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15届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数字人居设计大赛龙鼎大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武汉大学 无名设计团队 寻纵横之道，得咸安再生 许小兰、铃木隆之
路畅、杜宇生、赵慧仪、

黎洋、宗童

2022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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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南科技学院 弘毅！ 多功能智能桌 高赛红、刘辉
薛登博、曹周泉、郭家俊

、汤佳美、刘政君

长沙理工大学 CCR
釉观——湖南醴陵市群力瓷厂工

业遗址环境改造设计
王龙、陈书芳 成海睿、丁稼绮、王歆怡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何以
小院的重生-sweet shelter甜品

店
李田、 李鑫淼、和贺龙

武汉大学 大智门：再次出发 大智门：再度启程 熊燕、许小兰
吴楚风、胡翔斐、杜宇生

、楚孟斐、邹思怡

重庆大学 CQU306BIMer 数字·绿色·孪生 曾旭东、黄海静
李娴、黄洁、张晓雪、韩

运宽、杨锐

太原理工大学 悠悠岁月
优游岁月——全龄康养社区规划

设计
康峰、胡川晋

闫宇祺、李懿芹、梁杰、
刘皓、

河北科技大学 BIM小天才 基于BIM的装配式应用 李书威、梁小勇
苗壮、凌健荣、乔嘉磊、

张嘉业、郝建伟

泰山学院 慧智动力队 一周便捷式智能提醒盲人药杯 胡修坤、 吴陈琳、刘文盈、许仁福

长沙学院 岁缘
对月流珠——靖港古镇虚拟文化

空间景观设计
莫尚剑、彭子义

李甜、刘雪芬、刘磊、郝
佳敏、赖奕荧

温州理工学院
间日集— —古桥
之上记忆重组新型
集市空间设计

间日集——古桥之上记忆重组新
型集市空间设计

甘沁宇、
杨千漩、沈慧玲、蓝佳雯

、郑敏、郑晓冉

常熟理工学院
黄金树基本教义信

仰队
梳文启物——基于汉语言文化的

家居产业园区景观设计
马建梅、王天赋

牛楷然、宋宇恒、南帅豪
、王茵捷、王萌

西京学院 范孙杨 桃源诗乡 赵力元、 杨欣怡、孙熠涵、范元晨



山东华宇工学院 阳光小组队 山也·未名海-意境空间设计 韩宁、李晓菲
张明硕、孙永柱、宋晓彤

、靳晴、焦心悦

中原工学院 Ava 渳茶巷—饮品店设计 段韶华、 钱佳怡、田乐洪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海大光之队 温润书香阅空间 王海若、 冯瑶、王康乐、董颖琦

安徽工业大学 unicorn123 泛集浮市 张琼、
刘涛、王世龙、赵子豪、

郭傲宇、

南京工业大学 长安饕餮 长安饕餮 张安华、
万璐、王艺璇、徐坤、侯

力维、熊家伟

华中科技大学 苦命打工人队
“锈”带新生——基于武汉工业
遗存转化的数字化公共空间重构

袁满、单卓然
秦源、韦佳璇、瞿依婷、

彭麟珺、徐苗

南京工业大学 春和·景明
基于传统空间智慧下的运河扬州
段皮市街茶社餐饮空间重构

张安华、
张诗婧、吴梦楚、徐坤、

侯力维、张涛

华中科技大学 城市DNA修复队
城市共价键，活力滨水线——武
汉城市内河滨水空间可持续化更

新
单卓然、袁满

瞿依婷、谢宇薇、艾则麦
提·麦提如则、舒立扬、

邹宇轩

太原理工大学 TYUT匠坊307队 南关小镇——数字化建设与规划 任杰宇、韩嘉宇
马兆晨、徐嘉良、李佳橦

、杨雨欣、

贵州民族大学
古楼“存档”--历
史建筑数字遗产保

护者
古楼“存档” 莫樊、罗珺方

杨春兰、杨雪兰、潘胜龙
、陈广付、黄昌伟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峡谷老六 航 梦 周强、刘英蝶
杨洋、姚学梅、王玉宏、

