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台达杯国际太阳能建筑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编号 作品中文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一等奖 7851 积木·乐园 
谢星杰 高嘉婧 重庆大学 

徐涵 华侨大学 

一等奖 7063 沐日 吴昊天 徐建军 文冬霞 昆明理工大学 

二等奖 7178 稚梦·星盒 赵俊逸 许云鹏 史心怡 南京工业大学 

二等奖 6900 追光者 
肖正天 王琦 王亚鑫 天津大学 

高鸣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二等奖 7594 林间风过 常逸凡 陆雨瑶 曹志昊 南京工业大学 

二等奖 7441 江格尔与日出 黄和谷 李崇玮 潘文涛 南京工业大学 

三等奖 6692 风·跳跃空间 张世超、别烨 昆明理工大学 

三等奖 6732 漫步园景 
李磊 刘豪 刘合俊 开欣 合肥工业大学 

李丽妹（4） 苏州大学 



三等奖 7116 太阳升起的地方 梁瑞 郑涛 陈兆哲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三等奖 7167 竹巷·风生 

陈泉任 欧智凡 许子娴 重庆大学 

阮朝锦 华南理工大学 

魏佳纯 Royal College of Art 

三等奖 7162 层峦·沐光行 肖婉凝 陈佳怡 郑曼如 刘世恒 福州大学 

三等奖 7001 林海风语 张缤月 袁蜀佳  

袁传璞 芦乐平 张瑜珊 

山东科技大学 

优秀奖 6804 瑶域·疆来 韩欣琰 李文珠 杨阳 谭雯 大连大学 

优秀奖 6817 晨兴日起巴伦台 

郭嘉钰 天津大学 

张玉琪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松瑞 上海同济规划院设计研究院  

优秀奖 6986 风·院 周之恒 潘嘉豪 贺子琦  

沈聪 叶慧瑶 沈立一 曹鑫媛 

浙江理工大学 

优秀奖 7017 光之谷 张明远 程咏梅  

崔帅杰 王诗雨 岳雅琦 

北京工业大学 



李尚谦 大连理工大学 

优秀奖 7034 律动魔方 
杨亦陵 李航 陈峙宇 南京工业大学 

Yang Yang Syracuse University 

优秀奖 7038 阳光之下 · 田园之

上 

李起航 高雨凯 李思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优秀奖 7061 晨·星 邹道圳 陈树强 黄宇敏 严淑园 惠州学院 

优秀奖 7068 向阳而生 古丽·玉素甫 阿依旦 冀雯思  

刘静 刘梦君 刘帆 廖小苗 

新疆大学 

优秀奖 7080 童旭·土生 艾晓雄 方振威  

李成成 齐放 吴昊 张波 

内蒙古工业大学 

优秀奖 7082 童之梦·光之巢 王宇 李婧 何玉龙 赵嘉诚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优秀奖 7124 光·遇 贝莎莎 岳乐 长安大学 

优秀奖 7129 朝晖·光场 

黄瑞 沈焜 熊旎颖 高青  

卢惠阳 徐艺倩 杰布 李永晖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奎 上迈新能源(北京)公司 

优秀奖 7145 光之幼儿园 陈文静 董春朝 白一伟 西北工业大学 

优秀奖 7161 山行·竹荫里 郑曼如 刘世恒 陈佳怡 肖婉凝 福州大学 



优秀奖 7165 光合积木 明健 张蔚杰 华南理工大学 

优秀奖 7182 阳光托马斯 张琳 黄和荣 张金锦 重庆大学 

优秀奖 7200 童年·里巷·巢下 

谭若晨 付浩然  

王胜娟 刘宸溪 牛静仁 

石家庄铁道大学 

高力（3） 中铁建安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优秀奖 7212 杲杲日光 
闫鑫懿 杨承超  石家庄铁道大学 

 高力 张清亮 中铁建安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优秀奖 7277 煦阳·和风 蔡双 胡诗雨 王叶涵 重庆大学 

优秀奖 7292 稚梦·风光 邓冠中 费若雯 刘敏 石家庄铁道大学 

优秀奖 7307 树下幼儿园 黄承佳 江逸妍 华南理工大学 

优秀奖 7321 腔间光语 

刘静怡 马宝裕 王邑心 华南理工大学 

刘晓俐（3） 浙江大学 

俞欣妤（5）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优秀奖 7323 向阳·梦园 张淑娴 邓盛炜 曾小婷 福州大学 

优秀奖 7406 “小世界”环游记 周扬空 李景秀 苗振轩 赵晓彤  

金勇运 许仁杰 李正洁 甄成  

天津大学 



优秀奖 7408 趣园 崔林森 薛荣骅 张丛媛 西安科技大学 

优秀奖 7422 院·积木之家 梁钟琪 朱游学 秦瑞炜 南京工业大学 

优秀奖 7489 巷院阡陌 王笑涵 沈一飞 段昭丞 陈晴 重庆大学 

优秀奖 7608 稚巷·拾光 
牛静仁 刘宸溪 付浩然 谭若晨 石家庄铁道大学 

张清亮（3） 高力（4） 中铁建安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优秀奖 7612 楼台·织梦 
李奇芫 于汉泽 李洁 高皓然 陈柯欣 天津大学 

经翔宇（4）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7630 巷·间 
徐衍新 郑仲意 李迪萌 相楠 刘权仪 山东建筑大学 

张鹏娜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技术专项奖 6984 记忆中的糖块 丁海忠 潘兴清 施鹏仙 李松博 刘杰 昆明学院 

技术专项奖 7667 稚梦飞扬 方心怡 北京建筑大学 

注：姓名后编号代表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