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大赛二等奖获奖公示名单（73项）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数字化建

筑设计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梦之光队 张晓宁、张琳、周波 张瑞娟、张彩

2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the one 付向荣、陈磊、张伟昊 曹萌萌、张蕾蕾

3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五人行 阮翔、何东旭、张钊赫 吴怡雯、唐悦

4 信阳学院 快乐星球 陈鑫、李梦琪、鹿金洲 杨子泉、晏方

5 中原工学院 数智小分队 张坤、贾明浩、陈伟垚 崔金晶、夏晓敏

6 信阳学院 全都能画 岳浩杰、葛自停、刘金梅 付善春、赵传萍

7 郑州工商学院 ZTBU-超越队 李新宇、吴昊达、马世萌 杨柯红、王伟莉

8 黄河交通学院 黄交院数字建设队 陈柯岩、宁伟博、张卓越 陶亚萍、李小争

9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工一队 梁影、李童、孙恒志 李祯、郭晨

10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天澜队 徐克勇、杨文超、苏宇萱 王智玉、王松

11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天行队 胡一帆、袁峥、刘鹏 刘惠林、张彦鸽

12

数字化结

构设计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郑工结构建模 2队 路威、王淼奎、杨杏坤 吴亚敏、任玉英

13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砼砼拿下 杜恺舸、卢鑫、梁家晴 李默涵、刘聪聪

14 郑州工商学院 按 e建模队 陈鸿飞、董晨阳、王金伟 尚亚琼、陈雪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5 商丘师范学院 探索队 郭倩、李双、石聪 孙宁、高永辉

16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最菜组合 姚学良、吴振宇、蔡旭珂 李奎、郑大钊

17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水院 2队 王豪、毛岸基、马中骏 侯根然、张翌娜

18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天韵队 余阳阳、饶林辉、石若琰 王中、岳龙龙

19 开封大学 州桥明月队 张帅康、李文康、吴铭 赵书锋、董静

20

机电深化

设计

南阳师范学院 当先队 姚国勇、崔怡、张鑫源 任秔怿

21 河南工程学院 工程一号 邱奥博、归展鹏、邵昆 刘志明、姜曙

22 黄河交通学院 筑梦队 张光光、郑曾崇、杨琛阳 高卫亮、阴钰娇

23 新乡学院 不露圭角队 刘文文、张俏佳、张正熙 刘亚萍、袁大伟

24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巴别塔 赵家龙、许泽林、陈仲山 陈良、许海涛

25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肉夹馍组合 郎庆毅、张哲恒、蔡丽娜 王松、李奎

26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有请下一队 王浩冰、程利华、杜蒙浩 李红、李水莲

27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梦想队 丁天然、杜辰阳、赵梦磊 豆银霞、李俊丽

28

装配式深

化设计

商丘师范学院 亮剑队 吴威然、王乐乐、郑丰杰 孙宁、刘迪

29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烤鱼大队 王紫伊、陈强强、余磊 李默涵、周栋

30 郑州工商学院 ZTBU-起航队 张祥瑞、吴志雄、马雅南 郭闪闪、杨柯红

31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鹰隼队 谢俊楠、王鹏飞、金华强 金巧兰、嵇莉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32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星梦 杨世航、葛永祥、朱欣欣 宋贤萍、宋浩静

33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胜羽队 姜林林、王驰、齐世豪 曾福英、嵇莉

34 开封大学 建美队 李秀艺、李亚男、刘竞 王士军、王巍智

35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梦之队 刘超群、王一鸣、周泽豪 颜朋辉、王永

36

室内装饰

设计

郑州工商学院 奇迹队 白帅凯、曹丹丹、郭丽冉 杨柯红、张瑞君

37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艺术贰 王冲、李泽庆、朱旭 王勇涛、郭克景

38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水环 1队 许岩、梁宇杰、胡亚 席丹杰、杨杏歌

39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道恪 栗梦真、盛笑冉、李帅梅 任华楠、秦鹏

40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锦鲤队 代宇航、张旭阳、司博文 陈洋平、秦煜凯

41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星梦队 王玉林、殷晓慧、孟凡茹 张瑞娟、郭佳丽

42

工程管理

信阳学院 信院工管 2队 朱贵贤、邢新飞、史凯乐 王玉静、方超

43 信阳师范学院 信阳师院一队 姚学慧、石娟娟、牛聪 张宗领、梁维云

44 新乡学院 超凡队 林明辉、王晨阳、包家瑜 原胜利、李成金

45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V笑队 王森珂、赵洁、邬翠兰 杨爱丽、任小营

46 黄河科技学院 三人行 冯亚航、赵博文、巩勋卓 王莉、朱翔

47 黄河交通学院 黄交院梦之队 王润泽、王楠、史安祥 卢长远、李第辉

48 黄河交通学院 BIM 小模王 肖精华、施延鹤、周浩宇 任豪、闫亚钦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49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饭醉团伙 杨书元、王一凡、陈德杨 李默涵、周栋

50 开封大学 三人成虎队 秦际本、王路易、任致远 李军、常莉

51 黄河科技学院 改性沥青 黄柄翔、李欣冉、陈浃炜 王莉、朱翔

52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ikun 家族队 赵世睿、彭子杭、王文帅 李红、郑晓茜

53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正负零队 陆光磊、冯群涛、赵东卓 丁舒媚、曹霞

54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贾陈陈 贾子义、陈逸斐、陈子妍 丁舒媚、冯书丽

55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安职队 艾祺阳、魏谦、张樱荧 赵子斌、郭颜凤

56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X光之队 李要杰、李佳、鲁梦豪 郑晓茜、李红

57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星辰大海 张哲铭、齐银雪、梁森 宋浩静、宋贤萍

58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沙之南 盛裕华、宋国威、田傲 徐志斌、张钰

59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翱翔队 左建民、张雷盛、武振雷 苗璐璐、孙朝阳

60

工程造价

信阳学院 信院造价 2队 仝薇、闫梦思、尚明月 王玉静、翟婷

6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升达造价小分队 马力、牛万超、韩智洋 乔光华、李慧珍

62 黄河交通学院 天天向上队 高世圆、刘朋祎、吉隆铭 高卫亮、马健华

63 黄河科技学院 你说的都队 刘升、段俊辉、张津源 刘静、王莉

64 商丘工学院 驭梦队 王世杰、程龙、闫李昊 贾慧娜、雷亚设

65 南阳师范学院 南阳逐梦队 王荣琦、曹佳乐、郝柠 丁轲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6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三人行 曹珊珊、李晓茹、吕庚益 李文娟、韩卫卫

67 商丘师范学院 筑梦队 段梦娜、张静艺、江滨舸 李慧、王新建

68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乘风队 任冰冰、刘正炎、侯会蒙 唐杰、丁舒媚

69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扬帆队 孟永浩、吕永正、张鑫凯 李海凤、李娟娟

70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杏仁茶 吴京莹、金紫聆、廉利飞 娄冬、闫纲丽

71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校 郑财税超越队 赵泓宇、孙迪、王春玲 党中苗、刘鹏举

72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Q sing team 毛佳杰、张嘉平、张艳 李勇、耿静亚

73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开拓者队 王鹏双、石棚杰、李娜 李海凤、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