戴邑玲、郝志强

聊城大学 贾队 对话——商业建筑设计 董慧、张晓宇
贾海滨、祝淑芬、李发帅

、高宇、周长军

菏泽学院 乘风破浪2022 后疫情时代文化产业园设想 汤洪震、李爱敏
门熙来、邹星宇、李静静

、张腾文、徐瑞霞

2022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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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理工学院 虞里看花
虞里看“花”——传统社区运动

友好空间景观设计
蒋励、王天赋 黄珊、 穆珊珊

桂林理工大学 陵赓宸队
丹霞峰丛，曲径入浔州——基于
地域性的文化艺术中心设计

巩新枝、
覃英凤、陈庚玲、周小珊

、周庆妍、刘子怡



四川师范大学 城乡规划牛逼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易守理、胡荻
周芸帆、陈清扬、修欣娴

、叶舒、王小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勇往直前工作室 多功能公寓床 王文宁、张远群 张露丹、陈镇、王旭琦

聊城大学 十一队 萧洄·留境 赵红霞、王婷
翟沙沙、程丽娟、姜烁、

王新敏、王佳悦

山东农业大学 小秘密2号 别具一格的红砖房 王舒敏、周波
刘启宝、崔小涵、宋高远

、陈一啸、袁志民

长沙理工大学 驺吾 航天智慧汽车城 欧阳辰秉、蒋友宝
郭智、单佳祺、张文杰、

刘天缘、

嘉兴学院 宝藏设计师
"51信箱”——工厂改造商业创

意中心设计
张萍、 朱婧晗、丁政港、鲁志浩

北京工业大学 植物联盟 焕享生活 李富平、宇慧平 耿悦竹、董竹冰

闽南理工学院
LHCC—新型儿童福

利院设计
LHCC—新型儿童福利院设计 王俊伟、 涂嘉怡、方文佳、吴倩文

安徽大学 余.晖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亲子文旅景观

空间设计
李纤纤、谢亮

乔跃辉、冯子昱、金兴蕊
、神宁、童竹

珠海科技学院 生态友好 沁柏坞 宋凯书、付中力
王伟安、付皓唯、蔡湛锋

、肖嘉豪、

西南民族大学 不熬夜小分队 蜀汉三国城 巩文斌、 刘琪、付瑜、陈玉琴

浙江师范大学 你是我的菜 你是我的菜——智能种植机 张依婷、 郭思雨、龚红霞

沈阳城市学院 男生女生向前冲！ 风动聆音·餐饮休闲会所设计 苑蕾、 田欣平、关晓辉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环艺

三班刘培丰
“结庐”城市综合体概念设计 张冰、孙燕 刘培丰、郭娜、陈心怡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恣无组 儒雅之居 赵峥、王晶
何冠儒、何精、王璇、黎

晓青、黄兹斌

桂林理工大学 玛斯塔吧
智慧建造下——装配式建筑砍断

·再生
刘晶、 钟馨宁、何俊誓

嘉兴学院 江南剑客 城市绿心 董璐、
叶悦、金亚婷、江凤丽、

陈龙龙、

南宁学院 千灯愿 简绿 袁国凯、杨桂财
秦菲菲、李昌健、罗锦燃

、林育彬、李飞霞



九江学院 叫什么好 “漫步峰林”工人文化宫设计 吴丹丹、马智超
何金禧、李庆怡、王庆桃

、刘嘉楠、马浩腾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不要指望我们组 见·素 黄纬维、高欣怡 田兴诚、李秋红、韦明慧

山东理工大学 今昭 齐都国际酒店内装设计 孙娜、柳兆军
路婧群、李亚东、张一册

、朱牧川、王玥

山东农业大学 小秘密队 山岳城—城市综合体设计 赵武、王舒敏
徐淑敏、刘启宝、刘安珍

、张雄伟、宋瑞卿

安徽工业大学 INS 半个盛唐 唐诚、
王世龙、刘涛、赵子豪、

郭傲宇、佘聿颖

西京学院 博雅队 家的最后一里路 李若楠、 金豪杰、龙帅、黄启鹏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光宗耀组- 盛世嘉园 黄纬维、伍江华 李林萍、庞雯菲、莫东清

