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名单(排名不分前后)

姓名 专业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彭礼孝 建筑学 主编 《城市环境设计》UED 杂志社

孙建华 建筑学/设计管理 高级工程师/高级室内建筑师 ATENO 天诺国际设计顾问机构

杨邦胜 室内设计 总裁/设计总监 YAC（国际）杨邦胜酒店设计顾问公司

田宏 建筑学
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高级副总监
阿特金斯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毕功华 建筑学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孙卫心 建筑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张振民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陈其祖 工民建 正高级工程师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高松 建筑学 总建筑师/正高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方惟寅 工民建 院长/教授级高工 安徽省四方综合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曹明振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高明磊 建筑学 总建筑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袁东 建筑
上海分公司院长/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孙兆杰 建筑学
首席建筑师/总经理/河北省建筑大

师/教授级高工/一级注册建筑师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曹胜昔 建筑学
总经理助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

级注册建筑师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路 建筑设计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京 建筑设计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谭晓红 城市规划 副总/高级工程师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金科 工民建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宋丽 化学 总经理 北京格林京丰防火玻璃有限公司

郑嘉佳 建筑学学士 副总经理 北京冠亚伟业民用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弓箭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 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申国全 古建筑 总经理/一级注册建筑师 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胡建新 建筑学 总建筑师 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杨福海 建筑学 工程师/副总经理 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闫志刚 EMBA 总经理 北京建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王佳
建筑电气防火\建筑信

息化\BIM
系主任/教授 北京建筑大学

业祖润 建筑学 教授/工程院院士 北京建筑大学

陈静勇 建筑学 教授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王岚 建筑学 系主任/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

胡映东 建筑学、城市设计 建筑系副主任/副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夏海山 建筑学 院长/教授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李捷 建筑学 总经理/总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北京李捷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李韫 建筑结构 总经理/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北京李韫结构设计事务所



宋婧 建筑 副总裁/交付中心总经理 北京秦淮数据有限公司

霍晓卫 城市规划 高级工程师/遗产中心主任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弓 建筑学 正高级工程师/院副总规划师、所长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黛 建筑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

筑师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晞 装饰艺术 董事长院长 北京清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张华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

师、SUNLAY 三磊创始合伙人
北京三磊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杜昕 经济管理 董事长 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刘宝林 电气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北京世纪安泰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叶林标 化工 教授级高工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

刘开济 建筑 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马国馨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德绳 暖通空调 顾问总工/教授级高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洪元颐 电气自动化 总工/教授级高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国红 硕士研究生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室主任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莹 硕士研究生 高级建筑师/副室主任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晓钟 建筑学
公司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教授

级）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全胜 建筑设计及理论
教授级高工/董事长/总经理/党委

书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邵韦平 建筑 总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越 建筑 总建筑师/正高级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成群 建筑 总工/教授级高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宏庆 建筑 总工/教授级高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朱小地 建筑学 总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宇 建筑与土木工程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亦农 建筑设计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方 建筑设计 高级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柏 建筑学 总建筑师 北京首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屈萌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市场营销中心总监 北京希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刘域 建筑学 董事长 北京新领域创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叶红 建筑学 高级建筑师 北京艺豪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赵敏 建筑学 总建筑师 北京中联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王道正 工民建 总经理 北京中体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王永刚
建筑学、公共艺术、旅

游规划
院长 北京主题纬度城市规划设计院

张磊 建筑学 副院长 北京筑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朱建松 建筑 一注总建筑师 北京卓建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孟丽 暖通空调 副董事长/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 贝科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王豫章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成都华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罗莹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分公司总建筑师/集团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资深建筑师

单颖 建筑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长江 建筑、材料 经理 大连长江艺术装饰有限公司

冯肃元 建筑学
总经理/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

师
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陈音
工商管理硕士；燃气热

能工程学士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 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

杨景胜 建筑学、经济学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东莞市城乡规划协会

麦德斌 室内设计 设计总监 东莞市创达维森设计有限公司

沈国尧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崧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正高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韩冬青 建筑学 副院长/教授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钟训正 建筑学 教授、工程院院士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齐康 建筑学 所长/教授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

俞挺 建筑 主持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非作建筑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揭建刚 工商管理 总经理 丰和营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许利惟 结构工程 副教授 福建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施振华 施工、质量 董事长/院长/会长/高工
福建华峰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建科检测研

究院有限公司、泉州市土木建筑学会

高维庭 暖通空调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福建经福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周键霖 工程地质 教授高工 福建闽晖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黄汉民 建筑学 首席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汉民 建筑电气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政恩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程宏伟 给排水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戴一鸣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 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晏音 结构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筱莹 暖通 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林颖孜 结构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春风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卢伟煌 结构 教授级高工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铭炳 岩土工程 总工/教授级高工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梁章旋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任希 建筑学专业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哲生 物探 教授级高工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林洪钟 电气自动化 总工/正高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彭晓 建筑学 总经理 福州安润福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房贞政 结构工程 教授/副校长 福州大学土建学院

陈元桂 电气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坤松 岩土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严可煊 岩土工程 副院长/院副总工/教授级高工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

