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台达杯国际太阳能建筑设计竞赛获奖名单 

 

奖项 ID 作品名称 单位 成员 指导老师 

一等奖 

（实地建设项目） 
100506 藏街隐屋 重庆大学 李睿晨、何嘉琦、谢冲、冉铖李、王文轩 张海滨、李臻赜 

一等奖 

（概念设计项目） 
100373 归源谷 厦门大学 田琳琳、姜丹、王公睿、许烁钰 石峰 

二等奖 

（实地建设项目） 

100291 风下旅人 南京工业大学 王远航、席斌、蔡天舒、潘鹏宇 薛春霖、罗靖 

100479 光的致意 西北工业大学 李文强、张一鸣、杨敏敏、谭景柏、张入川 刘煜 

二等奖 

（概念设计项目） 

100332 与海共舞 华北理工大学 王岳、边新元 孙嘉男 

100551 能源控制实验站 浙江工业大学 黄佳怡、倪子璇 仲利强 

三等奖 

（实地建设项目） 

100320 光·窖 重庆大学 丁阳权、冯磊磊、龙泓昊、冉大林 周铁军、张海滨 

100376 格桑社区 河南工业大学 杨新哲、姚其郁 张华 

100424 故土·亲尘 南京工业大学 严凡辉、高兴、唐超、邓棋 刘强 

100485 向阳 重庆大学 田彬、吴凡、张栩峰 周铁军、张海滨 

三等奖 

（概念设计项目） 

100296 疆域零城 东南大学 徐明昊、李帅杰 杨靖、李丹 

100355 巨构社区：律之海 
联创新锐设计顾问（武汉）有

限公司-高扬工作室 
阮立凡、郭艳春、何强、颜端帅 高杨、刘晓峰 

100361 生生不息 浙江大学 潘翼舒、华颖、张彦彤、赵宇杰、陆文凯、李志伟 罗晓予、高峻 

100546 衣聚·宜居 广州大学 潘烨成、潘珏宜、郑宇豪、朱倩婷 席明波、万丰登 



优秀奖 

（实地建设项目） 

100015 暖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武玉艳、高新萍、杨晴、巩博源、张莹 陈景衡 

100054 寨心·光·聚 北京建筑大学 
李昊雨、范青楠、张雪彤、秦宇航、黄文哲、赵谦

祥 
俞天琦、丁光辉 

100069 
伴日——低碳社区综

合体设计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远林、阎丽伊、王慎薇、刘佳、张偌涵 高力强 

100072 引璨流光 
天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 
赵时、张玉琪、郭嘉钰、周文宇 

刘家韦华、张伟亮、侯

万钧 

100100 念青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李婧、李玉盟、齐琪、蒋东霖、李敬良、桑弘翼 李晓丹 

100118 向光 福州大学 张嘉倩、曾雅清、林凯思 王炜、赵丽珍 

100129 藏进太阳里 河南工业大学 郝旌潮、胡梦娇 马静 

100140 沐光 河南工业大学 韩楚玉、王璐 张华 

100148 藏纹新译 福州大学 余宜冰、张颖晖、周益萍 邱文明 

100238 藏时风光 新疆大学 王珂、黄志铮、张朔、朱紫悦 
塞尔江·哈力克、艾斯

卡尔·模拉克 

100276 阳起风落 昆明理工大学 张浩然、刘梓涵 谭良斌 

100288 “沐”色·“阳”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李秋儒、张岩、陈文霜、杨晋 何泉 

100352 行寻圣湖，游居光筑 南京工业大学 张子裕、许碧康、宁娇荣、蔡雨辰 
胡振宇、王一丁、薛春

霖 

100358 坛城·融光 东南大学 杜舰、姜雨、邓立瑞、赵雨濛、林子琪、葛祎明 沈宇驰、王伟 

100371 光环·藏腔 重庆大学 王妍淇、张雯、凌嘉敏 周铁军、张海滨 

100382 回聚 福州大学 陈彦儒、陈潇语、李匀思 邱文明 

100388 匡郭/织轨 山东建筑大学 刘锐捷、郑仲意、杨雪娴 房涛 



100389 聚·星空之下 南京工业大学 孙之桐、肖瑶、沈冰珏、励姿玮 薛洁、刘强 

100400 廊桥日暖渡游人 南京工业大学 杨华婷、吴相礼、顾迦艺、字月婷 林杰文 

100407 风拂经轮 新疆大学 冯慧玉、宋俊慷、李砖砖、刘西南 
滕树勤、王万江、潘永

刚 

100412 风回-路转 苏州科技大学 李若天、李金洋、金在纯、邹庆泽 刘长春、陈守恭、高姗 

100436 暖厅-聚能 重庆大学 杨瑞航、曾俊鸿、蒋铁 张海滨、周铁军 

100476 

“盒”“光”同尘—

—西藏班戈县青龙乡

东嘎村低碳社区设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李世萍、李舒祺、卓金明、许浩川、周超超、苏湘