吉林建筑大学 飞阁梦之队 春晖大桥—时代浪潮 朱福、董伟智
张旭、冉贵营、孙鑫哲、

张明旭、谢宏坤

山东工商学院 早日成双成队
中科烟台省实验室一号综合楼建

筑空间优化方案及展示
崔金荣、史俊伟

李文、任文娟、刘丹阳、
徐润熙、徐飞腾

湖北工业大学 渲染建模突击队 青羊岗土家风情小镇 郑为、尚伟
陶佳音、尚希蔓、罗璇、

李贤雅、徐千菁

盐城工学院 泊秦淮 未来社区活动中心概念设计 陈卉卉、徐传洪 王卓依、孙乐言

华中科技大学 建规之光
带带镶船——智慧视角下的武昌

造船厂复兴改造计划
单卓然、袁满

陈雨辛、谭瑞祺、况盛慧
、朱俊青、姜浩

成都大学 砼路人 云起阁 杨何、袁翱
余飞洋、唐兰、秦懿轩、

康潇艺、赵杰才

青岛黄海学院 云峰队 水生小镇 胡凤菊、衣淑丽
董士林、王慧旻、张鸣宇

、张鹏辉、王樱霏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
院

目标
喧闹亦清欢-交织·时空川剧古

韵新街设计
郑阳、 杨易、王钰、李真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小刺猬队 大树下的自然学堂 杨豪中、王亮亮
董银飞、王梓峰、林佳、

潘东东、史新园

广州软件学院
广州软件学院数码

系11队
 “灵动”——中信证券办公空

间设计
朱奕敏、 钟皓霖、魏家欣、廖常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扑扑扑哧
竹间——常州“青果巷”历史城

区公共空间微改造
梁家年、 蒋洁、魏远航



西华大学 砼心智造 学校食堂BIM深化设计 文希、韩晶晶
肖尤志、吴攀、文政东、

魏佳瑶、许琴

长沙理工大学 SU里摸鱼队 滨水建筑系馆 王宇霖、谢劲松
李明丽、夏小湘、曹珍慧

、林怡佳、

湖北工业大学
三分之一更高兄弟

姐妹
武汉南岸嘴——生活无际港 曾毓隽、凃康玮 王惠莹、徐慧君、高见

武汉大学 群山回唱 群山回唱 许小兰、李瑞 陈菲雨、许琪敏

闽南理工学院 空间形式队 光岭--酒店空间设计 赵璐路、
张庆桐、许茹燕、黄诗斌

、荣泽康、

武汉科技大学 武科大西瓜摊 新型自动叠衣机 徐增丙、
李俊成、杨谦、黄韩宇、

罗文龙、孙茂基

四川师范大学 极致惜命 城市驿站公园 易守理、
白新强、杨鑫、谭凤鸣、

朱慎青、胡欣锐

广东培正学院 敏捷冰淇淋 “亘古”美术馆 覃庆贵、
刘嘉琪、叶海彬、黄敏怡

、姚剑锋、

湖北经济学院 ICC-破浪队
夷陵文化中心--打造现代化活动

中心设计
倪燕翎、黄歌

朱勇、游诗雨、黄诗颖、
方佳豪、陈代杰

东北电力大学 TEAM1.1 汽运——一汽特装展示空间设计 彭鸿坤、 田义朋、张开宇、王艺

聊城大学 会站队 逐涧沐音 于守超、翟付顺
龙伟祥、张雪梅、徐阳、

郭雅欣、葛运杰

扬州大学 雄霸冲锋
具有热炒和清洗功能的综合性高

效帮厨机器人
奚小波、肖雅文

王彪、张怡芸、玛日耶姆
、袁少卿、徐其文

聊城大学 无言以对队 阡陌甜园 翟付顺、于守超
祝惠如、张紫璇、陈诗诗

、刘思茵、田立秀

燕山大学 遵纪守法好公民 拼贴叠“疫”·畔江观情 关泽、栗功 周万翃、赵千瑞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3D冲锋队
抚河之湄——江西省南昌市滨水