黄滨 结构工程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

张友芗 建筑设计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

罗崇德 土木工程 董事长、正高级 甘肃省建设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李中辉 建筑 副院长、正高级建筑师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冯志涛 建筑 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屈刚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唐祝华

燃料化学工学（大连工

学院化学工程系，1965

年毕业）

研究员/二级警监 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张士翔 工程力学 所长/教授级高工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锦超 建筑学 院长、高级建筑师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礼军 建筑学 院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星 结构 教授级高工/院总工程师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桢章 建筑结构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雄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洪卫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罗赤宇 建筑结构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苏恒强 结构工程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刚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邓勇杰 建筑学 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广西华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盛宇宏 建筑学 一级注册建筑师 广州伯盛建筑设计事务所

李炜 建筑学 院长/教授级高工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河 建筑设计 副院长/总建筑师 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林学明 艺术设计
创始人/创意总监/高级环境艺术设

计师
广州集美组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林兆璋 建筑 总工 广州市翰景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

马震聪 建筑学 副院长、总建筑师 广州市设计院

张南宁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广州市设计院

郑启皓 建筑学 正高 广州市设计院

常煜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广州市设计院

高琳 建筑结构设计 院副总工程师 广州市设计院

韩建强 建筑结构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广州市设计院

李继路 暖通空调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广州市设计院

吴树甜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一级注

册建筑师
广州市设计院

杨焰文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广州市设计院

姚迪 建筑学 总工室副主任/高级建筑师 广州市设计院

赵力军 给水排水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调离

周名嘉 工业自动化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广州市设计院

邹军 工业电气自动化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广州市设计院



郭明卓 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广州市设计院

谢英凯 工程与设计项目管理 董事兼设计总监 广州市汤物臣肯文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魏浩波 建筑 研究员 贵阳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覃士杰 建筑学
院技术总监/国家一级建筑师、高级

建筑师
贵阳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黎明 建筑学 院长/研究员 贵州大学勘察设计研究院

伍新凤 建筑设计 总经理、副教授
贵州民族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贵州天海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刘勤世 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贵州省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罗德启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建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董明 建筑理论 总建筑师/研究员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谭志民 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卢裕生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孙礼恭 建筑学
院长顾问、高级建筑师、一级注册

建筑师
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徐宗伟 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陈昌生 建筑学 院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

陈剑飞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梅洪元 建筑学 院长/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张小冬 结构
副院长/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贾君 建筑结构 副总工、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高英志 建筑设计及理论 分院院长、副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余洋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副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康健 建筑技术科学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孙澄 建筑学 副院长/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周立军 建筑学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沈世钊 结构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李国平 工业与民用建筑
董事长兼总经理/一注建筑师、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海南中电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姚振生 建筑学 总建筑师 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程泰宁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幼芬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薄宏涛 建筑学
上海公司副总经理/高工/一级注册

建筑师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潘军 暖通 总工/高工/一级注册设备师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大鹏 建筑学 副总工/高工/一级注册建筑师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谢维 建筑学 设计主管/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杨旭晨 工业与民用建筑
副总工/教授级高工/一级注册结构

师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殷建栋 建筑学 副总经理/高工/一级注册建筑师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于晨 建筑学 上海公司建筑所所长/工程师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郑庆丰 建筑学
上海公司总建筑师/高工/一级注册

建筑师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周旭宏 建筑学 上海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郭密文 博士研究生 总工程师 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闫德刚 工程地质 副总裁 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汪正章 建筑学 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

潘国泰 建筑学 院长/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徐芸霞 建筑学 董事、高级设计总监 何显毅（上海）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

郝卫东 建筑学 董事长/总建筑师 河北北方绿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庞海军
建筑学、MBA 工商管理

硕士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

册建筑师
河北大成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岳欣 建筑学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

册建筑师
河北大成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王小文 建筑学 副总经理、高级建筑师 河北大成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蒋群力 建筑学 总建筑师 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王鹏 建筑设计及理论 院建筑专业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刘晔 建筑学专业 总经理/高级建筑师 河北九易庄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孔令涛 建筑学 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河北九易庄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姜杰 建筑学 执行董事长、总建筑师 河北拓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付宇杰 建筑学 总建筑师 河北拓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闫瑾 院长、教授 河南城建学院管理学院

孙华锋 室内建筑设计 总经理/高级室内建筑师 河南鼎合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王益民 美术。工民建 高级室内建筑师 河南梵木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彭盛恩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岩土工程
教授高级建筑师 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力岩 建筑学
院总建筑师/研究员级高级建筑师/

黑龙江省工程设计大师
黑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赵伟 建筑学
院长/研究员级高级建筑师/黑龙江

省工程设计大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黑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朱宏林 建筑学 董事长、高级建筑师 宏城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柳肃 建筑学 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魏春雨 建筑设计、城市设计 教授、博导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巫纪光 建筑学 教授/一级注册师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湖南省土木建筑学会

崔起鸾 工民建 教授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谭正炎 建筑学 总建筑师/高级建设师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湖南省土木建筑学

