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会文件 

结设竞函〔2017〕9号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获奖名单公布 

各省（市）分区赛组委会秘书处和参赛高校： 

 

2017 年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首次实行各省（市）分区赛和全国竞赛。

据统计，各省（市）分区赛共有 506所高校、1182支队 6000人次参赛。第十一

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2 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由

分区赛选拔推荐 107 所高校、108 支队 700 人次参赛。经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

赛专家组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11 项、二等奖 22 项、三等奖 32 项、单项奖 2 项、

优秀奖 42 项和优秀组织奖 23 所高校，现予以公布。 

 

附件：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会 

                                       2017年 11月 9日 

 

 

 

 

主题词：竞赛  奖项  成绩  名单   

抄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环境与土木水利学部。 

抄送：各省（市）教育厅高教处、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会委员、专家委员会委员。 

 



 

附件：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参赛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或指导组） 奖 项 

1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韩洪诚、张林、牛兆杰 肖勇刚、付果 一等奖 

2 长沙理工大学 冯展勇、焦立人、左辉 付果、李传习 一等奖 

3 上海交通大学 吴晓昂、闫斌、蒙婧玺 宋晓冰、陈思佳 一等奖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吴进峰、李欣烨、陆昊 邵永松、汪鸿山 一等奖 

5 昆明理工大学 郭嘉祥、奎海瑞、王家峰 李晓章、胡兴国 一等奖 

6 浙江大学 陈张鹏、张晓笛、王强 吴金鑫、邹道勤 
一等奖 

最佳制作奖 

7 深圳大学 陈华旭、钱耀辉、梁流香 熊琛、陈贤川 一等奖 

8 华中科技大学 谢飞宇、覃伯豪、梅铁 苏原、廖绍怀 一等奖 

9 东北林业大学 袁修文、杜彩霞、李钊 贾杰、郝向炜 一等奖 

10 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 刁相杰、唐军、侯积英 谢明志、李兰平 一等奖 

11 湖北工业大学 邵文琦、孙玉川、全文杰 余佳力、张晋 一等奖 

12 河南城建学院 王琳、陈慧芳、葛智飞 指导组 二等奖 

13 重庆大学 罗杨、吴祥均、李佳伦 聂诗东 二等奖 

14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于增敬、蔺哲宁、李宗杨 张新影、赵冬梅 二等奖 

15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

学院 
严肖锋、张彭海、王玉鹏 王文利、张茫茫 二等奖 

16 合肥工业大学 栾昱、赵润、齐智猛 王辉、宋满荣 二等奖 

17 青海民族大学 黄运用、张利东、马义令 曹锋、张韬 二等奖 

18 兰州交通大学 余史文、张晨宇、杨彦斌 张家玮、刘廷滨 二等奖 

19 信阳学院 朱勇杰、雷亮、王福龙 付善春、王亮 二等奖 

20 中国矿业大学 李永恒、孙正帅、朱海星 指导组 二等奖 

21 福州大学 吴启恂、林靖洲、何康文 陈力波 二等奖 

