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编号 参赛人 单位 项目名称

成人表现一等奖

AX026 李博男、肖宏宇 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沐风雨林城市休闲度假中心

成人表现二等奖

AX009 胡晓雪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韵色展示空间设计

AX023 王炼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遗产景观5.0再生设计2020

成人表现三等奖

AX006 陈静静 西安林界空间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坊间乐园

AX033 周杨、裴炳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室内空间手绘表现

AX041 王玉龙、田林 四川美术学院 陨落的王国——主题海洋馆概念设计方案手绘表现

成人表现优秀奖

AX007 余青青、徐圆婧 武昌理工学院 高压电线景观廊道设计

AX008 胡晓雪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几何建筑手绘设计

AX014 辛明雨 哈尔滨唯美源设计有限公司 外滩首府会所

AX016 潘仁杰 大连沐拓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心之所至

AX018 熊睿 香港澳华医院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绵阳中医院中医主题壁画创作

AX019 么冰儒 广州美术学院 展示空间手绘表现

AX029 陈倩如 湖南道峰旅游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旅游景区规划设计方案

AX034 周杨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都市街景表现

AX040 赵晶 周口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黄河方案



参赛编号 联系人 单位 项目名称

成人写生一等奖

AY022 周先博 湖北工业大学 阿根廷城市速写

成人写生二等奖

AY031 王炼、江滨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 边看边画：欧洲历史建筑遗存

AY033 祝程远 南京艺术学院 民居物语

成人写生三等奖

AY004 钟小天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佳美设计营业部 庐山报国寺

AY005 苑宏刚、齐伟民 吉林建筑大学 伪满国务院和交通部

AY036 向俊 重庆WDD风向手绘工作室 欧洲城市街景2

AY038 杨子奇 湖州师范学院 骆驼老街•2018夏

成人写生优秀奖

AY006 褚成阳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建筑与电车

AY020 周先博 湖北工业大学 骑楼老街速写

AY024 刘辉 青岛万象构成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笔记

AY025 王美达 燕山大学 京津冀工业遗迹文旅之路

AY037 向俊 重庆WDD风向手绘工作室 拉萨·旅行手账

AY043 彭小青 金陵科技学院 建筑风景

AY048 袁华斌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竹木尘宴——浙东民居往事

AY049 袁旭 白鹿猿手绘工作室 欧式建筑钢笔速写

AY058 叶琦 琼台师范学院 骑楼印象

AY059 刘爽 大连艺术学院 大坞

AY060 武健 周口师范学院 乡村故事

AY062 曹桂庭、米正廷 新世立手绘 欧洲风情

AY065 耿庆雷 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特色民居羌寨钢笔水彩写生

AY066 刘爽、王珊珊 大连艺术学院 瑞芳·九份



参赛编号 联系人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项目名称

学生表现一等奖
BX284 陈岱 河北科技大学 董艳 1.奥迪灯光展 2.“基石”建筑公司

学生表现二等奖

BX031 周玥 山东艺术学院 李仲信 “折”—书吧快题设计

BX082 王永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田晓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BX211 王天奇、张诺 北京服装学院 李政 夕拾•书画苑

学生表现三等奖

BX072 俞晨逸 、李文霞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学校 程萌 Morning Has Broken

BX097 银佳慧 山西大学 陈俊 室内空间设计表现

BX100 田凡超 、阮耀慧、 杜晨雨 周口师范学院 周雷 非遗 中原 乡土 ——齐式大刀面馆更新设计

BX125 乔瑛琦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马达 甲第传承

BX206 包成龙 山西农业大学 徐佳慧 林深不知处——丈河村面馆改造设计

BX207 梅笑寒、李思錡 湖北美术学院 何凡 2199

 

学生表现优秀奖
BX006 左奕、陶紫石 滁州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左铁峰 居室课程设计

BX008 范子需 华中科技大学 刘育晖 任康丽 王祖君 秦凡 浓情乐园室内家居设计

BX012 刘旺，王志桢 太原师范学院 杨志勇 售楼部

BX015 胡曦文 山西大学 陈俊 Charlie wood 售楼部

BX021 周歆 山西大学 张慧新 “静悦禅舍”手绘民宿设计

BX023 姚康康、罗云 湖州师范学院 张华 集盒服装店设计



BX026 王巍巍 湖南师范大学 胡国梁 引“景”入室单身公寓空间设计

BX030 张沈媛媛 合肥工业大学 郑志元 魏晶晶 校园一角快题设计

BX032 银绩 陈硕 南京师范大学 王鸣义 自由鸟

BX041 赵振恒 黄淮学院 祁方 室内手绘

BX042 崔文文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殷昆仑 红楼梦·石头记

BX047 石星媛 华中科技大学 拙寝

BX055 施文、马晨晏 中国矿业大学 朱翔 折叠阅读空间设计

BX056 段嘉瑜 山西大学 室内空间设计

BX064 马晨晏、施文 中国矿业大学 罗萍嘉 “多变的空间”——办公空间设计

BX070 苑艺 鲁迅美术学院 郭旭阳 居室设计——惊艳的东方美学

BX074 叶帆、杜张、 吴怡雯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程萌 寄忆——创意小型书吧商业空间设计

