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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十五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节校级品牌活动竞赛结果 

 

1. “瑞德杯”电子设计与制作大赛 

一等奖： 

手持无刷增稳云台   

欧当权（电气 152）  徐香院（电科 151)  徐  奥（电子 152）   

基于 stm32动态磁悬浮 

熊雷雷（纺织 151）  蔡泽彬（机制 153） 冯彬彬（电子 151） 

二等奖： 

双轮自平衡无线探测小车 

李宝军（电子 152）  韩彦超（自动化 154）潘佳禹（自动化 152） 

便携式数字示波器     

朱云龙（电科 152） 汪锦涛（电子 151）  李  明（电科 152） 

智能管家  

黄时棚（电气 153）  朱云龙（电科 152） 孙健健（电科 152）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 

褚洪宾（建电 151）  汪  涛（自动化 154）王鑫磊（电科 154） 

三等奖： 

智能风扇   

徐  奥（电子 152） 刁海婷（电气 151）  张亚丽（通信 154） 

Mp4简易视频播放器  

张传奎（电科 151） 王雪婷（通信 154）  张  宇（电子 152） 

基于 stm32多功能照相机  

丁传飞（电科 151） 朱润泽（电科 151）  陈  杉（电科 151） 

光学指纹签到仪   

汪  涛（自动化 154）杨天成（自动化 154）褚洪宾（建电 151) 

马克思发生器   

李宝军（电子 152）  张亚丽（通信 154） 魏鸣轩（电子 153） 

模拟灭火车 

蔡泽彬（机制 153） 丁传飞（电科 151）  张传奎（电科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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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与生活”科普创新创意大赛 

艺术类 

一等奖： 

《模拟航天对接游戏》 

阜稳稳（计算机 153）郭 宇（计算机 153）李远洋（计算机 153）                                       

二等奖： 

《奋进》 

张志晖（服设 151）  孙庆伍（服设 151） 张政国（服设 151）                             

《能源制裁》 

王  帅（软件 153）  王康乐（软件 153）                            

三等奖：  

《PM2.5的自白》 

艾玲令（服设 161） 叶  馨（服设 161） 刘雅婷（服设 161） 刘  原（服设 161） 

孙贝贝（服设 161） 刘晓赏（服设 161）                           

 《新生》 

  朱伟东（服设 141） 王立松（服设 141） 沈宁超（纺织 141） 余亚伟（纺织 153） 

  宋西华（服设 141）  曲家豪（服设 141） 

 《手机生活》 

  汪敬平（服表 161） 李金辉（服表 161） 张仁龙（服表 161）  张书玮（服表 161） 

  石如钰（服表 161）  邸思维（服表 161）             

《微信的使用》 

李新慧（计算机 153) 李远洋（计算机 153)   

优秀奖： 

《科普网》 

黄  艳（软件 154）  曾经纬（软件 154） 褚凤国（软件 154）  梁志昂（软件 154） 

  郭  王（软件 154）  袁  浩（软件 154） 

《“还”》 

  王立松（服设 141）  朱伟东（服设 141） 曲家豪（服设 141）  沈宁超（纺织 141） 

  张书诚（纺织 151）  余亚伟（纺织 153） 

《生命的尊严》  

  曲家豪（服设 141）  王立松（服设 141） 朱伟东（服设 141）  宋西华（服设 141） 

  沈宁超（纺织 141) 

《“看”世界》 

  刘雅婷（服设 161）  张书诚（纺织 151） 李  佳（纺织 163）  朱银春（轻化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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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明月（纺织 162）  李金辉（服表 161）   

