡耀杰、党

润兆、李文哲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CX330星球 ISOLATEDISLANDS 李蔚、 李汇、林俊丹

中原工学院 全民运动 宣化少林文化运动广场 李中亚、 李艺、付路瑶

中原工学院 遗浚余风
遗浚余风——雅玉轩餐饮空间设

计
孙中华、 王晨阳、宋俊豪、付路瑶

南昌交通学院 国家施工队 豫章体育中心 彭茂龙、涂才广
张海玲、厉治宇、张懿、万

金金、潘圆圆

燕山大学 月半峨眉 月半峨眉-川菜馆 栗功、赵琳 徐桂芹、孙梦阳

菏泽学院 3DBoxer畅享空间 月伴林溪——社区服务中心 汤洪震、周铭 房飞飞、李文涵

鲁东大学
应是天仙狂醉，乱

把白云揉碎
云生结海 赵宏霞、丁颖 王宣淇、李瑞琛、李静茹

长沙理工大学
数字技术与乡村振

兴长沙队
重山旅舍 王宇霖、易宇

方修齐、陈泽楠、周智源、
罗涛、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郎溪风光好
重拾记忆·界首市西城裕民路

545号场地景观改造
张慧、 饶安、张傲冉



西南民族大学 这次也要拿奖哟 竹憩 唐尧、巩文斌
邓媛雪、黄中龙、毛亚、苏

丽艳、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竹馨山舍
竹馨山舍民宿建筑及景观改造设

计
潘剑、

刘东杰、陈乐、张镇选、温
云龙、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YZM 紫塞明珠和合承德 周金梅、杨波
杨春婷、昝豪情、麻冰儿、

韩姗珊、

2021第14届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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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大学 丸子和泡芙 “X-gardon”他与她与它 温瑀、巴玥 张乐颖、刘欣雨

山东理工大学 周末艺术家
“良栖光舍”跃层式公寓家装设

计
孙娜、柳兆军

伊彤彤、胡志琳、李静、孙
倩、郭佩茹

乐山师范学院设计学
院

回首 ”鲸落“--装置艺术设计 毕钰、 邹丽娇、张洁

长江师范学院 深夜烤鸭队 《云瑶水赋》 王钢、 宋潮行、何鑫泉、杨沇潼

鲁东大学 UVcode code剧院 丁颖、赵红霞 万宝涛、王莹、李玥

百色学院 橘肥 GK幼儿园 韦晓丹、 何俊彦、廖荣玲、陆小妹

宁波工程学院 Prophet 白鹭惊滩 韩建华、 俞杲天、朱译彤、张勤怡

大庆师范学院 杯酒 杯酒 霍胜男、 郭晓泳、翟梦娇

阜阳师范大学 四不会 碧潭明月水中天 江进德、白如山
张玉可、周慧箐、张雨晴、

姜泽莲、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凌云升 草坪绿植机器人 杨成浩、
牛宏坤、宋红军、周天龙、

段新红、黄艳蕊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小可爱大战哥斯拉 初心 牟泳宇、杨琪芮
金心月、龚朝阳、范鸿宇、

谢宇枫、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垂天 多功能集成电脑箱 廖彦华、周晖
张季、赵彤、赵超、张书波

、

成都大学 鹤鸣工作室 行政保障中心 袁翱、杨何
彭浩磊、张睿祺、李杰、张

美琦、罗嘉兴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皇家vip 赫哲族民宿村落改造规划设计 王辉、潘剑
刘泽琦、翟煜奇、周东阳、

魏希寰、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韶关土著小队
花开甑峝绿膳人家----美丽乡村

规划
刘博洋、伦可欣

罗柳恩、卢家希、张颖洁、
邓心婷、卢丹蓉

西安科技大学 西科电控101 花样百“厨“ 李忠、李磊
陈宇良、党禹尧、康博渲、

李嘉豪、

长春工程学院 聚优 滑雪小镇 董峻岩、
张龙哲、樊佳慧、张小芳、

邢钧溥、

长江师范学院 合租 环星天纪 王钢、 韦蔚富、林作剑、张传

山东交通学院 山交工程机械
汇居科技-新家居、新助老、新

领航
张东升、于海洋

孙一凡、周宏阳、曲锐、胡
远志、张志浩

西南石油大学（成都
校区）

平平无奇一带四
慧眼识"金"--商场智能分类垃圾

桶
游丽、黄建明

周昱江、王睿臻、瞿沁颖、
李旭、杨阳

安徽工业大学
“场所精神”景观

设计队
基于“场所精神”的校园景观改

造设计
张敏、

陈聪、陈霖、翟长运、季思
捷、梁子强

成都师范学院 成都师范学院一队
基于BIM的正向设计——仿鲁班

锁建筑设计
杨云、陈晓

王荣兴、周序飞、罗浩、熊
琬欣、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时倾
基于视频检测技术的交通路口执

