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海尔磁悬浮杯”绿色设计与节能运营大赛获奖名单

☆ 节能运营组（5 项）

设计运营卓越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泉州市东南医院——综合大楼 垒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江志彬、王峤、苏佳鑫、叶钰雯、郑东权

设计运营先锋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大楼中央空调改造 杭州融裕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焦杰、王金萍、张力

设计运营优良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东北大厦东方商旅酒店 东北大厦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商旅酒店分公司 王伟

2 临矿集团本部办公区中央空调系统改造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 赵太强、宋永彬、王全德

3 郑州市黄河饭店磁悬浮中央空调改造项目 郑州市黄河饭店 孟耀磊、程麒麟

☆ 绿色设计组（69 项）

金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创新科研示范中心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何海亮、潘云钢、宋孝春、李嘉、李娥飞

银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光明科学城启动区土建工程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周谨、朱伟昌、张 华、刘 洋、徐 钦

2 定州市人民医院-门诊医技综合楼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涂岱昕、杨成斌、夏宏伟、胡振杰、姚远

3 粤海置地大厦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祖铭、杜京京、胡文斌、李均



铜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山东某学校改造项目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向东、钟世民、潘学良、张艾

2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光

康复中心）扩建工程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都

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刘赟治、刘蕾、许东东、屠纯云

3 临泉县第五人民医院 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杨孝鹏、张勇、刁永俊、毛雨生、付道劲

4 武汉某科技研发楼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冷鸿杰、王春香、马友才、王当瑞、宋潞云

5 泰州茂业天地项目
北京世纪中天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李观钦、陈燕波、李晓东

先锋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某国际会展中心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韩明新、王后帅、陈超、苏道林、于付涛

2 青岛地铁 1号线黄岛控制中心项目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鲍俊锋、王培海、贺超、郑玉芝、李辉

3 曼哈顿·青年创业城东 A区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孔凡悦、庄绪欣、王方琳、段林

4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临床诊疗中心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尹、朱竑锦、张年洋、郑炯炯、梁安宏

5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一安全文化博物馆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王辉、段炼、杨常乐、武明、陈顺之

6 北京怀柔医院二期扩建工程项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邢智力、罗刚、王建强、汤小丹、符晓满

7
北京新机场南航基地生产运行保障设施及

保障用房项目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武瑜、蒋永明、满孝新、李悦、宋亭亭

8
青岛市红岛胶南城际轨道交通二期工程董

家口停车场综合楼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刘树、郝世杰、刘英杰、陈淑静、温智勇

9 奥悦冰雪及水上体育综合项目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贵军、罗斯加、夏笙轩

10 第三届亚青会汕头市游泳跳水馆改建项目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小辉、郭文林、方标、许杰、毕绮琳

优秀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泰山中学体育馆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青岛分院 霍尚龙、苏循波

2 青岛环球金融中心项目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顾鹏、李永森、李立健、梅森、张洪涛

3 日照科技创新中心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任万辉、惠祥

4
青岛大学胶州校区校前区-演艺中心与

会议中心
青岛市民用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方宗升、何涛、刘建斌

5 东营市垦利县某商务中心 东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韩涛、项超、郭增超、李瀚泽



6 京华城 Living Mall 二馆 扬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悦

7
科技成果展览中心、配套人才公寓及服

务设施项目
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庆珍、范俊、杨茂林、郭凯旋、李宇

8 平邑县妇幼保健院新院门诊病房楼 临沂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王伟、朱浩、李君、翁瑞群、古文涛

9 罗庄办事处卫生院门诊病房综合楼 临沂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郭先锋、蔡芳芳、杨爱军、李君、唐浩中

10 烟台繁花商城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张伟东

11 威海梅兰芳大剧院 威海市建设设计院有限公司 黄荣选

12 金牛宾馆改（扩）建二期工程项目-1-5号楼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蒋小易、范琛、徐瑞

13 某市新能源智能化汽车综合试验场项目 重庆同乘工程咨询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钟澍、蒋真红、江涛、况欣、何巨玺