BX079 曾文龙 湖北美术学院 王鸣峰 自然之城

BX083 何岳麟 、林志荣 、罗润 集美大学 邹喆 空书舍

BX089 田凡超 周口师范学院 周雷 温暖的公园——治愈性景观理念的探索运用

BX093 周梦琪 西南林业大学 袁哲 空想森林创业咖啡馆

BX106 张一君 合肥工业大学 胡慧 浩瀚宇游 基于科幻元素概念餐厅空间设计

BX113 薛瑞、黎凤妹 江波、马达 商业展示空间设计

BX114 余江玲、韦佳佳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马达 餐厅快题设计

BX121 劳思琳、蒙静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马达 梦——书吧设计

BX122 赖伯昌、兰超明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马达 文创空间设计方案表现

BX132 张志成 、王志帧 湖南师范大学 刘伟 手绘——社区活动空间

BX133 孙圣容 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诗意

BX135 刘月琳，李愉欢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黄月梅 午后田纳西

BX140 李俊忠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2021未来城市

BX142 王宇恒、王艳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炼 共享型实训基地景观建筑设计



BX144 魏敏、 王丹丹、庄科举 中国矿业大学 丁昶 生长的姿态

BX146 吴耀 吉林艺术学院 唐晔 灰度西双版纳主题餐厅设计

BX147 吴耀 吉林艺术学院 唐晔 运动主题餐厅设计

BX148 安童 长春理工大学 刘绍洋 欧洲之风

BX151 刘建春 重庆工商大学 向俊 建筑方案设计“树屋”

BX152 王舒悦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许志丹 商业空间手绘表现

BX157 张会真 张会真 张博阳、侯凤武 凝境别墅空间设计

BX158 田晴 天津理工大学 刘宇 手绘设计创作表现

BX160 罗江丽 乡村公厕设计

BX162 周稳、伍瑄 安徽大学 高峰 未来设计-城市漂浮之岛

BX165 戚晨彬 湖北美术学院 尹传垠 吴敏 百年校庆中的天鹅湖

BX176 王炤淋、李佩乔 天津理工大学 刘宇 带着记忆的老糖厂——阿丽拉·阳朔糖舍民宿
酒店手绘表现

BX182 梁智楠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无 普罗米修斯叙事艺术博物馆

BX185 蒋娟 天津理工大学 刘宇 北京全民畅读书店设计表现

BX195 郑淑亭 天津理工大学 刘宇 安徽铜陵码头书屋设计表现

BX197 金荣美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臧慧 老街

BX198 庄科举，罗玉春，吴耀 中国矿业大学 丁昶 陶瓷创意工作室

BX199 庄科举，张思聪，魏敏 中国矿业大学 丁昶 秋韵.耳畔-简欧家居室内设计手绘

BX204 陆芳元 河池学院 王菲 方案设计(2)

BX205 王馨曼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刘佳 阿炳纪念公园——五重奏

BX215 柯鑫、 柳照娟、 邹成东 合肥工业大学 张泉 城市设计手稿（色彩城市）

BX220 李晓斌，罗雪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史承勇，唐英 雅·居—住宅空间设计

