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大赛三等奖获奖公示名单（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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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白矖队 赵佳博、邓至铭、富一方 刘应然、白鹏真

2 黄河交通学院 飞跃队 马佳慧、刘文菲、赵家乐 刘钊、田琦

3 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 Coco 李明翰、武仕琳、程文韬 谢启伟、邹梦琳

4 黄河科技学院 黄河科技学院一队 韩阳阳、王赟博、赵凡骅 王昂、李荫

5 新乡学院 404 not found 队 曹茜茜、马璐彦、魏君雅 陈凡、许玲玲

6 新乡学院 spt 先锋队 韩婉莹、陈思泳、赵艳北 陈凡、张宇华

7 安阳学院 西北有高楼 张艺、刘秋月、赵意婷 徐雅慧、方宪权

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海底小纵队 罗意满、雷雅鑫、陈思雨 龚文晔

9 黄河科技学院 黄河科技学院二队 陈恒、王红洋、梁精英 王昂、李荫

10 黄河交通学院 智联队 陈铭钰、杨明轩、代颖奇 张朦静、任凯

1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Amazing 呼昀琦、李志浩、赵中鑫 李默涵、刘聪聪

12 河南大学 专创队 毛克凯、贾淏、王子龙 贺子奇

13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BIM 建模团 王娅宁、张文兵、田叔浩 李彦花、孙蕾

14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雏鹰队 张盼盼、王雯琦、李正阳 董帅、王琮皓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5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飞跃队 李炎、崔钊铨、武坤 王中、杨冉

16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梦之彩 王梦飞、朱宇欣、牛馨锌 董帅、王琮皓

17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狼的诱惑队 张烁、王一帆、古洒军 张艳、侯颖哲

18

数字化结

构设计

安阳学院 重参三员 李振华、王滨、邬玉环 梁建楠、蒋银强

19 商丘师范学院 匠心独铸队 盛金亮、陈嘉毅、张云哲 孙宁、郑慧慧

20 安阳学院 开拓者 李冰倩、王小戈、徐通杰 汪一帆、鲁申申

21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朝阳群众 刘英政、仝钰、石轩瑞 陈会凡、窦国涛

22 郑州财经学院 郑财之星 赵志栋、王嘉杰、孙帅超 刘杨、葛盼盼

2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颉承队 高亚昕、陈雪娇、李羽辰 陈会凡

24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振兴建工 张一航、刘权、魏通 管涛、吴峰

25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一组团队 陈佳强、马博涛、张红冬 王珂、康家涛

26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明德团队 张晗、王鹏、齐帅 王智博、贾彦丽

27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豫建腾飞 张翰、郭柯昊、朱怡 王智玉、王松

2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水院 1队 袁振涛、郭思彤、赵梓良 李向、宋艳清

29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院结构设计队 刘文革、赵欢庆、张奇 李祯、王晓霞、

30 机电深化

设计

新乡学院 安之若素队 李艺斌、符丽红、刘聪波 冯士伟、杨卫芳

31 黄河交通学院 机电王牌 郑皓天、刘凯凡、申莉红 任豪、徐静珂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32 河南工程学院 龙湖天团 侯庆博、刘书洁、贺雨威 姬秀娟、薛永飞

33 河南城建学院 中原英才小队 冉超峰、窦昆昆、宋兵 张晓杰、祁林

34 黄河交通学院 光之翼 施昊鑫、汪建、李振 闫亚钦、周婉茹

35 商丘师范学院 旗开得胜队 臧雪莹、刘珊、秦楠 戚瑷娜、陈熙

36 南阳师范学院 啊对对队 张蓝天、智晶晶、刘玉婷 邢利英

37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奇迹队 李浩、轩照明、杨潇杰 吴琪、豆银霞

3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行者无疆 赵成龙、孟雨豪、李凯 王斌、娄冬

39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欢乐斗地组 何适、黄龙、郭震辉 李红、李水莲

40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勇往直前 康江川、王子龙、盛佳乐 姚鹏、牛贺洋

41

装配式深

化设计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聚星队 黄顺强、陈妍嘉、高尚欣 许海涛、陈良

42 中原工学院 装配式钥匙 李济苠、魏梦元、胡海龙 殷晓三、李晓芬

43 河南工程学院 追风小队 李欣欣、张国波、苗杰森 申选召

44 河南工程学院 海底小纵队 肖杉、李长春、贺梦佳 陈庆丰

45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郑工装配式深化设

计 2队
王昊鹏、周航、王亚鹏 赵云丽、陈靖

46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水院 3队 王佳辰、彭栋、李建雨 李向、宋艳清

47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澍觞鸟儿澂孇队 陈鑫航、胡文广、周朋 张艳、牛志鹏

4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水院 4队 李慧林、田珂、赵亮 曹磊、孙晓蒙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49 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挑战队 丁文静、程远国、李彬毓 杨国华、冯颖俊

50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追风队 杨定坤、高彤、纪林涛 刘高喜、王琮皓

51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筑梦队 魏士、程琳、陈志通 柴金玲、高妍

52 兰考三农职业学院 桐城建工 高超、许志豪、王玉婷 谭腾龙、邵艳丽

53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就是一队 王宏浩、马帅威、藏涛群 管涛、吴峰

54

室内装饰

设计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艺术壹 陈甜甜、张思佳、曹樾 马金鑫、魏坤

55 商丘师范学院 胜羽雅居队 姚晓君、杨天华、管晓瑜 张佳乐、鲁豫坤

56 商丘师范学院 F.three 刘念念、刘跃峰、施依林 张佳乐、刘凯

57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建德筑业二队 雷洛、孙宝鑫、程梦梦 吴青浓、周萌

58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筑造辉煌 2队 高铭森、韩硕、朱彤 岳锐金、樊磊

59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火焰队 杨项辉、崔文洲、陈旭 郭佳丽、罗瑞雪

60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筑造辉煌 1队 何梦月、尹浩然、崔锋豪 黄春敏、王宏