14 某共建示范产业园项目 上海联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沈云、张俊

15 四川省达州市文化馆及剧场 重庆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廖了、谢天、吕思颖、卢军、刘恩昊

16 湖北省某职工之家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王当瑞、王春香、马友才、高刚、冷鸿杰

17
梅县区博物馆及青少年宫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
武汉理工大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洪学新、郑龙飞、刘天宇、胡利飞

18
武汉中原长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特种

装备新能源及应用建设项目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研究院科技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周喜全

19 颍上协和医院门诊住院医疗综合楼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余红海、陶松、韩冬、叶成茂、方智宇

20 周口某酒店 郑州市建筑设计院 王善聪、邵伟、杨江涛、黄佳妮、郭恒

21 郑州某医院医疗综合楼 河南省建筑设计院 董学军、郭占伟、王红纳、张士寅

22 神木市中医医院建设工程医疗综合楼 西安利群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代小燕、张娟、白映智

23 绥德县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综合楼 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 杨天文、马新淇、胡瑞

24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业务技术用房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龚鹏宇

25 清华大学北体育馆建设工程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龚鹏宇、张菁华、丁明琦

26 中建财富中心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李悦、宋亭亭、满孝新

27 雄安新区公益性公墓及殡仪馆项目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方菲、佟泽南、张帅、王保峰、孙若镭

28 五十四所生活区旧区改造项目商业办公楼 河北金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郑旭锋、赵利贤、樊明明、祝贺

29 东胜悦中心 1号区 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付会欣、李希、杨红超、齐淑一、刘倩

30 河北省集邮大楼 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葛柳平、王剑、睢亚沛、张一帆

31 高邑综合服务中心 河北九易庄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拓发、张建浦、刘利红、孙铁

32 大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大连建发建筑设计院 陈国平



33
大连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训

练基地项目二期工程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崔萌、陈焱、胡振杰、张阳

34
防灾科技学院--学生及教师科技研发

中心项目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刘小林、陈焱、胡振杰、张阳、王馨研

35 平顶山市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项目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宋晓帆、刘伟、张君美、王丽文、胡振杰

36 保定未来石商业综合体一期项目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骏龙、姚思远

37 内蒙古兴安盟蒙医院迁址新建项目 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郭百龙、王勇、王江

38 某法院项目 内蒙古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侯丽芳、王永在、何渊、崔延泽、

39 中金泓府商业用房项目 沈阳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程忠、徐爽、杨林、王博、张晶晶

40 哈尔滨凯盛源广场 T1 写字楼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徐晓鹏、王锐

41
哈尔滨中医医院异地新建项目地下室

（影像科和供应中心）
哈尔滨建筑设计院 曹国庆、刘天智

42 大丰数艺科技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张敏敏、吴毅学、何梅玲、陈戴威、胡亦奇

43 北仑中心城区停车场暨青年sport港 宁波市天一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伟锋、晁闻

44 鹿城某医院 浙江公和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蔡中兵、陈传活、谢洁

45 宁海县旅游集散中心 宁波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向青青、李文、程建华

46 福建招银大厦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洪剑飞、李炳华、林其昌

47
浦城县梦笔文化公园、浦城美术馆建设

项目--浦城美术馆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曹华明、刘智航、黄训航、肖剑仁、郭筱莹

48 闽侯县医院新病房大楼建设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公司
曹翰林、陈锦华

49 喜达屋酒店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伟、蔡国泰、蔡少杰、黄维恒、郑曦

50 鑫禄集团总部大厦 垒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林翠娥、傅美兰、巫海兰、吴碧芳、林庆成

☆ 学生组（50 项）

设计先锋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济南市万家酒店空调工程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张志

2 办公楼项目 重庆大学 包林清、邹钦、陈怡伶、郑雅丹



设计优秀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武汉市某酒店建筑空调系统方案设计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生命学部 赵邦华、李诗婕、韩君地、高嘉阳

2 北京某办公楼暖通空调工程设计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胥晶晶

3 济南市某综合办公楼空调工程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王静、崔倩

4 上海市某办公楼空调工程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徐振红、杨传龙、夏伟宸、王鸿宇、李宁