景观空间设计
韩玉婷、 邱啟康、赵雨轩

广州软件学院 广州软件学院24队 《绿梦》 朱奕敏、 魏家欣、钟皓霖、赖秋羽

四川师范大学 白给公主队
城市更新背景下成都市永陵路街

道景观改造设计
文志远、 肖雨濛、周关正

东北大学
防感染自动消毒医

疗垃圾桶
防感染自动消毒医疗垃圾桶 姜世杰、

李晨铭、王国东、朱添泽
、陈卓、杨欣昊



燕山大学 燕大空间环设
市井蒲济——基于中国蒲剧语言

文化的六感花园设计
巴玥、温瑀 赵千瑞、周万翃、王思淼

兰州理工大学 3D3D3D伴我行 智能家居机器人 吴卓、王建勇
魏志旭、周行水、孙梦娇

、喻戬、刘亚娟

华东交通大学 细草穿砂
“莲润初心”江西省南昌市孺子

亭公园景观设计
杨萍、杨建军

王伟峰、朱嘉琪、刘昀涛
、叶艳媛、唐珂

宁波工程学院
智能一体化多功能

水槽
智能一体化多功能水槽 黄元东、

陈志洋、朱孟虎、金皋城
、吴栋杰、谢晟程

2022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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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汉语言创新团队 汉字文化博物馆 张鹏、陈巍
夏鹏、蔡淞淞、强尉丞、

任嘉乐、牛明瑾

四川大学 小天才队 现代性小学教育综合体设计 欧阳金龙、张珣
陈漫霏、查佳利、王涵、

白彦博、张怡凡

南宁学院 小马宝莉 简·奢 谭波媚、袁国凯
何玮、陈品宏、闵振阳、

谭启波、

滨州学院 常胜将军 清阳和风——东冯康养建筑设计 盖燕茹、 滕站、崔程程、孙国顺

百色学院 摆钟 Harp Coffee House 张静、
李佳、邓玉婷、李可、黄

爱婷、

温州理工学院 社区计划 社区计划—县城农村共同富裕 甘沁宇、 王莲洪、方培超、徐志澄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蜻蜓冲冲冲 智能陪伴者 庾萍、 华津霆、高扬、罗婉莹

百色学院 我挺觉得挺队
去芜存菁---百胜街除旧改新清

扫计划
文鸿、

管睿、郭凤辰、郭诗、韦
娇艳、卢财

常州工学院 奇迹暖暖小分队
文化重构——常州光洋轴承老厂
一号 辅楼改造创意中心设计

宋玉姗、 陈洁孺、郭柯宇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来自金星的柴 功能现代图书馆-聚源书屋 马宁、
刘硕、郭童、孙悦、刘耀

斌、李晓清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wxyfkl 晶簇璀璨 张涛、
冯康乐、郭炜、陈广亮、

李晴晴、许萌萌



兰州理工大学 逐梦队. 逐梦小镇 朱宗孝、魏兴春 魏攀、韩乐平、杨振宇

唐山学院 肆伍陆 锦绣青山，静待春来 李倩、王欣 付子朋、郝天琪

河北科技大学 牧星湖小分队 南京世锋科技创业园 张学辉、梁小勇
李嘉泽、胡旭赛、王亚婷

、赵先雅、应佳琪

四川师范大学 熬夜不秃头ok
城市针灸——新旧结合的街道居

住空间改造
袁园、

彭月怡、黄可慧、唐丽文
、涂鑫月、

广州华立学院 画图积极 一湾白水跌瀑 林秀弘、陈秋帆
乡展鸿、黄颖诗、陈玉狮

、文泳棋、

西南石油大学 Special A 莽撞人 高璟昊、杨立
何丹婷、吉虎、刘星宇、

敬凤天、喻敏慧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
院

我们说的对不队 《“叮咚”儿童阅读室》 邹娜、
许文瑞、姜雨欣、韩欣茹

、郝婧玉、贾艺婷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一起
“渔舟入荷深”——基于乡村振

兴背景下的村落更新设计
申东利、

翟婉如、雷明静、王月、
司蕊、

黄河科技学院
大学生科研促进学

会-立创队
湖汀生活书吧 王昂、蔡海勇

吴艳宇、李昂然、杜文昭
、孙鑫、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查重百分一
水域清-城市水域水面漂浮垃圾