2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耘、叶泽华、徐海斌 唐敢、王法武 二等奖 

23 黑龙江工程学院 沙宏彬、唐元亮、郭志磊 马兴国、赵德龙 二等奖 

24 宁波工程学院 俞韵、郑科蕾、何秉隆 指导组 二等奖 

25 武汉轻工大学 张展鹏、黄一帆、李奉华 李炜明、秦先涛 二等奖 

26 安徽理工大学 江兴、丁鹤洋、王猛 宗翔、赵军 二等奖 

27 聊城大学 郑程、史涛、何东明 赵腾飞、袁立群 二等奖 

28 浙江树人大学 施桂枫、徐铮、蔡年鑫 张智卿、盛黎 二等奖 



29 内蒙古科技大学 潘雨婷、郑壬庚、赵双 曹芙波、李娟 二等奖 

30 西南科技大学 周雅宁、艾志科、付彬彬 褚云朋、顾颖 二等奖 

31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黄魏、余泽华、李锦路 于明鑫、徐超 二等奖 

32 云南农业大学 陈秋蓉、李鑫、段胜禹 邱勇、龙立焱 二等奖 

33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郭俊杰、杨天鑫、刘昊鑫 刘玉田、谢伟 二等奖 

34 大连理工大学 张乐朋、高兴、陈俊宇 王吉忠、宋世德 三等奖 

35 淮阴工学院 曹政义、陈星星、史卫平 夏江涛、彭宁波 三等奖 

36 厦门大学 刘征航、朱凌攀、魏旭东 张鹏程、许志旭 三等奖 

37 潍坊学院 鲁星光、牌志伟、李干 白志强、周彬 三等奖 

38 海口经济学院 李建庭、许云燕、陈斐 张仰福、杜鹏 三等奖 

39 新疆大学 王现伟、谢晨曦、刘恩雄 韩风霞、王辉明 三等奖 

40 北京科技大学 吴忠鑫、李金哲、张文飞 谭文辉、徐怀兵 三等奖 

41 长江师范学院 叶兴宇、陈后琼、官义 李滟浩、赵成功 三等奖 

42 内蒙古工业大学 白钰、包巴图、侯俊鹏 史勇、郝贠洪 三等奖 

43 山东科技大学 李华永、李秀瑜、韩翔 邓芃、都浩 三等奖 

44 重庆科技学院 徐活林、刘浩、陈家齐 况龙川、罗文文 三等奖 

45 西藏农牧学院 扎多、王营、杨中泽 柳斌、何军杰 三等奖 

46 宁夏大学 苏小云、马亮、者红梅 张尚荣、包超 三等奖 

47 长沙学院 曾杰、朱帅南、陈丽梅 赵志军、沈炼 三等奖 

48 太原理工大学 朱宁波、张昊、王康杰 李海旺、张永胜 三等奖 

49 澳門大學 黄振豪、杨沅乔、杨沅婷 林智超、鄂国康 三等奖 

50 南昌航空大学 董军凯、杨学峰、杨阳 常亮、雷金波 三等奖 

51 长春建筑学院 吴勇成、刘一鸣、于鑫 杜春海、常秋影 三等奖 

52 宜春学院 肖和平、肖建忠、叶智美 指导组 三等奖 

53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李扬、汪忠宇、杨凯 陈贡联、韩爱红 三等奖 

54 沈阳建筑大学 王天宇、李向晨、王娅妮 孙威、耿琳 三等奖 

55 白城师范学院 张雪芳、甘丽花、刘福顺 周记国、韩玉民 三等奖 

56 台州学院 蒋智楠、俞瑞腾、徐玮 沈一军、刘树元 三等奖 

57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孙帅帅、张孟洁、王波 黎莹、尉茂林 三等奖 

58 天津大学 张倍庆、林谛、郭宏达 张晋元、李志鹏 三等奖 

59 滨州学院 位光磊、张珂宁、赵亚星 陈璐、杜帅 三等奖 

60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

学院 
戚猛、王雷、董超超 江飞飞、王飞 三等奖 



61 桂林理工大学 梁富源、蔡鸣、覃云超 张研、李琦 三等奖 

62 河南大学 曹长鑫、崔启航、李慧斌 张慧、岳建伟 三等奖 

63 浙江工业大学 林锐文、史阳杨、周枫 王建东 三等奖 

64 哈尔滨学院 侯宇、耿龙、王屹 王琼、李威 三等奖 

65 武汉大学二队 朱航凯、柴术鹏、李昌正 杜新喜、胡晓斌 三等奖 

66 武汉大学一队 石福江、李孟熠、李帆 杜新喜、胡晓斌 最佳创意奖 

67 大连海洋大学 李魁涛、王飞、张家鹤 高潮、牛海英 优秀奖 

68 河海大学 韦宗延、陆江发、田华轩 张勤 优秀奖 

69 石家庄铁道大学 白瑞、吴再鑫、刘鸿儒 李勇、马祥旺 优秀奖 

70 东南大学 吕佳峰、何至立、石棚 朱明亮、孙泽阳 优秀奖 

71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李禹铮、万俊林、张天一 胡建林、郝勇 优秀奖 

