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创新大赛—C模块获奖名单（本科组）

注：为不影响决赛判分，以下按照报名序号排序，不代表先后排名！

奖项名称 报名序号 团队名称 学校

一等奖 BSDS20210020 一分耕耘5份收获 广州理工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023 建筑手艺人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0038 造价之光 湖南城市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166 巡司河之光 湖北工业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0317 造价小分队 华北理工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0496 模价量队 长春工程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508 汤臣一品业主战队 江西财经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0557 驭梦队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572 熵增不减队 青岛理工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0589 油一队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618 小贺队 贺州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636 冒泡队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647 一往无前 青岛滨海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651 鸿鹄队 青岛滨海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790 新余学院一队 新余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801 深藏BluePro 昆明理工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0869 对对对对对队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917 智联队 湖南理工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0968 狮山撷英 华中农业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1123 川鲁辽联队 四川师范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1130 熬夜不秃头队 四川师范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1144 做的全对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1208 RSE 凯里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1354 筑梦飞翔 西南石油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1888 UME 西南交通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1906 通理工筑梦队 南通理工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1917 Fm5 福州理工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1950 三七队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1990 正道的光队 广西财经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2205 零零七点六 福建江夏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2228 真的无言以队 内江师范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2294 造价飞虎队 西南交通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2492 星路听雪 福州理工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2526 毕业直达号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2536 建大雄鹰队 吉林建筑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2554 拓荒者 山东科技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2609 携手前行 兰州交通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2824 天工开物队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2911 勇闯先锋 中国矿业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2931 长师二队 长江师范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3051 四维宜聚 贵州理工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3131 凤凰花V 厦门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3206 造价突击队 重庆工程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3245 梦想小分队 山东理工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3454 Book思议 新疆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3494 迷茫的小眼神 四川工商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3550 蕴才成集 集美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3644 安理小队 安徽理工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8005 127部队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8006 奋进队 安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8019 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 青岛理工大学

一等奖 BSDS20218022 反正你说的都队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一等奖 BSDS20218047 猪猪队吃好多 武昌理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012 工筑湘农 湖南农业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032 李大欣不要掉队 四川轻化工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043 桂强与他的四个挂件 广州理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048 狂模队 昆明理工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080 还没起名队 广州理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090 菠萝队 昆明理工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095 梦之翼 西南科技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100 晨旭队 湖南理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144 长师C1队 长江师范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192 凌云队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265 睿驰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311 高铁修到台北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546 孟之队 武汉工程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579 12345上山打老虎 北京建筑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581 兔几队 石家庄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583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建协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605 不负韶华 湖南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621 飞腾队 宜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634 EMC团队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685 bim冲冲队 三峡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708 将个烂就队 石家庄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725 你们说的都队 北京建筑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795 新余学院二队 新余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812 歪歪滴艾斯 大连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847 飞梦队 安阳师范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908 城建龙之队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913 匠心曲奇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932 锦鲤小队 武昌理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945 深藏blue队 成都师范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0966 幸福一家人 昆明理工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978 汪汪立大功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0979 啊对对对对队 四川师范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003 石大萌虎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二等奖 BSDS20211006 建的都对队 长沙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038 爱笑的猪 凯里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053 青青草原我最狂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063 江大工程管理1901 江苏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072 简简单单队 湖南文理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102 全过程造价管理与应用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119 筑建队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176 小蜜蜂 曲靖师范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194 造价金轮 湖南文理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209 阳光C5 长沙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214 针不戳队 南阳理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230 建模不秃头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250 砖家快乐冲锋队 阳光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292 TLG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305 志程队 贵州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385 梦之翼队 山西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393 敢于超越队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411 五菱荣光队 山西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439 长科晨旭 长春科技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443 建筑新星队 长春科技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478 携手去吃肉 烟台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495 奥利奥奶茶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499 强汇建瓴 阜阳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619 shift 武夷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621 发际线和我作对 盐城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627 快乐小队 西安石油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636 清风徐来 商丘师范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662 蓬蒿谪士 南阳师范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696 乐了咪队 福州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700 管理人生 山东建筑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705 实力种子 常熟理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749 喵了个咪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759 水城C1 聊城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1790 洛必达战队 武夷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802 五指山 湖南工程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861 依莫哦 重庆文理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1899 五五开黑小队 江西财经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2009 师院筑梦小队 天水师范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093 造价先锋队 吉林建筑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2104 造价女子兵 吉林建筑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2268 早起早睡队 邵阳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345 钱途无量队 陕西理工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2356 MyWNQ 内蒙古科技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2360 工大梦之队 长春工业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2378 画得又快又队 黄冈师范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395 扬帆梦之队 西华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2431 哈哈哈哈队 金陵科技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452 一挥而就 海口经济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472 405学习小队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495 勇敢无敌暴龙战队 闽南理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501 谁动了我的毕设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523 青理梦之队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二等奖 BSDS20212637 欢乐城堡队 燕山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2657 爆破队 湖南城市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671 非砼寻常队 天津城建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2698 我们队 新疆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2725 阳光快乐队 盐城工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741 转生之少年们的奋斗史 淮阴师范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777 三个臭皮匠与俩诸葛亮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798 万里长城路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851 实力战队组合 唐山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2934 鑫正对对队 海口经济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3135 博智小分队 桂林理工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3166 硬着头皮上 福建工程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3322 C位出道队 五邑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3405 尚真卓越队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3506 怎么都队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3524 汪汪队施大工 西安理工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3548 集你太美 集美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3660 锰钾淬氟锂 河北地质大学

