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15届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元宇宙创建大赛一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吉林大学 代码敲不队 汽车调整臂壳体模拟生产线 温超、王志琼
陈一帆、邓亦轩、金铭鑫

、傅逸天、

华东交通大学 建筑熬夜队 虫洞魔方—元宇宙空间站设计 罗兴姬、
黄上上、黄紫妍、李诗媛

、张馨月、

河北科技大学 “DT”巨柏
工业元宇宙视角下叶片卡板自动

装配孪生系统
王立新、朱金达

陈佳辉、冀唐、姚海洋、
石文华、

成都理工大学 J神带飞小队 数字博物馆导览——江口沉银 柳丽召、
张榆卓、贾奇鑫、邹永富

、林道华、

太原理工大学 TYUT匠坊206队
郝家窑—乡村振兴的数字化建设

与规划
任杰宇、韩嘉宇

徐嘉良、马兆晨、李佳橦
、杨雨欣、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雅望星空 元宇宙——南昌未来城 徐宇玲、陈磊涛
熊盛文、汪长方、梁彩强

、胡浩、赵艺腾

四川师范大学 元元队
二十四节气“冬至”元宇宙虚拟

数字场景设计
张军、曹阳

李佳敏、邹骏颖、古京镖
、高彤、关欣阳

2022第15届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元宇宙创建大赛二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伶工学社小队 伶工学社 郭城、段安琪
潘舒、柏芸、张金秋、王

晟宇、顾卫琪

南京理工大学 鹰眼护卫队
混合现实辅助的多光谱刑侦取证

仪及智慧警务系统
孙辛欣、姜斌

孙亚楠、陈卓婧、李镇周
、王阳、陈昱坤

河南城建学院 游漓天下
PC/HTC版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仿真

系统
王斌斌、万飞 李彦龙、冯灿灿、马东阳

昆明理工大学 七彩云南队
基于元宇宙的昆明市呈贡区疫情

防控虚拟监控系统
阴艳超、姚廷强

陈忠、洪志敏、汪霖宇、
侯步超、孙钰茗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SAU 三九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飞机尾椎装

配实验教学
王巍、李建军

徐磊、雷力、李锐、林俊
盛、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随变不随便 RENASCENCE餐厅 宁晓敏、 赵钰、梁佳慧

太原理工大学 TYUT匠坊404队
”县瓮之山，晋水出焉“——云

游晋祠之胜
任杰宇、韩嘉宇 李雅馨、逯蓓蓓

西华大学 薛定谔的猫 元宇宙展馆方案 孙华、邹勤
康颖、罗莉、孙郭鑫、李

金彦、

华中科技大学 青椒肉丝队
智楚水，元家园——信息技术更
新背景下未来生态科技园设计

袁满、单卓然
韦佳璇、秦源、张馨月、

游丽霞、沈雪涵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

3D有约 汽车雨刮器仿真实训学习平台 刘竞一、张俊峰
许伟、王思渝、秦利、唐

明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千寻千与 未来校园 刘金颂、
陈宏伟、徐金尧、杨怡萌

、柳智晖、秦元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不知道起什么名字

了
基于“AI+”的数字化智能净阶

机器人
何育民、王亮亮

张贤松、严伟奇、张希恒
、张姚久敏、杜林珅

太原理工大学 TYUT匠坊411队 晋商宅院展风华 任杰宇、韩嘉宇 张清华、阎鸿杰

山东工商学院 Pole Star
奔月——中国元宇宙生存概念堡

垒
张黎红、 黄雀、赵安琪、潘玮

安徽工业大学 AXY虚拟导游 虚拟导游 张煜鑫、 吴智健、赵新宇

西安工程大学 零点飞跃队
基于数字孪生的机器人制造单元

系统虚拟仿真模型
赵小惠、刘秀平

刘高峰、赵一剑、宋鑫、
杨文彬、胡道杰

四川师范大学 道友请留步
阴阳相生·虚实灵境-元宇宙概

念下午茶餐厅设计
王瑶、

董昕宸、郑晓艺、尧先妮
、杜玄、袁瑶梦

2022第15届全国3D大赛年度总决赛榜单-
元宇宙创建大赛三等奖名单

院校名称 团队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学生成员

广东海洋大学 造世界 造世界 黄天杨、 邹韵清、蔡慧敏、梁文意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 龙马精神队
一种用于作物根系表型特征提取

的成像一体化平台
傅秀清、雷玲

程子龙、曹玉奇、刘家如
、罗秒、陶纤贞

河北科技大学 VR创意
四向穿梭车维修拆装培训虚拟仿

真系统
赵月静、秦志英

李继瑞、杜国、邢天祥、
秦梦妍、蒋磊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3D大赛数艺12队 元宇宙在线课堂 李婷婷、 郗琦、杜世成、刘雨晴

西南石油大学 随便取一个 MI——觅 严卿方、杨晗 邓睿、杜勇、谢庄翔

南京农业大学 秾心3D小队
温室盆栽高通量植物表型成像系

统
傅秀清、雷玲

曹玉奇、高家铭、姜忠毅
、薄仕豪、

山东科技大学 迈思克
元聚集--基于元宇宙的社区再生

计划
王雅坤、张翌

李鸿宇、刘承宇、吴奇龙
、宋莉、

兰州理工大学 卖白菜战队 “思路桃源” 宋鸣、 晁雪峰、刘嘉鸿、刘杰

河北工业大学 超级宇宙 元宇宙——三维交互汽车 李丽莎、
杨泽川、刘师尧、王晶昊

、赵驰昊、张承龙

武汉科技大学 宇宙无敌大臭皮匠 体感交互导盲犬 孙伟、张峰
曾延文、刘志强、刘瑜、

潘睿、刘雪玉

火箭军工程大学 壮志凌云队 海关核辐射检测智能数字终端 张全虎、姚青旭 魏斌斌、刘梓杨、彭奇瑞

华东交通大学 524团队
保“架”护航——轨道车辆混合

现实检修方案
杨文斌、周生通

刘鹏、马晓毅、谢翔、肖
宇恒、李永鑫

天水师范学院 朝暮
基于3D Max建模的数字漫游-以

天水伏羲庙为例
李妍、冯彦伟

张悦、王保钱、程璐璐、
郭骁煊、石宇柱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Imagine"Team
元宇宙·星心相随3D简历

Showing
郑冬黎、李莹

金浩东、王宁婧、潘羽洁
、饶楚炫、吴永普

常熟理工学院 不摆烂 元宇宙创意家居园改造设计 马建梅、 段莹汝、项雪娇、杨子铭

广东白云学院 华子C 虚拟人运动计划 刘昆、魏剑锋 黄富华、谢梓铿

长沙学院 元创长大 文创小镇长大馆 邹莹畅、邹俊
巩可心、张建、马炯、邵

雨霆、刘毅

扬州大学 举案齐眉 元宇宙之未来路面装备 奚小波、史扬杰
王彪、张怡芸、赵杰、程

健平、徐其文



华东交通大学 不如我们组一队 中国传统书画园元宇宙学习平台 夏海斌、苏银华
张博、张宇、姚旺、吴秦

青、颛孙若愚

湖北工业大学 学·境团队 学·境- AR虚拟教学系统 韩旭、 石晓溪、赵文斌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2022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