回收装置
甘世溪、许琼琦

施剑龙、李俊林、张立婷
、唐雨洁、

黄河科技学院 规划精英队 南汀公园 董菲菲、
刘亮、李孟彩、赵京、张

世腾、练慧珍

长春工程学院 M.S.M.W. 四藝園 董峻岩、李克超 曹一凡、李天池

河北科技大学 超能艺团 染缬——互动式扎染体验馆 阎若思、
李浩越、李向冕、齐有沛

、张艳茹、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四小将奥利给！！ 国潮小镇 卢欣、王立群
严佳新、李亚丹、仲昭慧

、杨旭、

安徽大学 做的没有蒙的队
天伦叙乐—老友友好型的老旧社

区重生计划
李纤纤、张翼

杨培奥、李毓鑫、高梦有
、封婉月、张敏

武汉工程大学 什么名字好 半日闲情，一隅清净 彭玉玲、徐伟
徐学娴、李媛、程为颖、

李凯茜、

西南民族大学 浅浅试一下 浮云寄川 董永、耿新
张大伟、李泽岩、郭小晓

、柳亚静、

河北科技大学 惊奇队 基于BIM的河北群艺馆深化设计 李畅、杨梅
王运祥、李子晗、韩敏、

赵俊凯、许慧新



菏泽学院 极光星河2022 天空之境——文化创意产业园 周铭、刁永鸽
徐瑞霞、李紫然、王燕、

门熙来、张腾文

太原学院 奇妙创意队 《晋商添花》 赵雯、
耿雅静、梁睿、薛慧强、

汪超洋、

南宁学院 五有青年队
上海市城投自用办公楼BIM应用-

绿色建筑分析应用
黄家聪、

唐雨阳、林世熙、张舒媛
、邓安、唐建民

南宁学院 锅的猫宁 宣琅居 袁国凯、秦莉萍
毕芸、零造栏、陈霏、李

庭竹、周美丽

西南石油大学
荒漠地带土壤养护

装置小队
荒漠地带土壤养护装置 孙茜、刘科

易港、刘俊辰、郑宇阳、
刘星彤、晏洋

德州学院 逆风如解意队 三味雅筑 傅志超、
陈凯琪、刘荣晓、陈顺超

、陶澳剑、于海燕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爱吃热干面 至简之初 吕丹、余洋
潘海东、刘志远、卢永鸣

、尹俊奇、

滨州学院 Fight! 七彩阳光主题公园 李强、
董芯悦、卢世博、纪宇、

陈政文、孙文哲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带点快乐 数字传媒系书吧 庞丽坤、张宁
蒲作玲、罗梅、陈仁江、

杨维优、杜贵松

桂林理工大学 熊猫小队
蝶恋生花-基于儿童感知的花朝

节文化景观设计
樊亚明、胡金龙 游忠蕊、罗天佑、王婧琳

河北工程大学
超级无敌闪光大河

豚
SF-新型智能衣柜 黄素霞、翟志波

刘笑驰、马煦枫、周敏杰
、刘凯元、杨础维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追梦· 水岸汀芷 谢菁、
王凤、闵丽丽、魏馨萍、

闵佳佳、

沈阳大学 GST的队伍 荷塘月色 马瑞东、 葛思彤、聂碧君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设牛队 以木之名 童浩、付倩
王菲、祁紫依、胡红林、

王子龙、蒋冰缘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
院

25点 唯 屿 土巨鸿、龙强
卢林辉、钱龙超、周荣鑫

、罗蓉、

河南理工大学 擎苍队 富春山居广场 刘剑飞、赵伟龙
任东璇、任兰兴、李沇波

、焦娇、苏晨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依荷苍穹 “意境”——禾風精致料理空间 朱金艳、刘蓬海
李继雷、任竺驰、周海燕