会

周湘华 建筑学 总建筑师/正高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杨瑛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蒋涤非 建筑学 系主任/教授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伟 室内设计 硕导教授
湖南师大美术学院长沙佳日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汪大绥 结构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超 工民建 所长、正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汪孝安 建筑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管式勤 建筑学 资深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维平 建筑设计 副总建筑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凌本立 建筑 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梦驹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建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翁皓 建筑 院副总、教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冯旭东 给排水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振雄 工民建 资深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田文之 建筑学 资深总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马伟骏 暖通空调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陆道渊 工民建 副总工/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富林 结构 副总工/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芮明倬 工民建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副总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傅海聪 建筑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平山 结构 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邵民杰 电气自动化 教授级高工/副总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俊杰 建筑 院长/院副总建筑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晴云 结构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秋平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建祥 建筑学 副院长/副总建筑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建龙 土建结构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育祥 电气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扬 给排水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毅 动力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文芳 弱电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钱观荣 电气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正魁 给排水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健 结构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姜文伟 结构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邵晶 建筑设计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刚 建筑学 副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婷婷 建筑学城市规划 副所长/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雷 建筑学 所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国荣 暖通空调 机电中心主任/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崔中芳 建筑学 所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叶大法 暖通空调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梦成 固体力学 教授/副校长 华东交通大学

沈迪 建筑学 总建筑师 华建集团

高承勇 建筑结构 总工程师（退休） 华建集团

张霖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高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徐欢澜 城市规划 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谭方彤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刘宏 结构工程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陈永青 给水排水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晓林 建筑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徐群英 建筑电气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吴燕秋 工业与民用建筑
公司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钟毅 建筑结构工程 总经理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庞吉宁 建筑学 建筑设计院副院长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蒋伯宁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雷翔 城市规划设计 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庞波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徐洪涛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总建筑师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莫海量 建筑学 副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宋磊 建筑学 院长助理、高级建筑师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王学峰 给水排水 高级工程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卫宏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副院长兼书记/教授级高工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倪阳 建筑学 研究员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丘建发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中平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骏 建筑学 副主任、高工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韦宏 结构工程 副院长、研究员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寿劲秋 建筑学 建筑三院院长、高级工程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包莹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帆 给水排水 高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罗建河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党委书记、副总建筑师、建筑设计

一院院长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少鹏 建筑设计及理论 高级工程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璞洁 供热与通风 高工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莫理莉 电气工程 高级工程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汪奋强 建筑学 工程师/副主任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汤朝晖 建筑学 高工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一民 建筑学 常务副院长/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王静 建筑学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何镜堂 建筑 院长、教授、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孟庆林 建筑技术科学 教授/中心主任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胡旭辉 大学本科 副院长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建国 副院长兼总工、教授级高工 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赤 环境艺术 教授、副院长 吉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张钦楠 土木工程 研究员级高工 建设部

叶如棠 建筑学 高级建筑师 建设部

许溶烈 土木工程 主任/教授级高工 建设部科技委



秦兰仪 供热与通风 原司长/教授级高工 建设部离退休干部局

李先逵 建筑学 司长/教授 建设部外事司

于天赤 建筑学 总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

冯康曾 结构 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

汪祖培 建筑结构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

徐正忠 建筑结构 顾问总工程师/研究员 建研院中国建筑技术开发总公司

季翔 建筑学
院长、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

级注册建筑师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黄浩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总建筑师 江西省浩风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

许秋华 建筑结构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江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陈师演 工业与民用建筑 正高级工程师/总经理 江西省土木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许匡中 建筑学 高级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江西省宜春市宜诚施工图设计审查有限公司

王珍吾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院长 井冈山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孙跃 建筑学
设计总监、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

工程师、LEEDAP

楷亚锐衡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CallisonRTKL 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蒋鸿兴 工民建 董事长/正高 昆明官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陈和雄 给排水 副总工/正高 昆明官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杨宝璋 工民建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昆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简宇航 建筑学 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 昆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席伟 电气
副总工程师/电气总工程师/正高级

工程师
昆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余广 给水排水 高级工程师 昆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褚（chu）

青青
土建结构 技术处处长、副总工程师、正高工 昆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苏谦 油画 副教授 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金光辉 建筑
副院长/正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

册建筑师
兰州市城市建设设计院

董屹江 建筑学 高级设计总监 离职

施永芒 结构工程 设计副总裁/高级工程师 离职

杨晔 建筑学 院长/教授级建筑师 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孙胜进 学士 教授级高工/院副总工程师 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姚金凌 房屋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 林同炎李国豪土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启成 工业与民用建筑 总建筑师/研究院 临沂市规划局临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尹臻 建筑 董事、首席设计师、中级职称 蔺科（上海）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商宏 建筑学 董事长 蔺科（上海）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LINK）

王德华 管理工程 副总裁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任宪玉 环境艺术设计 副教授 鲁迅美术学院

吕永中 设计 主持设计师 吕永中设计事务所

戎武杰 建筑
总建筑师、技术管理产品研发部总

经理
绿地控股集团



徐从淮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教授/正高工 南昌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杨玲明 给水排水工程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院设备总工 南昌大学设计研究院

吴闽 建筑学 教授/副院长 南昌大学设计研究院/建工学院

张慧娥 学士 副总 南昌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艾云辉
建筑学及城市规划专

业
高级工程师总建筑师 南昌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小燕 本科 高级工程师/总经理 南昌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凌 建筑设计 副主任、教授 南京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冯金龙 建筑设计 董事长、总经理 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丁沃沃 建筑学 副所长/院长/教授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