展品类 

一等奖： 

《微型激光雕刻机》 

刘启元（机制 156） 李  旋（机械 151） 汪文军（机制 156）  刘赛赛（机制 156） 

  杨哲旭（机制 156）  吴勇强（机制 144） 

二等奖： 

《3D打印机》 

 徐香院（电科 151） 赵梓伦（计算机 152）  

《浮》 

 李  佳（纺织 163）  陈  耀（纺织 163） 李金辉（服表 161）  钱明月（纺织 162） 

  刘雅婷（服设 161）  张书诚（纺织 151） 

三等奖： 

《智能家居系统》 

余  超（物联网 152） 黄儒霄（物联网 152） 张满青（计算机 151） 

 朱泳波（物联网 151） 裴勇明（物联网 152） 储昭坤（物联网 151） 

《一种多自由度机械臂》 

  刘启元（机制 156） 李  旋（机械 151） 夏  祺（机制 144） 詹泽文（机制 141） 

  张月旭（通信 151）  代梦华（电子 153）  

《3D打印机》 

  黄鑫涛（纺织 153）  张献艳（纺织 151） 刘  锁（纺织 151）  熊雷雷（纺织 151） 

  储昭权（纺织 153）  王星源（服工 162） 

 优秀奖： 

《智能小车》 

 王大锐（材料 141） 钱文祥（机械 142） 张永杨（服工 141） 

《魅影点降 LED万年历》  

  陈凌勇（电科 141） 葛天文（电科 144） 汤立洋（电科 144）  刘 彪（自动化 141） 

  杨 晨（电科 144） 

《移动式吊装车》 

  耿臣禹（机制 161） 何梦楠（服设 141） 闫 旋（服设 141） 王立松（服设 141） 

 赵明明（服设 151） 张红梅（服设 141）   

《小火箭》 

  吴宏马（轻化 161）  王树春（纺织 152） 童宁飞（服工 162）  随  晴（轻化 161） 

  方观圣（轻化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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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 

一等奖： 

《惊悚十天》 

  李 宁（轻化 161） 朱小东（法学 161）                                

二等奖： 

《超新星爆发—Y射线暴来袭》 

  殷长城（测控 162） 

《最深处的微光》 

 陶庆云（纺织 161）  吴晓菲（纺织 162） 刘  倩（纺织 162）  章文琴（纺织 161） 

  刘乐乐（纺织 162）  程亚玲（纺织 161）                    

三等奖： 

《黎明》 

  许王亮（纺织 133）  杨  稳（纺织 142） 苏  瑞（纺织 142）  花  月（纺织 152） 

  杨伟平（纺织 152）  刘雅婷（服设 161）  

《植物大战僵尸历史》 

  汪  涛（机制 141）  龙佳纬（应化 142） 

《悬》  

  房  欣（视传 141）  朱向阳（法学 131） 

优秀奖： 

《科学之光》 

 张思凡（纺织 163）  张宝根（纺织 163） 张博博（纺织 163）  何红飞（纺织 163） 

  张陈军（纺织 163）  余  健（纺织 163） 

《另一个李先生》 

  黄缘缘（服工 161）  程坤元（服工 161） 钱  钱（服工 162）  陈昕仪（轻化 161） 

  黄鑫涛（纺织 163）  孙  威（纺织 153） 

《古往今来》             

  姜孙燕（材料 153）  薛立超（机制 144） 余亚伟（纺织 153） 

《宇宙那么大，我想去走走》 

 钱明月（纺织 162） 蔡张燕（纺织 162） 刘雅婷（服设 161）  李金辉（服表 161） 

  李  佳（纺织 163）  朱银春（轻化 161）            

图文类 

一等奖： 

《基于废水再循环的改进式冲水箱》 

  袁  翔（材料 151） 徐华正（车辆 132） 苗泽远（车辆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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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新型自行车车锁、水瓶、架式》 