BX228 齐凤、朱懿 海南大学 琼古遗锦——生态景观公园设计

BX237 谷天依 中南民族大学 彭阳陵 水月清旖

BX239 庄科举、王丹丹、袁玉环 中国矿业大学 丁昶 儿童活动中心设计



BX244 徐振东 湖北美术学院 无 城市构想手稿

BX247 陈玮 尹府凤 鲁迅美术学院 金常江 校园景观设计方案

BX251 曹秩乾 鲁迅美术学院 马克辛 方正休闲广场

BX252 孙宏宇 鲁迅美术学院 任宪玉 全运会主题大厅概念设计

BX253 黎文豪 鲁迅美术学院 任宪玉 铁西市民文化广场设计

BX254 杨琪璠 四川美术学院 王玉龙 室内表现系列

BX255 叶德练、 康健、冯莹 江西工程学院 张培 东方韵

BX256 马乐、尹凌飞 郑州工商学院 黄洋 皖江飞凤火锅城

BX258 冯玲玲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许志丹 景观手绘

BX259 葛迎雪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许志丹 庭院一角手绘作品

BX263 杨博勇 河北工程大学 无 凯旋时尚服装店

BX264 管红霞、祝逸萍、 钱冰瑶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程萌 3632

BX266 王丽花 海南城市职业技术学校 莫安全 图书室空间设计

BX271 周晋卿 东北林业大学 无 楼梯•空间

BX272 周晋卿 东北林业大学 无 树影餐厅

BX278 刘静 无 景观庭院设计

BX285 刘嘉诚 河北科技大学 许志丹 室内空间手绘表现

BX306 吴穹璐 河南大学 刘阳，郭云帅 校园景观设计--扬帆起航

BX309 谭亚利 北京服装学院 李政 暮春书亭

BX315  温纯 、张宁、 齐敬宇 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 耿庆雷 马克笔手绘表现集锦

BX318 李雨凝 中南民族大学 陈一 Singibe 木糜居

BX319 宁博方 西安工业大学 顺德清晖园



参赛编号 参赛人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项目名称

学生写生一等奖

BY147 杨越越 重庆小鲨鱼手绘工作室 刁晓峰 行走奥斯曼遗址-番红花城

BY322 侯鳗纭 四川美术学院 向俊 印度古街Rajashtan 写生

学生写生二等奖

BY086 郝薇 新疆师范大学 李群 疆·土

BY142 黄舒婷、黄丽 广西艺术学院 黄芳 绘重庆

BY376 杨越越 重庆小鲨鱼手绘工作室 刁晓峰 绘本图记

BY559 李可欣、王焕文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徐州艺绘坊手绘教育中心 王炼、廖宝松 杜巴印记

学生写生三等奖

BY152 汤浠悦 重庆小鲨鱼手绘工作室 刁晓峰 兰纳古城速写之琅勃拉邦

BY154 汤广志 江苏大学 承恺 故乡原野

BY248 章婷 四川美术学院 向俊 尼泊尔建筑写生

BY358 杨舒雯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汪姝雯 岛之美

BY516 郑佳一 湖北美术学院 无 福建土楼写生

BY535 赵玉杏 长春理工大学 刘绍洋 忆欧洲古城

BY630 赵崇浚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褚成阳 重庆洪崖洞写生

学生写生优秀奖

BY003 杨欣 四川美术学院 王玉龙 废墟

BY007 李嘉琪 福州大学 建筑景观马克笔写生

BY009 袁瑞浠 四川美术学院 香港街头映像

BY014 柴金珊 广西师范大学 李勇成 婺源印象——晚秋



BY028 汤烨菲 武汉大学 温庆武 侗家小玩意-苗寨居所

BY029 陈玉娟 合肥工业大学 胡慧 重庆记忆

BY034 鲁江 东北师范大学 刘学文 江南游记

BY041 黄雪立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龙杰 青色记忆

BY042 郭嗣婕 湖北大学 周李春 村落

BY044 王国瑞、朱利光 安徽大学 谢亮 绩溪博物馆

BY045 陶洋 长春理工大学 林立 漫步日本手绘写生作品

BY050 刘瑶婷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褚成阳 泰行记

BY064 张沈媛媛 合肥工业大学 郑志元 魏晶晶 仰望

BY066 陈思宇 重庆科技学院 夏星 街巷

BY069 顾雪飞 广西艺术学院 黄文宪 老街

BY071 唐盛凌 重庆科技学院 夏星 徽州

BY073 宁博方 邢程 石室圣心大教堂

BY081 蓝荣萍 重庆科技学院 田林 哥特印象

BY083 臧世伟 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孙响 师宽 行画古村落

BY095 梁哲铭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耿晓娟 “暮光之城”云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

BY097 梁哲铭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 艾锦超 黄山脚下徽州古镇·卧虎藏龙彰宏村