傅筱 建筑设计 副教授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吉国华 建筑学 教授，院长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李青 建筑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南京金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钟容 建筑 总建筑师/研究员级高级建筑师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田炜 结构设计 技术中心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陆总兵 工程管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 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张鹏举 建筑学 董事长/教授 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陆启水 建筑学 高级建筑师 宁波陆启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李志辉 建筑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尹冰 建筑
总经理/常务副总建筑师/正高职高

级工程师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建中 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 院长/正高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查金荣 建筑学 院长/正高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蔡爽 副总裁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文锋 土木工程 教授 青岛理工大学

赵新华 电气 院长/研究员 青岛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王春 结构 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研究员 青岛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胡东祥 建筑学 总建筑师/副经理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晁元良 建筑 高级建筑师 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耀东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研究员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方云飞 建筑学 建筑师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姚红梅 建筑 副总建筑师,第三分院院长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朱晓东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曹涵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季元振 建筑学 副院长/教授级副总建筑师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庄惟敏 建筑 教授/院长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朱文一 建筑学 教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栗德祥 建筑学 教授/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单军 建筑学 副院长/教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王丽方 建筑学 博导教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林波荣 建筑技术 教授、副所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研究所



苏丹 环境艺术设计 副院长、教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周浩明 建筑学、环境设计 教授、博导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

韩林海 结构工程专业
建筑防火分会副理事长、系主任、

教授、博导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陈光 建筑学 集团副总裁/总建筑师/研究院院长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王绍森 建筑学 院长、教授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陈礼建 土木工程 院长、总工/教授级高工 厦门中福元建筑设计研究院

何兵 建筑、规划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规划师/一

级注册建筑师/院副总建筑师
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申作伟 城市规划 总经理、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黄绳 建筑 系主任/教授 山东大学建筑学系

仝晖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院长/教授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赵西久 工民建 总工程师/工程技术应用研究院 山东聊城集团有限公司

宋义仲 工民建 院长/研究员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贾华远 工民建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研究员 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

王宏业 建筑施工 总工、高级工程师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王寒冰 美术 创意总监高级室内建筑师 山西德道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冯高磊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左国保 建筑学 总工、教授 山西泰合建筑科学研究院

冯桂 材料 副总工程师 上海宝冶集团公司

李瑶 建筑学 主持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上海大小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邵琦 建筑经济 总经理 上海迪岩建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嵩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
上海复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

梁呐 建筑学 总经理 上海高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叶铮 室内设计 总设计师 上海泓叶室内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罗凯 建筑设计及理论 董事长/总建筑师 上海华东发展城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玄春光 建筑学 设计总监
上海华东发展城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项永平 工业与民用建筑 高级工程师/董事长 上海建筑防水有限公司

刘恩芳 建筑学 院长/副总建筑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蔡兹红 结构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何焰 暖通 院暖通专业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春 工民建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众励 电子与信息技术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顾嗣淳 应用力学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行健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一级注册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洪碧荣 城市规划 资深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唐玉恩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皆正 建筑学 资深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陆余年 结构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寿炜炜 暖通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亚明 结构 总工/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国亮 建筑学 院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包子翰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晨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文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姜世峰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潘琳 给排水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伟国 工业与民用建筑 董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崔永祥 建筑设计 副总建筑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钺 建筑 公司总建筑师助理、高级工程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袁建平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蔡淼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文杰 建筑学 主任/高工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钱学中 建筑学 上海建筑学会顾问

江欢成 工民建 资深总师/院士 上海江欢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刘朔坦 建筑 副董事长兼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交大安地建筑设计公司

龚景海 结构工程 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

刘士兴 建筑学 总建筑师/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

交通大学建筑系

叶松青 建筑管理 董事长/院长/高级工程师 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张易生 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教授 上海开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沈晓明 建筑 总建筑师 上海明悦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曹嘉明 建筑学 副总裁/教授级高工 上海市建筑学会

吴之光 建筑学 资深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上海市建筑学

会

宋微建 建筑室内 高级工程师 上海微建建筑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申南生 动力 （教）高/副总 上海现代都市建筑设计院

李军 建筑学 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上海现代都市设计院

梁庆庆 暖通空调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现代都市设计院

武申申 建筑 董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现代华盖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李东君 城市规划 高级建筑师/副总规划师 上海现代集团规划院

赵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总建筑师 上海现代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汪定曾 建筑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公司

盛昭俊 建筑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公司

魏敦山 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公司

蔡镇钰 建筑 教授级资深总师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公司

姚念亮 结构 资深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公司

邢同和 建筑 资深总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公司

黄绍铭 地基基础 资深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公司

黄磊 工民建 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沈立东 建筑学 副总裁/教授级高工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建

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祖荃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

师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

夏冰 项目管理 教授级高工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

司

梁士毅 工民建 教授级高工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

司

张淑萍 建筑 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传顺 管理学 总工程师 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覃力 建筑 教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黎宁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副总建筑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龚维敏 建筑设计 总建筑师/教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孙丽萍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曹卓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卢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许安之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高青 建筑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艾志刚 建筑学 副院长/教授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王晓东 建筑设计 总建筑师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范悦 建筑学 院长/教授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杨文焱 建筑 副总师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设计研