  丁  坤（机械 152）  李大蒙（机械 151） 赵泽林（机械 151）  黄少得（机电 151） 

  汪  维（机制 164）  隋同兴（机械 151） 

《水循环利用系统》 

  许王亮（纺织 133）  杨  稳（纺织 142） 苏  瑞（纺织 142）  杨伟平（纺织 152） 

  花  月（纺织 152）  黄硕鹏（服工 162）    

三等奖： 

《智能楼道清扫器》 

  朱阳洋（装备 151）  章翠萍（机电 152） 王文祥（机电 151）  唐普传（机制 153） 

  朱新云（装备 151）  郝  瑞（机电 151） 

《基于 makeyde的趣味科普模型》 

  薛立超（机制 144）  乔世浩（车辆 142） 杨  晶（机制 144）  毛荣珍（机制 143） 

  姜孙燕（材料 153） 刘阿姣（国贸 142）                       

《硬币分类、计数、包装一体机》 

  薛立超（机制 144）  乔世浩（车辆 142） 杨  晶（机制 144）  姜孙燕(材料 153)  

  田  园（车辆 143） 刘阿姣（国贸 142）  

优秀奖： 

《旋转式太阳能热水器》 

  余同泰（车辆 142）  刘  爽（测控 151） 田  园（车辆 143）  孙孟孟（材料 142） 

  王  焘（机制 146） 沈宁超（纺织 141） 

《磁发电节能发光键盘》 

  倪伟杰（装备 142）  薛立超（机制 144） 蒋舒佳（车辆 143）  苏勇玲（材科 152）    

  崔  亮（车辆 142） 沈宁超（纺织 141） 

《道路自动清洗划线机器人》 

  戎  辉（机电 151）  董瑞瑞（机制 151） 

《智能夜用笔》 

  陆  全（机械 142）  林永强（机械 142） 单龙龙（机械 142）  胡  顺（机械 142） 

  陈龙玉（机械 142）  胡传俊（车辆 131） 

 

3.百科知识竞赛 

一等奖：  

余征宇（纺织 162） 张思凡（纺织 163） 张新峰（纺织 162）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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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杭（生工 151） 齐家康（高分子 153）李磊磊（食品 161） 汪雯琦（金融 141）  

樊文青（金融 141） 杨恒斌（金融 151） 

三等奖：  

唐元元（工商 151） 姜荣欣（工商 151） 易情缘（工商 151） 郭慧珠（电气 152） 

范人杰（电气 164） 伍火焰（计算机 153）王冬鑫（计算机 151）方秀娟（物联网 151） 

经恩贤（自动化 151） 

最佳表现奖：  

曾  杭（生工 151） 

最佳组织奖：  

食品 161班 环工 163 班  

 

4.创业金点子比赛 

一等奖： 

星空队 

谢  飞（电气 154） 李  浩（计算机 153） 黄大磊（自动化 151 ） 孟  娜（电气 152） 

马  畅（物流 151） 

公牛队 

牛倩莹（视传设计 161） 马  超 （视传设计 161） 

五彩甲壳虫队 

唐普传（机制 151） 朱新云（装备 151） 朱阳洋（装备 151 ） 章翠萍（机电 152） 

王文祥（机电 151） 

二等奖： 

梦之队 

王  珊（行管升 161）王  颖（行管升 161）  任  壮（行管升 161） 盛  婷 （行管升 161） 

I change队 

黄珂靖（视传中外 151） 蒯升敏（视传中外 151）  候爽爽（视传中外 151） 

贮宝小队 

井梓萌（金融 162） 韩曼丽（金融 161）  程美琳（金融 161）  徐思静（金融 161） 

岚景队 

牛景达（机械 151） 夏岚玉（统计 151） 

启明星队 

周  伟（高分子 151）赵庆仁（化工 152） 周梦雨（环工 152） 

三等奖： 

主旋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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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婷婷（营销 152） 李文娟（营销 152） 张光燕（营销 152） 张  雪（营销 152） 