BY113 苑艺 鲁迅美术学院 郭旭阳 中国古建筑——角楼

BY115 崔燕 鲁迅美术学院 胡书灵 古典主义建筑装饰

BY117 吴宇琛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无 沈阳大帅府写生

BY119 黄舒婷、韦珩 广西艺术学院 黄芳 笔尖下之土楼情怀

BY128 谷艳利、 吴志成 、高晓允 辽宁科技大学 张国锋 室内效果图表现

BY134 杨汝成 南京艺术学院 季鹏 黎明

BY137 黄慧聪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褚成阳 东南亚建筑写生

BY140 高广亚 河南大学 刘阳 梦回清明上河园

BY143 殷健强 澳门科技大学 朱淳 重生—度假村规划再设计



BY150 邱梦杰 广西艺术学院 黄文宪 古建筑之美

BY153 顾雪飞 广西艺术学院 黄文宪 霁霖阁

BY163 赵京雨 辽宁传媒学院 朱磊 刘雪梅 王佩 夕

BY168 卓银贵 中国矿业大学 高林 遗失·重构

BY172 初霄 广西财经学院 雷翻宇 侗情三江

BY175 戴璐 青岛大学 孙宝珍 色彩

BY181 张伟襄 湖北美术学院 晏以晴 武汉古建筑博学书院

BY183 万芮希 重庆交通大学 张勃、邱巧、陈子仟 交通.家

BY187 余欣雨 安徽工程大学 齐宛苑 废弃工厂

BY194 朱雨朦、穆森、房星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媛、田永刚 西安曲江池遗址公园写生