究院

张梁 陶瓷专业 设计院副院长 深圳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朱守训 建筑学 顾问总建/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秦岳明 建筑学 设计总监 深圳朗联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夏媛 建筑学 分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黄任之 建筑
顾问总工/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

筑师

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金锦大 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资深顾问/高级建筑

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牟中辉 建筑学 董事总经理/执行总建筑师 深圳市华汇设计有限公司

肖诚 建筑学 董事长/首席建筑师 深圳市华汇设计有限公司

倪阳 建筑学 董事长/高级建筑师 深圳市极尚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郭满良 建筑结构 副总工/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孟建民 建筑学 总建筑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刘琼祥 结构
常务副院长/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王启文 结构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黄晓东
建筑学、城市规划与设

计
总建筑师/正高级建筑师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章海峰 建筑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

师/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徐昀超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本原院（医疗院）副院

长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邢立华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本原院（医疗院）院长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杨旭 建筑设计及理论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执行总建筑师/

副总经理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姜峰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琚宾 室内设计专业 设计总监 深圳市水平线空间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刘福义 工业与民用建筑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深圳市土木建筑学会秘书长

谭泽斌 工程地质 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深圳市中孚泰文化建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汤桦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 深圳汤桦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时芳萍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设计部主研究

员级高工/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工

程师

深圳中海世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余坚瑜 建筑学 总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深圳中海世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余伟 建筑学 总经理/总建筑师 深圳中海世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张伶伶 建筑 院长/教授、博导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规划学院

刘军 材料学 副校长/教授 沈阳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王双军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总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王跃 陶瓷工艺美术设计 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石家庄常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罗德泉 环境设计
副教授/环境设计系主任/旅游空间

环境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四川旅游学院

刘卫兵 建筑设计
教授级高建筑师/董事长/总建筑师

/
四川省大卫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瑞 给水排水 副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隗萍 结构 常务副总/正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家良 给水排水 常务副总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纯 建筑 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柴铁锋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中级职称/一级注册建筑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贺刚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斌 电气 电气主任/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唐元旭 结构 副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涂舸 建筑学 常务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继红 建筑及景观 院副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卫 建筑学 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章一萍 建筑结构 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章耘 工程造价 院副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仕兴 建筑结构 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邹秋生 暖通空调 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毛永宁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四川远建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时匡 建筑学 教授/设计师 苏州工业园区

阚曙彬 工业设计 副教授 天津大学

张波 城市规划 副总建筑师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吕大力 建筑学 总建筑师/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吴放 建筑学 总建筑师/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丁永君 结构 总工程师/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张繁维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张华 建筑学 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蔡节 建筑学 执行总建筑师/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张锡治 结构工程 副院长/副总工/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于敬海 结构工程 党委书记/副总工/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孙绍国 建筑电气设计 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刘洪海 给水排水
设备专业总工程师/研究员/正高级

工程师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安海玉 结构工程 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王丽文 暖通 副所长/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谌谦 建筑学 院总建筑师/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罗迪 结构工程 院副总建筑师/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程万海 结构工程 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袁大昌 城市规划 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祝捷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胡振杰 暖通设计 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张大昕 建筑 副总建、高工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张大煦 建筑结构 顾问总工/教授级高工 天津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杜冰 土木工程 副院长/正高 天津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宋彻 结构 院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天津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军 园林风景 院长/正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景 建筑学 院长/正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东林 电气自动化 电气总工/正高级工程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朱铁麟 建筑学 正高级建筑师/院总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津奕 建筑学 所长/正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卓强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正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铮 建筑学 总建筑师/正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屠雪临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正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强 室内设计 高级室内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绍研 建筑学 副院长/正高级规划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鸿瑞 建筑学 副院长/正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晓宇 结构 副院长/正高级工程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佟武 工业电气自动化 副院长、正高级工程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家臣 建筑
院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

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敖宜 结构 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建华 暂无 暂无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伍小亭 暖通 院专业总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兆纬 结构 正高级工程师/院总工程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鸿新 建筑 院总建筑师/正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韩玲弟 建筑学 正高级建筑师/院总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祖玲 建筑 副院长/正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一心 建筑学 院长/正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任军 建筑学 首席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天津市天友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宋静 建筑学 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天津中怡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张思原 工商管理 总经理 天津中怡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赵雅荣 建筑学 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调离

程毅强 建筑 总建筑师/教授级 调离

谷再平 建筑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调离

李钫 建筑学 教授级 调离

吕西林 结构工程 所长/教授 同济大学

田宝江 城市规划 副教授 同济大学

丁士昭 工程管理 所长/教授 同济大学

杨丽 建筑学、建筑物理 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

左琰 建筑学 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孙彤宇 建筑学 教授/博导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王健 暖通
副所长/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苏旭霖 工民建 副总工/教高工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周建峰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车学娅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虞终军 结构工程
集团副总工程师/二院副院长/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赵颖 建筑

集团副总建筑师/上海市建筑学会

养老建筑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建筑学会女建筑师分会委

员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丁洁民 结构 院长/研究员/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巢斯 结构 总工/正高级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归谈纯 给水排水 集团副总工/教授级高工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曾群 建筑学 副总裁/教授级高工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刘毅 暖通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郑毅敏 结构工程 副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任力之 建筑
副总裁/总建筑师/建筑设计二院院