、陈春梅、王麟萱

安徽大学 KAI-LIU 国潮文化语境下的餐饮空间设计 李纤纤、陈晨
刘孟凯、邵卫、杜子豪、

宋京鸿、杨磊



常州工学院 一只小问号 情绪盒子--工业园棉仓空间改造 王燕、项丹 季玉芝、石帅、何妮劼

太原理工大学 RCity ——境有 沈纲、 张慧芳、孙孟凡、岳劭杰

吉林师范大学 志在顶峰 军民情 代锋、 王浩宇、汪奥成、张学龙

石河子大学 TOP TOP队 合堂——民宿空间设计 舒梅娟、李子
李梦雅、王海舰、章钦钦

、李勇、刘苏楠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

奇迹在线
智能书居-基于BIM的图书馆深化

设计
张昕喆、

霍元辉、王浩达、刘丹宁
、孙乾博、刘橹努

德州学院 Star皆空 舸舰迷津 杨博、
刘庆璇、王金怡、张倩倩

、李敬仪、黄贤正

温州理工学院 奇思妙想组
空间复兴——生活新图景营建下

的乡村猕猴桃酿酒工坊
甘沁宇、 张婉滢、王玲玲、浦佳慧

西安科技大学 羽落长安 日漾湾高层智慧小区及楼宇运维 曹萍、
张玉莲、王茜玥、段博洋

、周增荣、邹佳明

台州学院 TOT 化“秆”戈为玉帛 马金金、 徐则婷、王婷、欧阳乐

山东华宇工学院 重案5组 白·枫 韩宁、周延飞
刘琦、王彦、赵东栩、邹

昱倩、董琪

兰州理工大学 工大智力团 H+糖尿病患者药剂储存箱 魏兴春、王林军 汪学文、王州、王琛臻

吉林大学 十九岁花季少男 多造型的追逐式唤醒机器人 张秀芝、
李炫萱、王子淼、雷子扬

、许鑫曦、

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摘星队. 摘星队 伍江华、李士丹
李伟源、巫贵强、王金银

、樊雯莹、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创意IT
基于STM32单片机的物联网智能

婴儿床
王海荣、王凯

王凤祥、武振洲、宋成、
薛志成、

井冈山大学 琪姐带我飞 铲猫屎官 刘朝晖、肖忠跃
徐梦琪、肖盈、陶梓煜、

王希栋、黄炎平

常州工学院 何去未来 何去未来 高佼钰、 徐束雨、徐成龙

菏泽学院 Talent Genius 溪谷——文化创意产业园 时洪蕾、汤洪震
李紫然、徐瑞霞、王燕、

时艺凡、赵宇飞

太原理工大学 TYUT匠坊304队
园满晋文化——西山文化主题公

园
任杰宇、韩嘉宇 喻鸿飞、阎鸿杰



江苏海洋大学 凡之队
多维视角下的公共服务空间设计

思辨
宗钟凌、蔡小宁

徐晗、余一凡、刘瀚中、
任广学、潘镜诚

鲁东大学 凝心聚力 新城项目设计 丁颖、杜明倩
张佳昶、张丙勇、张建锟

、杨坤、

山东华宇工学院 圣队 生态餐厅·绿色空间 侯翠苹、
李圣鑫、张超胜、任福超

、王加壮、曹力文

沈阳建筑大学 hu 璁珑-中原融创文化体验馆 张玉琢、 高佳妮、张海州

聊城大学 随机一队 风舞荷 赵红霞、王志保
黄蓉、张会欣、于之程、

曹馨尹、赵莉媛

中原工学院 雁栖水居民宿设计 雁栖水居 魏薇、 张苏波、张慧发、边志英

嘉兴学院 斗转星河 旖旎·山舍 张萍、 邓易倩、张景涵

鲁东大学 LDG 泳往直前 赵宏霞、苑宏宪 张文凯、张青麟、郭子涵

聊城大学 建宸 风都 李希峰、张晓宇
宋子康、张宗康、卢丽羽

、李源青、刘承森

青岛黄海学院 智简 若帆之阁 胡凤菊、衣淑丽
刘恒达、赵娅旭、孙馨、

刘康杰、孙程琨

广东海洋大学 强无敌
苏州独墅湖中学三维展示及BIM

后期应用
池慧、边金

萧钰瑶、郑力勤、焦文杰
、郑俊坚、黄擎峰

山东理工大学 山理之梦队 萌芽幼儿园 孙娜、柳兆军
翟克旭、周宝庆、李玮、

花露、史艳超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社区队 社区重生记 张慧、
徐丽、周雪微、张文、程

璐璐、

盐城工学院 星聚 “阶”——半室外公共空间设计 陈卉卉、全莹 王旭、朱想愉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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