二等奖 BSDS20213764 一元五次方程组 三明学院

二等奖 BSDS20218071 永不言弃队 绍兴文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016 越众 湖南城市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116 风启队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117 火炎焱燚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121 梦之队 河南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152 想不到名字了 湖北文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154 龙龙突击队 河南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155 你说的都队 广东海洋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177 老师讲的都队 华北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194 工地军一队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198 河科大BIM圈4队 河南科技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220 四精战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225 郑工天花板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237 五花肉队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271 河科大BIM圈3队 河南科技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300 奇迹再现队 安徽工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363 涂鸦王国 北华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378 海超人与大洋游侠 昆明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468 龙潭静雅云 闽南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473 筋管才子队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475 金牌造价队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493 广油计算器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498 时代在召唤 鲁东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500 联达小能手 郑州财经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504 汉斯小木屋队 西安科技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505 商业巨子队 西安科技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516 6602 宜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527 曙宸队 安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588 F5特战队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606 蝶燕队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611 橡皮擦 云南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654 和你站一队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660 说啥都队 青岛农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663 霍格沃兹 闽南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664 旺仔小分队 闽南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689 龙腾嘉州一队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693 龙腾嘉州2队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737 红日与山队 黑龙江工业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750 熬夜会秃头 黄河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804 平平淡淡才是真队 东莞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851 建筑工人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873 致力成为卷王之王队 贺州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885 勤勤恳恳队 江西师范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890 稳中求富贵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940 BIMC参赛小队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三等奖 BSDS20210942 湖理小分队 湖北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951 少年心事当拏云 江苏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0958 山商菜鸟冲锋队 山东工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0961 BIM入门小队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三等奖 BSDS20210964 唔西迪西队 郑州财经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013 三人行 台州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021 算的都队 厦门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028 造价梦之队 内蒙古农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037 好运buff点满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064 哔姆队 石河子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087 完美建模队 成都师范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100 慧比目和光同尘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107 第一队 石河子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185 熬夜画图不秃头队 沈阳城市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191 小工匠队 曲靖师范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216 汪汪冒险队 皖江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237 梦之队winning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268 锦江梦之队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285 虎虎生威队 衢州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288 007特工队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314 BIM菁英队 嘉兴南湖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321 看山 南京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344 造梦者 南京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347 立大功汪汪队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362 兰理玛卡巴卡队 兰州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374 保理天韵队 保定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424 意尽欢 长江师范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485 一个都不掉队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508 镜花月 山东建筑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548 天海队 成都锦城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550 卓然C队 河南工业大学漯河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555 瑞砼之星 贵州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597 为梦发电队 上海电力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610 与众不砼 厦门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618 叫什么呢 云南工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631 来自花燕路的小绵羊 贵州财经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648 我很菜别针队 西安航空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653 我行故我爱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656 精打细算队 福州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667 你们说的都对队 中原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673 掐指一算队 南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690 CYCDS联队 东北林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719 伯努力就会掉 西南交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741 掌舵者队 山东英才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753 软件不崩电脑不卡队 辽宁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756 没有名字的小组 贵州师范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760 水城C2 聊城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811 冲KPI 南宁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840 发际线和我作队V 三江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865 Hyy搬砖小分队 三江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895 内卷人士队 南宁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909 炉香 江西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1931 轻院小分队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955 都是大佬 湖南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956 麻瓜理工 河南工业大学漯河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970 力拔山兮气盖世 防灾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1994 镜湖之光 广西财经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006 打灰天团队 天水师范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029 Dreamteam 商丘师范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098 永不加班 湖南工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170 BIMER 湖南工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186 几个普普通通的青年 江西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243 旺仔小馒头 河南城建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288 翻斗花园队 武昌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308 青橄榄 榆林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309 青苹果 榆林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354 宏筑无极限 贵州民族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357 齐力团团队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358 两张王炸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375 五只布朗熊队 扬州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377 登峰造极队 黄冈师范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400 齐赢搏新路 塔里木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405 与发际线作队 南宁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425 破晓者 重庆文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440 工协梦之队 湖北经济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449 LWZ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三等奖 BSDS20212455 精建二队 贵州民族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459 呀对对队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474 