长/正高级工程师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汤朔宁 建筑学 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张峥 结构工程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庄宇 建筑学 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支文军 建筑历史与理论 教授/时代建筑杂志主编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钱锋 建筑学 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杨春侠 建筑学、城市设计 副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王广斌 建设工程管理 教授/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系主任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卫东 建筑学 总建筑师/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刘元琦 城市规划
设计总监/总建筑师/工程技术应用

研究员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史亚雷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副总经理/总建筑师 万科上海区域/上海万科

张连悦 工民建 总工程师/研究员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公司

孙黎明 包装装璜 设计总监/高级室内建筑师 无锡市上瑞元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李正刚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

董霄龙 建筑学 院总建筑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

潘蓉江 建筑学 建筑室副主任/教授级高工 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

闫正义 建筑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

向宗煜 建筑高分子材料 技术总监 武汉工程大学武汉天衣新材料有限公司

李保峰 建筑学 主任/教授 武汉华中科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喻幼卿 化学工程与工艺 总经理 武汉天衣新材料有限公司

邵利东 计算机会计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武汉鑫长安系统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余平 环境艺术设计 教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

张群 建筑设计及理论 一级注册建筑师/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李岳岩 建筑学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李昊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副院长/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李志民 建筑学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李军环 建筑学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杨柳 建筑技术科学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董芦笛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副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邸 建筑学 副院长/教授 西安科技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吴昊 建筑环境艺术 博导/教授 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

刘克成 城市规划/建筑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西安市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高中俊 桥梁与隧道工程 院长/高级工程师 西安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锦 港航工程 高级工程师 西藏自治区建设厅

伍盛江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常务副总经理 西牛皮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李进 建筑 设计总监
奚地国际悉地（深圳）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张宇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钱劭彦 结构 副总裁/院长 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刘慧 建筑 高建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钱平 建筑 院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江兵 建筑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李兴林
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

系统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陈文良 电气
副总工程师/设计总监/研究员级高

工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赵德志 建筑学 设计总监/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郑大华 给排水 给排水总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王浪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高级工程师/高级设计总监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白汝 建筑学学士 高级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余新海 规划设计 设计副总裁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张鑫 结构 副总经理、高工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庄葵 硕士建筑学 CCDI 悉地国际副总裁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胡铮 建筑学 高级设计总监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朱翌友 建筑学 公共建筑事业部总建筑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张海宇 给水排水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赵旭千 土木工程
结构事业部总经理兼任技术副总经

理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苏元颖 建筑 设计副总裁/高级建筑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傅学怡 结构工程 总工程师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杨想兵 结构工程 副总工程师/技术发展中心主任
悉地国际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杨国华 结构工程 协同设计总监
悉地国际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李炳华 发供电 电气总工/正高
悉地国际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吕强 建筑学 副总经理
悉地国际悉地（北京）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

杨海 建筑系 高级工程师/副总裁
悉地国际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

司

薛求理 建筑学 课程主任 香港城市大学

林毅 建筑学
副总经理/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

筑师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郭文波 本科 董事副总经理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陈竹 建筑学 执行总建筑师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陈日飙 建筑学
董事/设计总监/高级建筑师/一级

注册建筑师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邹经宇 建筑学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王小东 建筑学 高级建筑师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范欣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提高待遇高级建筑

师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薛绍睿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席建立 工民建 院长/提高待遇高级工程师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袁金西 建筑结构
顾问总工程师/提高待遇高级工程

师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张恒业 建筑学 技术部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胡峻 工业与民用建筑 院副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左涛 建筑学 副院长/高级建筑师 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刘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新疆玉点建筑设计院

刘书兴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新世源创（北京）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汪庆中 土木工程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新宇建设有限公司

徐辉 建筑设计与研究
董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级注

册建筑师
徐辉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李敏泉 建筑学
雅克设计学术总监/教授/海南土木

建筑学会副秘书长
雅克设计有限公司/海南省土木建筑学会

喻肇川 建筑
总建筑师/台湾注册建筑师/中国一

级注册建筑师

喻肇川建筑师事务所（台北）佳木斯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上海第二分院）

窦志 建筑学 正高 远洋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邓鑫 设计项目管理 设计总监 云南博睿大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杜小光 建筑学 总建筑师 云南省建筑工程设计院

饶维纯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王绪华 工民建 副总工/正高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赖竹寒 工业与民用建筑 副总工/正高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徐锋 建筑学 总建筑师/正高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罗文兵 建筑学 正高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张军 建筑 分院总建筑师 云南省设计院建筑分院

毛昆 建筑学 总建筑师/一注 云南世纪阳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曾益海 建筑学 副总工程师/高工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越
建筑设计、城市设计、

城市规划
主任/博导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沈济黄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石安 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裘涛 结构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吉士 暖通 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严家 工民建 顾问总工/教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莫洲瑾 建筑学 工程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毅 制冷及低温专业 研究员/院执行总工程师/院长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健 建筑学
正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副总建筑