张  芬（营销 152） 

无穷大队 

袁  勋（自动化 151）王  胜（材料 151） 张朋朋（工商 152）  赵忠义（机电 151） 

路见蜻蜓队 

丁德影（测控 151） 郭文静（营销 161）  周孝茹（营销 162）  周  杰（生工 152） 

跃起动力队 

胡志伟（食品 152） 胡舒敏（食品 152）  曹江文（食品 152）  沈  标（食品 152） 

Sunshine队 

唐  坤（机电 151） 徐呈呈（机电 151）  徐为超（机电 151）  闻  勇（机电 151） 

黄少得（机电 151）  黄少玉（机电 151） 

创意 VR工作室队 

王博凡（计算机 141）郭成康（电气 163） 

小蚂蚁队 

潘  虹（营销 152） 张金玉（国贸 152）  刘启元（机制 156）  郭  浩（建电 151） 

轩海波（应化 152） 

杨帆蓝宇队 

高  灿（纺织 142） 蒋晓雅（人力 152）  刘玲玲（营销 152）  王  东 （轻化 141） 

陈子帅（材料 141） 

 

5. “科学与艺术”主题招贴设计大赛  

一等奖： 

《舞动科技》 

 夏龙嫚（视传 162） 武承先（视传 162） 

《用显微看艺术》 

 张仓利（工艺美术 161） 

二等奖： 

《微积分遇上色彩》 

 孟瑞杉（工艺美术 161） 

《科学与艺术》 

 朱庆庆（产设 161） 

《DNA画笔》 

 张铭成（服设 151）  李孟喻（服设 151） 

《当科技遇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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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燕楠（产设 162） 张文娟（环境 152） 杨运博（视传 161） 

《Science Art》 

 张  宇（视传 162） 

《生生息息·艺术·科学》 

 许晓妤（动画 161） 

三等奖： 

《创想》 

 李琳琳（环境 162） 

《人类的足迹》 

 时亚辉（环境 162） 

《准与思》 

 齐学龙（工艺美术 161） 

《Leouardo da vina(达芬奇)》 

 张  媛（动画 161） 

《冲破天际》 

 辛  柳（动画 142） 康  悦（动画 142） 焦晓晴（环境 141） 

《并驾齐驱》 

 徐玉莲（动画 152） 

《阴阳》 

 王  葱（视传 152） 

《科学与艺术》 

 刘  倩（视传 162） 

《左脑右脑》 

 王岩博（动画 151） 姚成章（工设 152） 何  佩（工设 152） 

《人脑艺术》 

 马凯博（产设 151） 曲文婕（产设 151） 章祉倩（动画 152） 

优秀奖： 

《S·A》 

 李倩兰（广告 151） 徐家乐（产设 152） 

《探索》 

 余珊珊（环境 152） 吴玉军（环境 152） 

《科学定格艺术》 

 马文青（视传 141） 

《科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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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晓天（广告 151） 

《宇宙热气球》 

 康  悦（动画 142） 辛  柳（动画 142） 苏馨雅（广告 151） 

《夜空中最亮的星》 

 朱睿杰（视传 162） 刘淳淳（产设 161） 

《科学与艺术》 

 肖  敏（视传 152） 徐  丹（视传传达中外班 141） 

《碰撞》 

 吴玉军（环境 152） 余珊珊（环境 152） 

《思维》 

 王晓敏（数字媒体 151） 季万宝（工设 161） 

《阿拉白》 

 何楸梓（动画 161） 

《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相接》 

 林慧茹（视传 162） 

《科学与艺术》 

 王瑶娟（产设 162） 刘明阳（产设 162） 段心怡（数字媒体 162） 

《画笔的梦》 

  张慧敏（视传 161） 汪雅琪（广告 161） 朱雪芹（广告 161） 

《科学与艺术》 

 冉  萧（环境 162） 

《神秘的美丽》 

 罗  韬（统计 153） 

《科学+艺术等于=世界》 

 金小倩（动画 152） 

《科学与艺术的招贴画》 

 刘宝学（环境 162） 

《细致入“微”》 

 尹富林（产设 151） 沈  兴（视传 152） 章祉倩（动画 152） 

《寰宇》 

 郝建伟（数字媒体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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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算机基础知识竞赛 

一等奖: 

王益欣 (金融 152) 邵鸿南 (统计 153) 刘玉栋 (金融中外 152) 

二等奖: 