61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室内装饰设计二组 于梦迪、张路琦、于世豪 赵松林、李振

62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白日不是梦 马哲、冯薪元、申亮亮 商紫薇、谢启伟

63

工程管理

郑州财经学院 土木三人行 张孟诚、谢晓东、李行 童振龙、韩忠娅

64 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理工代表队 王续、冯鸿运、岑江飞 庞飞、井珉

65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郑工工程管理 1队 田羽忠、王博志、郭海胜 徐雅丽、孙嘉琪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66 郑州财经学院 快乐星球 李嘉琪、李奥阳、及鹏宇 焦建伟、杨东豫

67 商丘工学院 潮汐队 张冠清、李鹏涛、李芳 李亚丽、李海涛

68 新乡学院 逐梦心愿队 耿耀超、杨瑞波、李晨怀 陈凡、杨萃娜

69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从容应队 邓珂、刘聪聪、谢佳乐 韩卫卫、张沛沛

70 信阳师范学院 信阳师院二队 梁珂新、宋园园、张盼盼 陈良琼、王芳

7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 3队 张行、陈亚军、张应旭 刘喜、王倩倩

72 南阳师范学院 飞出个未来队 王宇航、王定邦、刘浩 任秔怿

73 郑州商学院 众志达团队 李俊峰、张梦怡、丁由迪 符静、刘俊杰

74 郑州工商学院 ZTBU-旺旺队 高聪慧、许佳欣、张嘉彬 张欢、王思雅

7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汤臣一品业组 尚介莹、朱婉馨、史雪珂 季强、李旖婷

76 郑州商学院 匠心筑梦 黄孟尧、李依蔓、孔菲菲 段怡慧，崔天伦

77 中原科技学院 中原科技学院二队 张安琦、刘凯歌、江柳瑶 付国燕、陈慧娜

78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荷塘月色队 刘俞彤、郑阳阳、黄宁刚 任永祥、张艳

79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铁道游击队 吴姝漪、田浩、韩随源 李鹏飞、千银敏

80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BIM 小分队 邢文艺、曹刘洋、张茗森 李建沛、张亚利

81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信仰之光 徐聪、骆涛、闫文悦 吴伟英、彭皓

82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问天队 秦鑫浩、高智、刘思捷 姜海莹、陈怡文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83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理想之城 王鑫宇、李京成、范国领 彭皓、吴伟英

84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梦天队 刘夏、计雨洁、杨鹏宇 刘阳、张丽蓉

85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千里马队 王晴晴、田鑫涛、潘童童 周宁霞、孔金霞

86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雄鹰队 位孝颜、杨露露、邓苏杭 徐阳洋、樊振国

87 开封大学 龙腾虎跃队 刘豪、王兆坤、郑江韬 张超、常莉

88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工管 2队 陈思佳、马俊鹏、刘宏磊 刘高喜、王翔

89 开封大学 2+1 小分队 刘双玉、陈恩远、王昊晴 吴亚丽、郭瑞

90

工程造价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烧饼夹串儿战队 张德胜、付文钰、靳聪聪 张依蝶、卢平

91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宇宙无敌暴龙战士

队
李超凡、赵艺卓、张锦涛 闵果、魏淑静

92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熬夜肝图不秃头队 占欣亭、王敏、刘东岳 刘亚萍、高燕

93 安阳工学院 启航 1队 苏婉婷、马雨薇、冯进博 董晓宇、高丽丽

94 许昌学院 勇往直前 郭诗琪、康鹏龙、李怡萌 张焕芳、尚世宇

95 郑州工商学院 工商造价一队 樊金光、宁静、刘应贤 张正亚、宋宵

96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象湖 2队 孟丽果、王秋霞、王彦 马小瑞、陈玉娇

97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 1队 张登攀、侯君浩、张怡冲 王倩倩、白鹏真

98 安阳学院 超能队 岳冠辰、张倩、张冰倩 梁建楠、蒋银强

99 安阳工学院 启航 3队 刘红彬、支佳欣、王魁 许蓝月、闫瑞雪



序号 赛项 学校名称 团队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0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银河小分队 袁博莹、贾凤来、安昱静 宋素亚、李文娟

101 郑州商学院 CJY 辉匠团队 杨妞、陈海阔、王继伟 符静、段怡慧

102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安职理想队 高彩莹、任亮亮、王金凤 徐毅安、郭阳阳

103 开封大学 乘风破浪 高世泽、常玮豪、牛慧莹 吴亚丽、刘宝兴

104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建工筑梦 1队 郭慧敏、陈哲轩、徐宏宇 谭攀静、李水莲

105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好运来 孔奥飞、郑璐璐、蔡怡 高光光、宋长杰

106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安职梦想队 王润嘉、靳润超、刘晓冉 徐毅安、程振坤

107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剑客 张文慧、徐兵阳、褚萌 孙志丽、刘净利

108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必胜队 张仕桦、宋兵杰、赵振豫 杨柳、杜玲霞

109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豫来豫强队 梁星宇、汤瑞、马邵宁 千银敏、赵敏

110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青资逐梦队 陈东涵、袁录豪、李素雅 赵敏、李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