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靖华 给水排水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群建 岩土工程 研究员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秦从律 结构 副所长/研究员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丹申 建筑学 院长/研究员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干钢 结构 顾问总工程师/研究员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余祖国 岩土工程 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肖志斌 结构 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黎冰 建筑学 副院长/研究员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胡慧峰 建筑学 三院院长/设计总监/研究员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建 建筑设计 主任/工程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易栋 建筑学 分院院长/副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钱锡栋 建筑学 分院院长/高级工程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邱文晓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陆激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劳燕青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主任建筑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震陵 建筑学 正高级工程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殷农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鲁丹 建筑学 分院院长/设计总监/高级工程师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陶锷 建筑 总建筑师 浙江佳汇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曹跃进 建筑设计 副院长/教授级高建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施祖元 结构 院长/教授级高工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益德清 建筑结构 顾问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方子晋 建筑 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杨彤 电气技术 副总/教授级高工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何江 给水排水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杨学林 结构工程 总工/教授级高工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柴镇硕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建筑与城市设计院院

长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许世文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陈志青 建筑学 正高级工程师/副院长 浙江省建筑研究研究院

金剑波 建筑 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台州市规划管理事务中心

林东海 建筑学 总经理/高工/一级注册建筑师 浙江新创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谢增益 工业与民用建筑 高级工程师 中房华通置业公司

刘世强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

师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叶欣 建筑学硕士研究生
副所长/一级注册建筑师/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LEEDAP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蒋培铭 建筑 总建筑师/教授级建筑师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蒋培铭工作

室

于正伦 建筑学 院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

王振军 建筑设计
副总工程师/总建筑师/一级注册建

筑师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王振军工作室

黄星元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娜 建筑结构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娄宇 结构工程 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立 电子工艺
院科技质量部部长、工程技术研究

院院长/研究员级高工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成戈 建筑学 建研院副院长/高级建筑师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瑞林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曹征富 工民建 高级工程师 中国海军工程质量监督站

柳涌 电子 副总/教授级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中海物业副总

傅绍辉 建筑学 总建筑师/研究员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窦晓玉 建筑设计 副总经理/研究员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大忠 建筑学 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总部

欧阳东 电气 机电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修龙 结构工程 院长/研究员 中国建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宏祥 经济管理 院党委书记、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文兵 建筑学 院长/正高 中国建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顾均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左勇志 土木工程
教授级高工/副总工/司法鉴定/咨

询中心中心主任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郁银泉 结构 总工/教高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宗武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克良 建筑 总师/教授级高师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洪礼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晓岩 建筑电气 常务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丽娜 暖通 常务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金鹏 给水排水 教授级高工/副总工程师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金元 建筑电气 院常务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一红 结构设计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文杰 建筑学与城市规划 一级注册建筑师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杨凌聆 建筑学
院长/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

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黄友谊 建筑学 总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饶承东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李雪梅 建筑学 项目负责人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王亚勇 工民建 院副总/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罗隽 建筑学/哲学 总建筑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

限公司

宫剑飞 岩土工程 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

高文生 岩土工程 所长/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

王曙光 岩土工程 副总工/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

杨军 岩土工程 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

赵建平 建筑照明 研究员、副院长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

唐曹明 结构工程 教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景辉 建筑材料及制品 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

季广其 建筑材料及制品 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

刘文利 环境工程 常务副总工/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

吕振纲 市政公路 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

孙旋 安全技术与工程 火灾风险研究室主任/高工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

张新立 高分子材料 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

朱春玲 高分子材料 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

胡荣国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

马立东 建筑历史与理论 院长/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

邱仓虎 建筑结构工程 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

薛明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

肖辉乾 工民建 顾问总工/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物理所

芦岩 建筑学
院长/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一注建筑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西南分院

张辉 建筑学 深圳分院常务副院长/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宏文 建筑防火 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引擎 建筑防火 顾问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培福 建筑结构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程绍革 结构 副总工程师/研究员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大鹏 应用化学 高工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史铁花 建筑结构 研究员/主任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郁枫 建筑学
设计院副总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

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清勤 暖通空调 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存东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一注 中国建筑设计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俊民 工业电气自动化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宋源 建筑学 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霍文营 结构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潘云钢 暖通 副总工/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娥飞 暖通 院副总/教授级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任庆英 结构 结构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世明 给排水 副总工/正高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文才 自动化 副总工/教高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燕辉 建筑 教授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朱炳寅 工民建 结构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一峰 建筑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汪恒 建筑 执行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范重 无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尤天直 结构工程
结构专业院总工、副院长/教授级高

工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文渊 结构 结构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明全 工民建 结构院长/教授级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兴钢 建筑设计 副总/教授级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琳 工民建 副总/教授级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锂 给排水
副院长/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关文吉 暖通空调 机电院副院长/教高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同滨 建筑学 所长/研究员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祺 建筑学 院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静威 建筑学、城乡规划学
第一建筑专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级高级建筑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钿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装配式建筑院院长/教

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蔡敬琅 暖通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叶耀先 工业与民用建筑 顾问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崔愷 建筑学 副院长/教授级总建筑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樊康 建筑学/工程管理 党委书记/研究员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冠谦 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文成 暖通 院长/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洵蕃 建筑 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务院特贴专家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英凡 建筑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锦秋 建筑设计及理论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徐健生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屈培青工作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院主创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元超 建筑学 院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军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所长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屈培青 建筑学
西北院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