茗 
李涛、张斌、朱新荣 

100498 风涌墙阻 吉林建筑大学 孙思雨、邓凯元、刘乃歌、李祎平、张淑婧 赫双龄、周春艳 

100514 万物生 河南工业大学 罗雪松、王珍 张华 

100569 碳固·能转 重庆大学 高博、朱可迪、罗犇 周铁军、张海滨 

100574 融合社区·阳光市集 华南理工大学 兰良建、梁今浒、张俊哲 王静 

100586 斯贝阔罗 湖南大学 刘奕辰、徐子牧、邓紫岚、康旭东、吴伯超、周浩 

徐峰、严湘琦、彭晋

卿、李洪强、周晋、肖

坚 

100591 轮回之径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李小转、邵红、王奇鹏 李涛 

100634 向阳而生，逐光而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雷珊珊、梁欢、何秀敏、郑何山、雷宸骁 何泉 

优秀奖 

（概念设计项目） 

100014 

田园“彝”居——以

水为介质的太阳能和

风能循环系统社区 

四川农业大学 宋文雯、黎德伦、王昱晴、方钦 董翔宇、陈川、张丽丽 

100031 风曦 · 满居 沈阳大学 沈鑫、石广、万金波、朱梦龙、王雅萱 赵雪峰、孟晓雷、滕凌 



100038 归园·田居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赵嘉诚、张尚书、桑弘翼、王嘉宇、李吉福、陈雨

鑫、宋怡 
李晓丹 

100041 
三“R”零碳太阳能

社区 
天津大学 曾婧 刘刚 

100108 零碳社区 沈阳建筑大学 谭福利、葛云凡、王俊杰、孙欣欣 赵钧、高德战 

100197 零碳·侗寨 广西科技大学 吴起霖、莫静梅、郭孔洋 叶雁冰 

100220 浅草托岳 三江学院 陈俊安、舒宏达、刘旭、杨豪广、张佳峰 焦自云、金方 

100245 后疫情垂直社区 郑州轻工业大学 曹屿 李晓阳 

100274 城间一绿 西北工业大学 韦海璐、宋郭睿、张锟、袁家硕、曹瑞、段恒玮 邵腾、王晋 

100275 芯 社区 西安科技大学 王奕文、曹宝贵、叶文杰 孙倩倩 

100293 零荷博益 浙江大学 
徐珂晨、沈奕辰、吴浩麒、姚双越、孙竞超、王子

煜 
吴津东 

100299 零社模方 天津大学 马成俊、曹梦莹、杜照怡、纪雨辰 朱丽、霍玉佼 

100304 城市地衣零碳社区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陈文博、昂媛媛、叶一帆 郑利军 

100317 

流动之“环”——基

于智能化平台的意识

型零碳社区设计 

郑州大学 高樱嘉、郑钰杭、杨雨欣 付孟泽、吴迪 

100322 
缝合·社区——大理

零碳社区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东南大

学、天津大学 
刘潇天、李佳骏、陈曦玥、韩志琛 李伟、刘魁星、刘婺 

100324 森之谷 西安交通大学 郭龙、岳文茹、郑潇莹、王球锋 王宇鹏 

100326 生土楼"埂与生" 合肥工业大学 朱占威、陈果、沈曦煜、方阳开、王涛 王旭 

100353 共享办公 南京工业大学 陈悦妍、谢燕婷、华蓓蕾 郭兰 



100372 不期而“寓” 南京工业大学 于洋、顾他一、吴一舟、滕苏彦 薛春霖、罗靖 

100380 江风摇巷 三峡大学 吕诗祺  

100386 绿意·环生 广州大学 李莹莹、林绮琪、陈伟霖、谈浩然 席明波、万丰登 

100406 纳兰住集·向阳而居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夏凡、王璐瑶、王端阳、蒲云云、孙子璇、乌润 杨春虹 

100416 

叠榭•回环——基于

空间重组理念的能量

自循环零碳社区设计 

福州大学 殷一心、李思静、郑宣亮、徐雯芳 吴木生 

100463 生长工厂 南京工业大学 黄灿光、张逸凡、魏然、张华振 林杰文 

100480 

旧城新衣——基于岭

南湿热气候的广州老

旧小区零碳改造探索 

华南理工大学 庄霖、岑劲衡、倪立巧、王小瑜 林正豪 

100504 何不归故里 山东科技大学 孙培竣、吕希萌 王雅坤、郭清华、夏斐 

100550 阡陌交通 北京交通大学 刘时羽、覃泷莹、陈香合、孙钰洁 周艺南、董玉香 

100563 "厂·能"零碳社区 广州大学 刘和靖、吴达逊、罗雨晴、蔡晓莹 席明波、李丽 

100611 

告别孤独的零碳社区 

——基于“共享”理

念的定制化社区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院、同

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 

聂大为、杨喆雨 陈易 

100632 

“芯”院里——基于

碳中和视角下的社区

设计 

青岛理工大学 王子璇、张敏 
李岩学、高伟俊、张洪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