寿志伟 (计算机 151)洪玲阳 (计算机 153)侯曼曼 (软件 154) 郭兆文 (车辆 152)     

李天翼 (机电 152 ) 崔  钰 (材料 161) 

三等奖: 

高  俊 (英语 153)  卢慧妍 (英语 153) 朱方秀 (英语 152) 张美玲 (行管 151) 

时  玲 (行管 151) 陈  海 (行管 152) 刘娇娇 (体表 162)  江兴豹 (体表 161)       

李  童 (体表 162) 

优秀奖: 

李奕晓 (电子 151) 程  蕾 (通信 151) 孙曦越 (电气中外 161)刘  笑 (服工 152 )    

蒋静静 (纺织 161)  李金辉 (服表 161) 

韩  砚 (食品 152)  封荻荻 (食品 151) 张金洁 (食品 151) 佟  昊 (工业 161) 

周  蓉 (国贸 161)  王  军 (工业 161) 

沈雨馨 (给排水 162 )盛玉婷 (土木 154 )柳春辉 (给排水 161) 

 

7.大学生数学竞赛 

特等奖： 

杨世秦（自动化 2015） 

一等奖： 

王幸运（软件 2014） 潘 林（电科 2013） 杨 军（给排水 2013）秦小广（金融 2013） 

胡传俊（车辆 2013） 杨博闻（车辆 2015） 张济涛（土木 2013） 汪 杰（电科 2013） 

秦立功（装备 2013） 潘 瑞（机制 2015） 何少杰（车辆 2013） 李家毅（电子 2015） 

陈 芊（装备 2013） 武 烁（金融 2013） 查叶明（轻化 2013） 黄 庆（车辆 2013） 

蒋 军（物流 2013） 李 坤（统计 2013） 李小龙（自动化 2015）李永杰（材料 2015） 

吴天阳（电气 2015） 李 敏（电气 2014） 张 莹（电子 2015） 解 宇（纺织 2013） 

张 帆（机制 2013） 张德培（金属 2013） 周 芹（自动化 2013）姚 玲（电子 2013）  

洪彩霞（电科 2013） 孙宇飞（工业 2013） 孔清峰（机制 2014） 王琼琼（材科 2015）  

李小龙（车辆 2013） 杨 帆（车辆 2013） 沈元星（车辆 2013） 张玉动（软件 2014） 

司义新（应化 2013） 张鹏辉（化工 2013） 周雨琼（电子 2015） 乙晨晨（电科 2013） 

吴 富（电科 2013） 郭 浩（统计 2013） 朱泳波（物联网 2015）周飞翔（土木 2014） 

二等奖： 

陶 李（土木（升）2015）江治廷（测控 2015）陈 枫（工业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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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勋（自动化 2015）石  翔（机制 2013） 周 源（电科 2013） 张鑫磊（生工 2014） 