筑师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



韩杰 副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肖林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蒋晓红 电气设计 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钱方 建筑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冯远 结构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龙卫国 结构 常务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冯雅 建筑物理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平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邱小勇 建筑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殷波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肖克艰 结构 副总工/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邓开国 工民建 院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廷学 工程造价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明 暖通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钢 给排水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方长建 结构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毕琼 结构 结构副总/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冯中伟 结构 副总/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远平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勇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琦 建筑学 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戎向阳 暖通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杜毅威 工业自动控制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小宾 建筑结构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雄伟 建筑 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革非 供热与通风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波 给水排水 院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峰 建筑设计及理论 总院副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刚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院副总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宜丰 结构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艺 建筑学 院常务副总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秦盛民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慧 建筑学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建兵 建筑电气 副总/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士策 教授级高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擎夏 建筑学 资深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黎佗芬 建筑 总建筑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祖刚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学会

窦以德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学会

马挺贵 暖通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姚斌 消防工程 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中国科学院热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朱兴龙 建筑学 正高 中国昆仑工程公司

孙丹荣 城市规划/建筑设计 设计室副主任/建筑总师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公司

王炜民 染织美术 董事长/教授
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国美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吴文浩 建筑学 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余銮经 建筑学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建筑师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许强 建筑学与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兼高建筑师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筑设计研究院

王彦之 建筑学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公司副总建筑

师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冯明才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西南设计研究院

王新培 工民建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徐志毅 建筑学 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宋楚根 岩土工程 总工程师/研究员级高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长沙勘察设计院

薛峰 建筑学 总部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寇九贵 建筑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周翔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夏卫平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黄锡 建筑学 所长/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曹亮功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孙宗列 建筑 首席总建筑师/研高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丁建 建筑学 院长/研高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费麟 建筑学 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周廷垣 结构 顾问总工/教授级高工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肖自强 结构 院顾问总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徐华东 暖通空调 顾问总工/教授级高工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陈亮 环境艺术 院长/高级工程师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黄晓家 给水排水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李著萱 暖通空调 副总工程师/研究员级高工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王漪 电气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研高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吴汉福 结构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张同亿 结构工程 副总经理/研高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谷建 建筑 总建筑师/研高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冯正功 建筑学 院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蒋文蓓 建筑学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廖晨 暖通空调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谨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总经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于科 水利水电 副总经理/高级建筑师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李军 技术管理 部门经理/高级工程师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樊则森 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何穆 建筑工程管理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建三局城市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毛刚 建筑学
教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

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中匠民大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西南民族

大学建筑学院

袁培煌 建筑 教授、高级建筑师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桂学文 建筑学 院总建筑师/正高职高级建筑师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李春舫 建筑 正高/公司副总工程师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马友才 暖通 院副总工程师/正高职高级工程师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涂正纯 给排水 副总工程师/正高职高级工程师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刘安平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正高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郭和平 建筑设计 副总建筑师/正高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唐文胜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公司副总建筑师/正高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李霆 建筑结构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邱文航 建筑学 副总建/正高级工程师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朱宗亮 建筑学
集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马国友 建筑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欧宁 建筑学 院长/一注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谷岩 建筑学
教授级高工/一级注册建筑师/首席

总建筑师/河北省建筑大师
中土大地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高山
规划、建筑、室内、景

观、公共艺术
副院长 中外建工程设计与顾问有限公司

唐实 建筑设计及理论
副总建筑师/总经理/一级注册建筑

师
中外建工程设计与顾问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肖伟 建筑学 副院长/正高职高级建筑师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吴凌 建筑 正高职/高级建筑师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韩玉斌 建筑学 董事长/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旭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傅 建筑与环境设计 总支书记／教授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韩光煦 建筑 原副系主任/教授 中央美院建筑学院

李国忠 建筑学 总顾问/高级工程师
中冶集团包头钢铁设计研究总院、中冶东方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张新平 建筑学
执行董事、总经理、总建筑师/研究

员级高级工程师
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红 建筑学 总工/正高级建筑师 中元国际（海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曹彦斌 供热通风与空调 总工 众森绿建国际科技股份公司

梁鼎森 建筑学 教授 重庆大学

戴志中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博导 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李秉奇 建筑学 院长/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褚冬竹 建筑学 副总建筑师/副院长/教授
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大

学建筑城规学院

曾旭 建筑学 院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重庆市设计院

钟洛克 建筑学 总建筑师/教授级高 重庆市设计院

徐千里 建筑学 院长/教授级高工 重庆市设计院



汪遵谦 建筑学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重庆市设计院（退休）

杨为众 建筑设计 集团总建筑师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杨晋 城市规划
集团高级副总裁/副总建筑师/城市

建筑设计公司总经理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冯果川 研究生人文地理学 深圳市建筑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赵宝森 建筑学 副总裁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俞伟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副总建

筑师/筑博城市建筑设计公司资深

总建筑师/高级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金逸群 建筑学 高级建筑师/集团高级副总裁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槐雅丽 建筑学 高级工程师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钟乔 建筑学 总建/一注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