独立自主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540 别问问就是第一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546 菜鸟小分队 潍坊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559 3加2等于7 安徽工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580 湖北恩施学院一队 湖北恩施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588 晶瑞小分队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611 筑梦CDF 湖北恩施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646 不知名队 三明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655 四个金匠1218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664 平头哥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691 精算队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三等奖 BSDS20212707 运大建工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764 砼心共筑 西安欧亚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765 精准预算队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828 victory 辽宁科技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833 夕阳红战队 南昌交通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849 博雅队 唐山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852 散星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878 学习城堡晴天队 三亚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899 小康之路 桂林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922 飞宇队 大连交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926 乘风破浪的软件 烟台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935 北交红果毕目鱼 北京交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940 长师施工队 长江师范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2944 留云借风队 武汉科技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963 职本主题队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984 NAU小分队 南京审计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016 勇敢龙龙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029 经管星之队 贵州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040 社会主义接班人 河南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057 绝不造假队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075 萘环泵桥 河西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121 虎年旺旺旺 南京林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150 巴啦啦队 成都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151 屠龙队 安徽工程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164 云影小分队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165 算啥子都队 重庆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217 饭醉团队 南宁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223 煎饼果子 宿迁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251 邑飞冲天 五邑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258 全体上岸 南京林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260 二三四五六 福建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316 冠军队 青岛城市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361 ACE五人组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362 劈里啪啦风筝队 潍坊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377 长理绝队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39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队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423 算的都对 武汉轻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424 我欲随风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463 宁工工管1队 宁波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479 智汇 四川工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526 博雅 新余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552 提前毕业 东南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641 Hello工程 山东建筑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735 工管之星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755 精亦求新队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772 唐老鸭嘎嘎嘎 三明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8001 奇思妙想队 鲁东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8025 人文BIM组织1队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8048 五头十臂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8063 天元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8068 噼里啪啦队 安阳师范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0006 湘农筑力砼行队 湖南农业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0019 干就完了队 山西工商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0033 一砖一瓦 山东协和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0039 胜羽队 山西工商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0070 造价人 西南科技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0088 大头勇闯天涯 临沂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944 留云借风队 武汉科技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963 职本主题队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2984 NAU小分队 南京审计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016 勇敢龙龙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029 经管星之队 贵州理工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040 社会主义接班人 河南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057 绝不造假队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075 萘环泵桥 河西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121 虎年旺旺旺 南京林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150 巴啦啦队 成都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151 屠龙队 安徽工程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164 云影小分队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165 算啥子都队 重庆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217 饭醉团队 南宁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223 煎饼果子 宿迁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251 邑飞冲天 五邑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258 全体上岸 南京林业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260 二三四五六 福建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316 冠军队 青岛城市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361 ACE五人组 河北科技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362 劈里啪啦风筝队 潍坊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377 长理绝队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39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队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423 算的都对 武汉轻工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424 我欲随风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463 宁工工管1队 宁波工程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479 智汇 四川工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526 博雅 新余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552 提前毕业 东南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641 Hello工程 山东建筑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735 工管之星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3755 精亦求新队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3772 唐老鸭嘎嘎嘎 三明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8001 奇思妙想队 鲁东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8025 人文BIM组织1队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8048 五头十臂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三等奖 BSDS20218063 天元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三等奖 BSDS20218068 噼里啪啦队 安阳师范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0006 湘农筑力砼行队 湖南农业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0019 干就完了队 山西工商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0033 一砖一瓦 山东协和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0039 胜羽队 山西工商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0070 造价人 西南科技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0088 大头勇闯天涯 临沂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1226 BIM全过程造价YL 沈阳城市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253 金铲铲队 银川能源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273 梦之声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275 BIM夺冠队 沧州交通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294 筑梦青春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298 筑梦未来队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316 Clover 绥化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320 兰理唔西迪西队 兰州理工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1330 追风队 衢州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366 凌云九霄 百色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369 晒个太阳 