许登鹏（自动化 2014）马文明（工商 2013） 吴 轩（土木 2015） 陈方静（电科 2015） 

李阿强（自动化 2013）高 凯（电气 2013） 邓慧慧（纺织 2013） 伍坤江（通信 2015） 

王 真（给排水 2015）毛其辉（土木 2014） 高志晔（装备 2013） 胡 泽（装备 2013） 

史彭珍（自动化 2015）张无迪（应化 2013） 严 帅（车辆 2013） 马深圳（车辆 2013） 

蔡小路（计算机 2013）魏雪晴（电科 2015）  刘 勇（应化 2013）  汪伟才（电气 2015） 

刘海洋（非织造 2013）叶 春（电科 2013） 汪群敏（应化 2013） 罗 权（电气 2014） 

程张玉（计算机 2013）张 帅（光电 2013） 金 涛（食品 2013） 王超恒（电子 2015）   

尹少鹏（软件 2015） 周 聪（应化 2013） 杨亚辉（应化 2013） 李 梦（材科 2015） 

沈 红（电科 2013） 顾青松（软件 2014）  俞宝库（软件 2015） 王 舒（测控 2015） 

周 诚（电科 2015） 钱淑贤（电科 2015）  

三等奖： 

彭文武（高分子 2015）贺 欢（工业 2013）  王庆运（装备 2013）  曹行行（应化 2013） 

蒲 斌（高分子 2015）马 辉（食品 2013） 强 强（车辆 2013） 蔡宇航（车辆 2013）  

兰 浩（计算机 2014）陈 建（金属 2013） 章 润（食品 2013） 谢 奔（通信 2014）  

李 征（给排水 2015）薛云波（软件 2013） 曾信达（软件 2015） 郑家恒（车辆 2015） 

钱 磊（自动化 2014）潘 雪（电科 2013） 周 翔（工业 2013） 徐超群（机械 2014） 

李远洋（计算机 2015）孙家阔（软件 2015） 朱得元（物联网 2014）周艳虹（应化 2013） 

年伟民（给排水 2014）许大玉（材料 2015） 姚姗姗（电科 2013）  安利喜（车辆 2015） 

许 慧（给排水 2015）马 丽（工商 2013） 蔡晓涛（装备 2013） 周丹砚（装备 2015） 

周 祺（物联网 2015）项 云（金融 2014） 袁国涛（土木 2013） 陈  瑶（土木 2013） 

韦梦龙（计算机 2015）陈佳艺（材料 2013） 李元军（车辆 2014） 黄艳婷（电科 2015） 

赵丹丹（计算机 2013）黄 洋（电子 2015）  张德祥（电子 2013） 李宇飞（食品 2015） 

周尹梅（计算机 2013）李 卓（应化 2013） 徐 吉（电科 2015）  李帮健（应化 2015）  

武家艳（材料 2013） 杨志鹏（材科 2015） 钱 静（电科 2015） 伍玉环（电气 2015） 

刘 莎（金融 2015） 彭友红（金属 2013） 王 卉（测控 2015）  张 毅（电子 2015） 

周云飞（测控 2015） 马玉龙（车辆 2013） 曹 俊（电科 2015） 石 慧（电科 2015） 

时义龙（电科 2015） 张 升（工业 2013） 马媛媛（工业 2013） 王 维（工业 2013） 

张 弛（机制 2014） 朱叶松（统计 2015） 孙冬恩（材料 2013）  叶镇亮（土木 2015） 

孙倩龙（土木 2015） 仇 俊（车辆 2015） 张 恒（电科 2015） 徐君瑶（工商 2013） 

刘若愚（机制 2015） 张财源（食品 2013） 王 帅（材科 2015） 李 航（应化 2014） 

徐香院（电科 2015） 牛雪莹（电气 2015） 顾婷婷（电气 2015） 齐 磊（装备 2015） 

陈志龙（机电 2015） 李永祥（轻化 2013） 王思蒙（食品 2015）  蔡利杰（装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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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竞赛 

一等奖： 

《“访传统民俗，传文化精髓”——对安庆太湖道士文化现状的分析》    

王心雨（社工 142） 陈 海（行管 152） 钱 浩（行管 153） 杨 勇（行管 151） 

《基于教育视角下安徽省岳西县、临泉县、舒城县及霍邱县贫困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王子灵（社工 141） 唐 彬（行管 142） 韩凯龙（行管 151） 刘 情（行管 151） 

《关于落实共享理念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研究——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调查》    

胡 源（行管 142） 

二等奖： 

《从家庭系统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婆媳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刘圆春（社工 141） 

《浅析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内容精髓》   

原嘉清（马克思研 2） 

《从当代中国社会法制现代化进程看其固守》    

谢阳婷（金融工程 152） 姜 娜（金融工程 152） 胡戎姗（金融工程 152）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雾霾形成原因及对策分析》  

谢 畅（行管 153） 倪璐瑶（行管 151） 程 卫（行管 153） 宋世洁（行管 152）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之刍议》    