5 上海市某德润广场空调工程设计—-1F-6F 山东建筑大学 何林、董波、谭全慧、颜世伟、房哲

6 青岛某办公楼空调工程设计 青岛理工大学 郭玮、靳淼 牛梦涵 王磊

7 武汉某综合大楼暖通空调设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武群飞、侯忠诚、杜江凌、张磊、杨晶鑫、

8 广州大学城某酒店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广州大学 王顺亮、曾思航、张欣欣、裴清清

9 重庆市某酒店暖通空调系统工程设计 重庆大学 任治立、俞柯丞、范丹丹、黎学勤、江聪鑫

设计优良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德润广场 天津大学 廉翔超、黄宸、何志豪、赵芮、徐鸣荫

2 天津某酒店建筑集中空调设计 天津商业大学 范梦珂、蔡紫涵

3 天津市某酒店暖通空调工程设计 天津城建大学 王丽娟、任彦林、郭华歌

4 内蒙古某高大空间建筑-图书馆 内蒙古工业大学 唐汝宁、张嘉雪、李伟、高龙

5 南京思锐酒店 沈阳建筑大学 李艺泽、钱浩、薛藴恒、勇婷婷

6 重庆某大学教学示范楼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顾皞、林木森、叶安琪、张晓萌

7 沈阳市某酒店的暖通空调系统设计 大连理工大学 马天驰、马淑贤

8 武汉市某综合大楼暖通空调工程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张铭、毕莹心

9 济南市某图书馆暖通空调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李笑、逯勤妍、王宜健

10 某酒店空调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秦玉鑫

11 济南市某综合楼空调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王悦

12 济南市某酒店空调工程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张嘉芮

13 济南市某酒店空调系统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郑展江

14 青岛某办公楼空调工程设计 中国石油大学 徐春雯、曲俊山、黄宏政、涂玄録

15 青岛市某综合大楼空调系统设计 青岛理工大学 刘龙、蔺汉清、刘翠浴、蔡辰熙、杨慧敏

16 长沙某综合大楼空调系统设计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系
文远高、叶盛慧、尚瑨、王易丙



17 武汉某酒店中央空调工程设计 武汉纺织大学 陈海栋、卢海东、王心雨、赵一丹 、夏锐玥

18 长沙市友信大厦暖通空调设计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周传辉、李佳雯

19 基于 BIM 的合肥市图书馆建筑空调系统设计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陈星雨、吴丽

20 上海某酒店项目建筑空调系统设计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朱凡、袁啊龙、童飞、刘伟

21 合肥某酒店暖通空调工程设计 安徽建筑大学节能研究院 林文定、杨叶萌、张嫣然

22 上海市某医院暖通空调设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陈星、王志伟、王曼

23 西安市某办公建筑空调系统设计 西安科技大学 闫钰亭、万学宁、

24 南京某办公楼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严辉、赵晨博、滕琪、周斌

25 上海某办公楼暖通空调工程设计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何顺昌、陈思明、林超铭、黄文勇

26 合肥市某酒店建筑暖通空调工程设计 重庆科技学院 肖静、文露、刘坤、郭迎浩

27 重庆某酒店项目 重庆科技学院 刘德亮、李锐、张宏宇、李浩、雷玉棚

28 酒店建筑 重庆大学 杨奇志、罗依琳、许鸿翔

卓越指导教师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济南市万家酒店空调工程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于涛

2 办公楼项目 重庆大学 李楠

优秀指导教师奖

序号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项目完成人

1 武汉市某酒店建筑空调系统方案设计 北京工业大学 刘忠宝

2 北京某办公楼暖通空调工程设计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郑国忠

3 济南市某综合办公楼空调工程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庄兆意

4 上海市某办公楼空调工程设计 山东建筑大学 刘俊红

5 上海市某德润广场空调工程设计—-1F-6F 山东建筑大学 刘俊红

6 青岛某办公楼空调工程设计 青岛理工大学 崔红社

7 武汉某综合大楼暖通空调设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岳斌佑

8 广州大学城某酒店中央空调系统设计 广州大学 裴清清

9 重庆市某酒店暖通空调系统工程设计 重庆大学 肖益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