72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阮连彪、项易页、周许栋 单豪良、罗烨钶 优秀奖 

73 华东交通大学 万旭民、付林志、廖松 严云、杨超 优秀奖 

74 华南理工大学 胡坚彬、林静聪、陈颖芝 何文辉、陈庆军 优秀奖 

75 青岛理工大学 张群、曲少璐、李映泽 赵敏 优秀奖 

76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宋飞越、张苗苗、肖一楚 靳帮虎、潘梽橼 优秀奖 

77 西安理工大学 景佩斯、程涛、孙家妮 潘秀珍 优秀奖 

7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王鑫、王歌星、黄伟强 惠宽堂、张锡成 优秀奖 

79 湖南科技大学 吉中军、李顺业、刘创创 陈炳初、张鹄志 优秀奖 

80 吕梁学院 韩雪斌、顾凯、李斌 宋季耘 优秀奖 

81 河北工业大学 王豪、石晓彤、魏赛东 陈向上、刘金春 优秀奖 

82 新疆农业大学 贺昌振、刘华伟、王国锋 刘健、胡荻 优秀奖 

83 长安大学 王伟光、奚宇博、高兰 李悦 优秀奖 

84 黄山学院 王干亮、侯理想、朱金朝 邓林、曹海 优秀奖 

85 安徽工业大学 张海韵、宋泽康、马涛 方圆、王士龙 优秀奖 

86 长春工程学院 周艺龙、梁铭贤、李美慧 指导组 优秀奖 

87 北京建筑大学 王鹏、刘翀、张易申 解琳琳 优秀奖 

88 苏州科技大学 张津滔、刘子汉、马智渊 陆承铎、凌志彬 优秀奖 

89 武夷学院 李耀辉、蔡凯强、王鑫烨 钟瑜隆、周建辉 优秀奖 

90 西南交通大学 隆小锋、周飞聪、姜逸帆 栗怀广、卢立恒 优秀奖 

91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宋明友、谢宏森、梁燕敏 周月娥、叶异辉 优秀奖 

9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梁嘉伟、麦毅康、刘善晴 饶德军、王英涛 优秀奖 

93 广东工业大学 连韦吉、巫英豪、陈冠麟 梁靖波、何嘉年 优秀奖 



94 西京学院 陈鹏帅、刘佰林、白奇 蒲靖、李文翰 优秀奖 

95 云南大学 李桐、尤忠义、李威 张力、雷真 优秀奖 

9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劭博、王易捷、姜雪蔚 周耀、高政国 优秀奖 

97 清华大学 郭又铭、庄赟城、陈鹏 潘鹏 优秀奖 

98 天津城建大学 黄泽坤、吕申、周涛 罗兆辉、何颖 优秀奖 

99 同济大学 徐迟、吴玉琴、范泽旭 施卫星、李征 优秀奖 

100 武夷学院海峡成功学院 杨靖、许丁辉、王兴文 钟瑜隆、朱德良 优秀奖 

10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苏朋辉、王静如、晏辛 艾辉林、胡大柱 优秀奖 

102 北京工业大学 李江红、苏锐、杜小节 李永梅 优秀奖 

103 贺州学院 蒋班洁、李世俭、黄智华 许胜才 优秀奖 

104 华侨大学 李一玲、温强、陈亚宁 林建平、刘振宇 优秀奖 

105 湖南大学 张子瑞、陈诚、吴浩泽 周云 优秀奖 

106 暨南大学 关俊彦、李芷旭、李智 聂振华 优秀奖 

107 兰州大学 李毅豪、朱荣鑫、林玥 王亚军、常桐  优秀奖 

108 贵州大学 薄钰、刘悦、陈伟彬 吴辽、王玲玲 优秀奖 

优秀组织奖 

 

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浙江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广东工业大学、

西藏农牧学院、西京学院、河南城建学院、湖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新疆大

学、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深圳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交通大学、青海民族大

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昆明理工大学、东北林业大学、重庆大学、同济大学、

北京建筑大学。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