贵州理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395 智汇建瓴 阜阳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419 吹海风组 绥化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420 随便玩玩 绵阳城市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449 唔西迪西对 保定理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455 菜鸟起飞队 哈尔滨剑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489 NHR 哈尔滨剑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501 砼心共进 齐鲁理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536 维阿铲平 齐鲁理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539 最杠选手 湖北工程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584 23号星球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1592 山外BIMOne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1614 天泽队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630 搬砖小分队 西安石油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1638 好的队名好的开始 济南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1660 基建五霸 南京农业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1774 算得超准 嘉兴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788 随便怼怼队 郑州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794 白雪后妈队 嘉兴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805 淮师飞鸟队 淮阴师范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835 富贵花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849 我在西海岸挖石油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优秀奖 BSDS20211858 社会主义接班人一队 山东华宇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859 我们做的队 沈阳工业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1875 花儿朵朵队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920 御竹东风队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1988 来盘红烧肉 贵州师范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019 基建狂模队 防灾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053 swyz 哈尔滨石油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110 青春逐梦队 吉林建筑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111 人工石队 吉林建筑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120 熠熠生辉队 江西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152 BIM小分队 郑州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179 Venturer 南通理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193 超人飞到天上掉下来 井冈山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247 基建小队 湖南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249 五边形战士 成都工业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250 歪嘴龙哥战队 成都工业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262 峡谷之巅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290 勠力同心队 武昌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298 造微算妙 扬州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342 谭葛李明易 长江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351 想不粗队名队 汕头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383 啊对对对对对队 四川师范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384 美少女战队 新疆理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388 慕雅 新疆理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401 卧龙队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468 沧交经管队 沧州交通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484 光速稳赢队 沧州交通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535 2019工程管理1 潍坊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542 NEFU雀食帅队 东北林业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553 全是力工队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优秀奖 BSDS20212593 咱们一定行队 河北经贸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616 南波万队 河北经贸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630 六边形战士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645 干饭5人组 贵州财经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648 勇往无前队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675 火锅饺子 青岛黄海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676 Elite 青岛黄海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703 喀什噶尔 喀什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710 捕鱼达人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718 鹿梦逐星 西安航空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747 随便画画队 新余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768 爱喝小米粥 西安欧亚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785 JOJO 湖南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806 建大新秀 吉林建筑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823 争取拿个奖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841 造价不造假造假不造价 南昌交通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845 玛卡巴卡队 黄河交通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860 筑梦攀登 绍兴文理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864 五个老表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88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队 中国矿业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889 羊羊小分队 北京联合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914 搬砖砌墙和水泥 大连财经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916 北交建模大鳄队 北京交通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933 柏通队 辽宁科技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936 霍利斯特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948 如鸟斯革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2950 建造冲冲冲小分队 南京审计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2988 摸鱼分队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优秀奖 BSDS20212998 美丽的沂蒙精神 大连财经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043 蜡笔小新 成都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061 牢记使命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082 曦和 河西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106 北城DMC 北京城市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140 小天才队 成都理工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143 喜欢和你作对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优秀奖 BSDS20213149 港航兄弟盟 鲁东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176 逐梦之光队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182 非常三加二 青岛城市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192 强国有我队 泰山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208 彼方尚有荣光在 北部湾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220 烟理队 烟台理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221 海飞丝超丝滑 上海师范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231 小红砖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232 一二三四五小队 广西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276 临时组个队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277 黔东南职院2队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285 winter小队 河北科技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320 看大门月薪两万 黑龙江东方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335 爆爆爆 安徽工程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348 超越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350 造价游击队 西安培华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355 社会主义接班队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410 大萝卜队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415 摸鱼不队 广西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443 欢乐城堡 西安理工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450 好死不如赖活队 武汉轻工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504 突突突 广州华立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507 阳光男孩 昆明城市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514 BIM游击队 潍坊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592 遛乌苏里沉船队 东北财经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3617 我们全队 长春建筑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618 长建尚学队 长春建筑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658 加班加点 广州华立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664 积极工管快乐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733 争取拿奖队 黑龙江东方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771 努力小分队 三明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3780 奇迹之队 河北农业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8018 bro怎么都队 青岛农业大学

优秀奖 BSDS20218044 玛卡巴卡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优秀奖 BSDS20218055 小红花 西京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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