王书纯（金融 151） 金 铭（统计 151） 

《互联时代的个人时装顾问》  

 沈宁超（纺服 141） 

三等奖： 

《金融衍生品【科学类】》    

王书纯（金融 151） 金 铭（统计 151） 

《关于美好乡村建设的研究及思考——以肥西县黄花村为例》 

张梦雨（社工 141） 

《从山东疫苗案看国家赔偿归责的局限与突破》    

丁 静（行管 142） 郜 坤（给排水 131） 

《大学生与父母沟通情况的调查报告》    

杨 英（社工 141） 李岭军（社工 141） 

《关于落实共享理念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研究——芜湖市镜湖区棚  户区改造分析》    

鲁紫琼（行管 142） 邵维维（行管 142） 张 晗（行管 142） 

冯 宁（行管 142） 胡 源（行管 142） 

《大学生自我修养的提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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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樟富（信管 152） 王玉勇（高分子 152） 张先丽（测控 152） 

《高校学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林必成（建筑学 141）马 妍（行管 141） 

《论志愿服务对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价值》   

张 晗（行管 142） 

《关于落实共享理念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研究——关于安庆市地下商城开发调研报告》    

许雅娟（行管 142） 胡 源（行管 142） 

 

9.大学生趣味英语知识竞赛 

一等奖： 

王  翔（英语 151） 吴登昊（软件 131） 秦  琰（信管 161） 吴  轩（土木 152） 

喻典雅（日语 151）  孙学良（计算机 131） 

二等奖： 

郎晨新（物联网 151）俞林栋（英语 162）  荣晓岚（英语 142） 孙秋骑（日语 151） 

樊宗强（计算机 162）刘  雯（日语 151）  张文彬（软件 152） 孟庆雯（英语 142） 

朱泳波（物联网 151）屈佳康（软件 161） 殷  媛（日语 151） 陈  颖（国贸 152） 

三等奖： 

吕  晴（英语 142） 熊  慧（英语 151） 计文娟（英语 141） 王  丽（英语 143）  

周义珍（英语 151）  官洪绪（英语 141） 陈欣欣（英语 143） 范保程（电气 153） 

蒋鸿程（化工 152） 程  成（化工 152） 聂冰欣（日语 151）  李  颖（食品 141）  

王晓舟（电气 153） 朱志敏（日语 151）  吴自慧（物联网 151）高  平（日语 161） 

陆维港（物联网 152）周易平（计算机 151）李  璞（物联网 152）李  扬（软件 164）  

穆文福（计算机 153）王二浩（计算机 151）肖一帆（物联网 152）张立安（电气 151） 

周  亮（日语 161） 

优秀团队奖：外国语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管理工程学院  计算机学院 

 

10.“定格精彩瞬间、展示运动风采”体育摄影大赛 

一等奖：   

孙  威（纺织 153） 于轩昂（表演 142） 刘  茂（行政管理（升）162） 

二等奖：   

冯兰兰（纺织 153） 丁永康（表演 141） 周甜甜（表演 152） 刘  葳（表演 152） 

三等奖：   

张树伟（表演 141）  张  良（表演 141）  滕晓月（表演 152） 李  炬（表演 151  

仇金丽（表演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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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张帅帅（表演 151）  宋丹丹（表演 162） 

 

11.大学生建筑模型设计制作大赛 

专业组 

一等奖：  

《中国园林博物馆》 

 郭子晨 (建筑 161)   林煊皓 (建筑 161)  

《韩国 Doban酒店》 

 郑泽康 (建筑 161)   周吉鹏 (建筑 161)  

二等奖： 

《静心坊》 

 杜少山 (建筑 162)   许  伟 (建筑 162)  李有晨 (土木 151) 

《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 

 沈素哲 (建筑 161)   张辉辉 (建筑 161)    

《广东省博物馆》 

 戴雨涵（建筑 161） 廉慧敏 (建筑 161)  