勤机器人
姬晓飞、

袁玮含、孙正康、贺座虹、
李芊均、

武汉商学院 嘟嘟嘟嘟嘟 基于智能识别的垃圾分类系统 江飞、
邓博文、黄徽、施天娇、徐

杰、郭骁轶

百色学院 一线战场
锦•绣——布依族文化民宿空间

设计
黄红豆、 唐江贤、刘成勇

黄河科技学院
大学生科研促进协
会-勇敢牛牛队

仁爱小学 王昂、李荫
郑樟荣、王述豪、陈柏含、

黄文杰、

南宁学院 这是个名称 日式的味 袁国凯、玉荣
黎香、粟海明、唐萍、何小

婷、吴金友

安徽大学 干饭队 融盒BOX 谢亮、孙超
余博、陈飞雨、邵希辰、袁

清然、颜志坤

成都理工大学 Dryad 森之息城市公园设计 滕星、李勇 潘泽宁、邓鹏飞



滨州学院 三人行， 时光漫步——公园绿地景观设计 李强、
党千凤、秦铭泽、孔龙春、

王彤雅、

江西理工大学 不忘初心如影随形 室内家居空间未来趋势探讨设计 刘玉宝、宿雅威
宋志远、邓雨欣、郝珂恩、

林诗琪、王丽屏

西华大学 筑梦扬帆起航队
某高校附属中学项目工程基于

BIM的施工管理应用
文希、卢永琴

谭一鸣、龚秋权、付开欣、
刘曦璟、牟建军

成都理工大学 五只设计狮 水上涟漪城市景观设计 滕星、李兰婷
李佳蔚、梁思雅、刘佳音、

杨智钦、廖辉悦

聊城大学 厚-颜 水缘湿地 翟付顺、于守超
张雪梅、龙伟祥、窦婷婷、

王艳菲、王新敏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raindrops 唐韵雅居 余洋、童浩
高梦学、郑洁、刘英杰、苏

佩、

青岛黄海学院 浣花小筑 天河水韵 衣淑丽、胡凤菊
孙程琨、刘康杰、石永衡、

崔梦晓、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松果糖豆队 文化艺术馆 陈文武、陈艺文
蓝立耿、刘炫辰、方智辰、

陈浩、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DumbDumbBomb 香茗居 刘英蝶、
金心月、龚朝阳、许真、袁

洪林、吴思黄

太原理工大学 LCteam 新型社区幼儿园设计 葛琪、 罗瑾萱、薛一平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大哥说的都对队
幸得三味-沈阳市鲁迅文化公园

景观设计
周金梅、杨波

周嘉蕙、郝宇欣、高琼、朱
志仲、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一款能自动分类及远程存取的智

能衣柜
李益群、

王志、崔书豪、迟秀雯、国
瀚文、唐昊翔

河北科技大学 五四小队
一桶清新——家庭智能分类垃圾

桶
王立新、

李冉华、张宝进、马泽宇、
王楠、赵家俊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快乐柔道队 艺·半山 李玉萍、魏玉娟
王依林、杨思琦、吕富文、

杨雪琦、曲天直

宁波工程学院 不秃头大队 隐形伴侣 童若兰、马力
蔡弘吉、杨双宁、何启航、

范颖、

乐山师范学院 能力真的有限队 鱼与驴中式餐厅 田伟、 陆思思、毕家铭、周晨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425团队 折线重构步行街新格局 王亮亮、 王百君、叶奕晨、陈庆宾

吉林化工学院 设计一分队 智慧出行—便民公交车站设计 黄南南、 吴志峰、梁旭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3D学习小组 中国古典建筑 李峰、綦玥
郭欣彤、蒋鑫瑶、李锦辉、

白贝、王光明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没有世俗的欲望 筑梦展翼体育馆 孙恒、徐慧敏
马鑫茹、张思媛、芦俊成、

许泽枫、李翔

西安航空学院 旋转式集成餐厅 转式集成厨房 刘琼、
许飞、王文萱、郑超、张建

峰、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2021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