BY198 闻可欣、黎凤妹、乔瑛琦 江波、马达 首钢

BY201 乔瑛琦、卢孟焕 马达 五象广场景观街景

BY215 乔怡雯 上海理工大学 张璟 杜布罗夫尼克

BY221 魏敏，罗玉春，张思聪 中国矿业大学 丁昶 城市掠影

BY227 李仁芳 石家庄铁道大学 陈华龙 杨涛 走进乡土建筑

BY228 刘婉榕，袁黛玉 广西艺术学院 林雪琼 湘桥依旧任风雨

BY250 吴颖欣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褚成阳 上海记忆

BY253 陈志浩 天津理工大学 刘宇 苏州园林手绘表现——拙政园的印记

BY257 余江滨 福建工程学院 王隽彦 幽水桃源

BY264 朱甜甜 湖州师范学院 杨子奇 贵州印象

BY266 仙晓虎 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 董梦迪 城视

BY269 陈海涛 湖北美术学院 何凡 米兰大教堂

BY271 何柯燃 四川美术学院 向俊 意大利▪建筑写生

BY282 魏柏洲 湖北美术学院 何凡 古罗马式建筑

BY286 陈金柳 韩山师范学院 黄兵 建筑写生

BY290 宾一帆 华中科技大学 王祖君 寻迹徽州



BY291 黄天云 湖北美术学院 何凡 芳草萋萋-武汉名景点写生实录

BY294 李国峰 山东理工大学 耿庆雷 中国传统民居马克笔手绘

BY296 吴小琪 福建工程学院 王隽彦 乡道行

BY298 肖晓菲 湖北美术学院 尹传垠 噶丹·松赞林

BY301 钱文康 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李淼 湘西水韵

BY302 陈佳萌 河北工程大学 栗亮 记忆中的旧香港

BY307 胡金霞 湖州师范学院 杨子奇 下午三点十分

BY308 蒋姝涵 湖州师范学院 杨子奇 兮

BY318 沈梦晨 湖州师范学院 杨子奇 瞻仰

BY326 吴春蕾 湖州师范学院 顾贤能 迷失

BY328 张依晴 湖州师范学院 杨子奇 花街

BY333 杜方卓、吴欣哲、周元 湖州师范学院 单炜 记忆屏山

BY334 张曦月、王施引 、陈方怡 湖州师范学院 单炜 安徽印象

BY338 石宇婧、陈惟漪、郑诺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志国 水彩·情绪街市

BY339 郑诺艳、石宇婧、陈惟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志国 记·忆

BY340 刘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松华 丝绸之路

BY343 彭煜轩、李翔 金陵科技学院
彭小青、吴朗、王大

伟
建筑风景绘画1

BY345 彭煜轩、张旺 金陵科技学院 彭小青、吴朗、韩颖 建筑风景绘画2

BY348 徐诗雅 常熟理工学院 马磊 老苏州的20年

BY350 黄珊 常熟理工学院 马磊 街头

BY363 许鑫婧、 朱圣乐、 应白羽 湖州师范学院 单炜 定格屏山

BY384 鲍丹璐、杨树娅、孙燕琪 湖州师范学院 毛琦红 老街国庆

BY385 罗嘉艺 湖州师范学院 毛琦红 梅城老街

BY391 吴叶茗 湖州师范学院 孙健 千灯万户

BY393 许诺 湖州师范学院 孙健 旧屋

BY395 李雨实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松华 老街回忆



BY396 孙燕琪 湖州师范学院 章萍芳 中国美术学院

BY398 陆伊婷、黄伊蕾 湖州师范学院 章萍芳 街景

BY403 尤渊怡 湖州师范学院 章萍芳 小镇风情——街道

BY412 王靖懿 小鲨鱼手绘工作室 刁晓峰 rocinha社区

BY417 刘韵佳 天津理工大学 刘宇 欧洲城市街景手绘表现

BY427 黄丽君 广西艺术学院 黎泳 老街风情

BY431 郑人玮 广东科技学院 曾琪、金日龙 依树而建的民宿

BY446 王键龙、 朱娜娜 黄淮学院 李莹 别墅庭院

BY448 田晓璐 北京服装学院 陈望 婺美

BY455 邹双泽 长沙师范学院 颜昌 中国古建筑之魂·斗拱

BY463 葛焱 贵州师范大学 袁琳 郭全生 黔东南传统民居写生

BY467 柯鑫 、白冬梅、彭筱雪 合肥工业大学 张泉 望族故里 手绘龙川

BY473 阮棋 湖北美术学院 翦哲 土楼

BY475 牛梦轩、 陈志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媛 赵焱 李志国 回到山村

BY480 刘永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志国 烟火

BY483 白卓凡 、霍雨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志国 街景印象

BY488 徐兴钰 昆明理工大学 朱海昆 空城旧事

BY489 芦思思 湖北美术学院 无 忆·武汉

BY494 郭澳 河北工程大学 栗亮 手绘先锋书店

BY496 李力为 福建工程学院 夏松超；王隽彦 山村古屋，旧日遗梦

BY499 宣乐 、邓禹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志国 里里外外

BY508 龚懿 湖北美术学院 何凡 巴洛克式建筑

BY512 丁可轩 石家庄铁道大学 刘华领 走进楠溪江之芙蓉印象

BY514 王颖慧 四川美术学院 向俊 城市夜景马克笔表现

BY517 胡宏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无 园与缘

BY533 陈思宁、 高昭 哈尔滨理工大学 高昭 街道·集市·人间烟火



BY534 林宇航 福建工程学院 靳凤华 城南旧事

BY538 梁清霞、彭燕、梁潇潇 广西艺术学院 韦自力 苗寨的清晨

BY540 彭燕、梁青霞、韦亮宇 广西艺术学院 庞耀国 香港老街

BY546 郭育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志国 笔墨乡音

BY554 席妮 四川美术学院 刁晓峰 世界脊梁

BY555 张盈 福建工程学院 秦文斌 中国各色建筑表现

BY558 吴思颖 福建工程学院 靳凤华 街隅

BY561 黄沿兴 、钟俊杰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黄必扬 蒙海滨 罗周

斌
侗家景致

BY570 李宗桓 林雪琼 乌玛市集

BY578 张梓宸、狄欣楠、张昊天 河北科技大学 赵川 落日余晖

BY580 邓希雅 长沙师范学院 颜昌 新旧碰撞-长沙国金中心

BY581 杨琪璠 四川美术学院 王玉龙 民间古建筑表现系列

BY591 黄静 东北大学 石平 乡

BY592 陈琲霏、徐欣钰、邢杨 昆明理工大学 李晶源 新城建筑

BY599 刘秋雨、卢晓 山东理工大学 耿庆雷 老家的记忆

BY602 黄耀文、韦兆霖、梁丽映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蒙海滨、陈尧宇、赵

叶华
山那边的歌

BY617 高成成 河北科技大学 马静 卧室|绒球与流苏

BY624 李霈颐 湖北美术学院 何凡 梦回土楼

BY625 李霈颐 湖北美术学院 何凡 绘先贤祠之美

BY632 李文博、崔秋漾 河南大学 刘阳 汴梁印象

BY633 陈慧姣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李正军 中原乡土——山陕会馆

BY640 岳思琪 琼台师范学院 叶琦 古城阆中



最佳导师奖

获奖导师 单位
刁晓峰 重庆交通大学
向俊 重庆WDD风向手绘工作室
董艳 河北科技大学
何凡 湖北美术学院
莫安全 海南城市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导师奖
获奖导师 单位

黄芳 广西艺术学院
马达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杨子奇 湖州师范学院
褚成阳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李志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许志丹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导师奖
获奖导师 单位

李群 新疆师范大学
郑志元、 魏晶晶 合肥工业大学
李仲信 山东艺术学院
田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毛琦红 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师范学院

组织奖
获奖院校

湖北美术学院
湖州师范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艺术学院
合肥工业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福建工程学院

黄淮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