《绩溪博物馆》 

 任家欣（建筑 162） 王建康（建筑 162）  

三等奖： 

《火车厢改造--融合乡野中的家》 

 简梦妮（环境 133） 窦煜琳（环境 133） 路学君（环境 133） 胡峰峰（环境 133） 

《云南博物馆新馆》 

 刘辉云（建筑 162)   孙学方（建筑 162） 

《印象桥》 

 俞浩波 (建筑 162） 蔡晓天（建筑 162） 

《上海虹桥机场 T2停机坪》 

 邵  琪（建筑 162） 徐琪琪（建筑 162） 刘义威（土木 155） 

《印象书屋》 

 康国猛（建筑 162） 张雪莉（建筑 162）  

《盖泽尔图书馆》 

 吴  镇（建筑 162） 曾  宇（建筑 162）  

优秀奖： 

《上海德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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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鹏（建筑 161)   方鑫堃（建筑 161) 

《澳大利亚村落式集合住宅》 

 李昊瀚（建筑 162） 张  刚 (建筑 162） 黄  浩 (土木 164） 

《何陋轩》 

 廖一舟 (建筑 161） 戴  聪 (建筑 161） 唐  言 (建筑 161） 

《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 

 张亚飞 (建筑 161） 张健湾（建筑 161）  

《柳州奇石展览馆》 

 方紫荷 (建筑 161） 王文艺（建筑 161） 王  珩（建筑 161） 

普通组 

一等奖： 

《南湖书院》 

 周学庆 (给排水 153）陈童童 (给排水 153) 薛世博 (材 料 153) 

《仙台媒体中心》 

 胡平平 (土木 153）  祝  婷 (土木 153）  胡  赟 (土木 143) 

二等奖： 

《馨悦书院》 

 李  江 (工程 152）  李亚杰 (工程 152）  许少凡 (工程 152） 

《悦茗馨都》 

 李嘉良 (装备 142）  吴智清 (装备 142）  郭祖挥（装备 141） 

《色彩碰撞》 

 季梦如 (给排水 162）郑  沁 (给排水 163）裴传胜 (土木 151) 

《徽》 

 方  晨（生 工 161） 李  博 (给排水 161) 夏亦雯 (服工 161) 

三等奖： 

《仿古民居》 

 范筱雪（给排水 152）余铃蓝（工程 152） 徐文韬（土木 142） 徐  超（工程 142） 

《绩溪博物馆》     

 葛  畅 （给排水 163）祝秋阳（给排水 163）贺志文（给排水 163） 

《AKS.Villa》 

 陈俊达（土木 153） 胡  燕（土木 151） 郑思文（工程 151） 

《玛利亚别墅》 

 汪叶琪（给排水 142）           

《茶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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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晓璇（土木 154） 谷文博（土木 154） 倪  明（土木 154） 张凯玲（工程 162） 

《都江堰》 

 宋康辉（土木 154）杨畅沛（土木 154） 杨  康（土木 154）张  志（土木 154） 

优秀奖： 

《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 

 余迎松（高分子 163）李  翔（给排水 161）王  璐（给排水 162） 

《三体》 

 李  阳（工程 152） 俞  炜（工程 151） 孙徳康（土木 154） 涂凤麟（工程 151） 

《成羽町美术馆》 

 柳春辉（给排水 161）郜华笙（土木 154）杨志成（给排水 151）沈雨馨（给排水 162） 

《墨尔本云居》 

 吴志华（工程 151） 邵文静（工程 151）阮  梦（工程 151） 

《美国国家美术东馆》 

 操瑞军（土木 154）  汪  冈（土木 154） 王  涛（土木 154） 汪晓艺（工程 161） 

甘  鑫（土木 151） 

 

12.我的大学生涯设计大赛 

一等奖： 

吴雨佳（环工 161） 王耀旭（生工 161） 

二等奖： 

吴  越（行管 163）  叶左惠（行管 163） 鲍晋妹（环工 161）  宣晓艺（工商 161） 

三等奖： 

井梓萌（金融 162）  杜宏宇（材科 162）  李超颖（材料 161） 程宇慧（金融 162） 

樊 淼（电子 163）  祝祥志（广告 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