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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系开设有土木工程、建筑电气和智能化工程两大专业群，建筑

工程技术、市政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审批中）、建筑智能化工程

技术四个专业方向，以培养土木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为目标，面向土建行业

构件生产、主体建造、设备安装、智能运维、工程检测和信息建模六大岗位

群输送专技人才。

新基建发展背景下，国家推行“建造-智能建造-智能制造”技术路径，

土建施工领域将实现“智能化”，智能建造将推进我国土建施工行业数字转

型和智能升级。建筑工程系对标土建施工绘图员、测量员、试验员、施工员、

安全员、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六大员职业岗位技能等级需求，创建识图与构

造教研室、工程测量教研室、力学与材料教研室、标准化施工教研室、智能

化监控教研室、信息化管理教研室六大学科教学团队，紧扣土建施工岗位群

能力主线：看懂图纸-放准尺寸-选对材料-施工标准化-监控智能化-管理信

息化六步递进，构建出土建施工类专业学生素质、知识、能力全面发展的“六

岗位导向、六融合育人、六递进成长”的三维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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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对象

建筑工程系在校学生，不分专业、年级、性别均可报名。

二.大赛赛项

文艺类：摄影、视频/音乐、征文/朗读、绘画/海报、书法、创新/创意

专业类：工程图纸绘制/CAD、数字城市成图/CASS、纸桥制作、光控声光报警器制作、办

公楼视频监控布设、办公楼主体立体模型制作/REVIT

三.赛项时间及地点

1.时间：线上提交作品截止 2021 年 2 月 26 日；线下才技展示文艺类 2021 年 5 月 8-14 日、

专业类 2021 年 5 月 15 日。

2.线下展示地点：建筑工种技术实训中心（具体竞赛时间、地点安排以秩序册为准）。

四.大赛标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标准》有关要求，按照相关专业高技能工作岗位对人才

的理论、技能要求，结合全国土木水利类高等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和教学标准，制定

各项目竞赛大纲、竞赛规程及成绩评判标准。

五.大赛步骤

大赛分线上作品提交预赛和线下现场展示决赛两部分，各班级负责宣传，初赛由个人线上提

交作品（拍照或文件上传）参加，决赛以班级为单位报名参加，系部教学团队组织实施。

六．大赛方式

各赛项无理论考试，现场展示赛题因各项目而异，由专家组从试题库中抽取。比赛现场为参

赛选手提供标准的素材、原材料、工具等器材，参赛班级可依据大纲要求自备。

七．成绩评定及名次确定

1.预赛满分 100 分，由学习通平台评分。现场展示决赛满分 100 分，由现场裁判组集体评

判确定。大赛综合总成绩由预赛成绩和决赛成绩加权组成，预赛成绩和决赛成绩的权重比例为

5:5。

2.个人成绩名次按照参加项目的个人大赛总成绩排定。总分较高者在前；总分相同时，以

现场展示得分较高者在前；总分数和现场展示得分也相同时，以现场展示时间较短者名次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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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仍不能分出先后，取相同名次。

3.综合团体成绩名次按参赛班级获奖个人的总积分从高到低排定。个人每取得一个一等奖

计 4 分，每取得一个二等奖计 2 分，每取得一个三等奖计 1 分，其它成绩不计团体分。总积

分相同时，取相同名次。

4.单项团体成绩名次按参赛班级选手个人成绩的总分之和从高到低排名。排名相同时，取

相同名次。

八．奖项设置

1.个人奖以项目为单位，按参赛人数设定获奖数，比例为：一等奖 10%，二等奖 20%，三

等 30%。一、二等奖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三等奖颁发荣誉证书。获奖选手优先推荐各类荣誉

评选、专接本（专本同读）学历提升和优秀企业实习。

2.班级团体设综合团体奖 3 名，单项团体奖每项目 1 名，均颁发相应荣誉证书。

3.学生获个人一等奖的比赛项目所对应课程任教老师，颁发荣誉证书。

4.参与大赛大纲制定及命题教师，颁发聘书，聘期三年。

九．报名与在线测试

1.每个项目报名人数和每人报名项目数均不限。

2.初赛由个人线上提交作品参加，手机学习通 APP 扫码进班或者登录校园数字学习中心

http://szjsjt.fy.chaoxing.com/portal 提交作品进行报名，决赛以班级为单位报名参加。

3.线上初赛报名截止 2021 年 2 月 26 日；线下决赛报名截止 2021 年 3 月 30 日，参赛班级

需注明参赛选手的项目指导教师（课程主教教师或班主任）。

十．竞赛组织

大赛在学校教务处、学工处的指导下，由建筑工程系教务科主办，专业教研室组织，学生

科、实训科协办，“六步成长”教学团队具体实施。

1.专家组

文艺社团：杜利军、刘庆根、陈东海、李 慧、沈淑娴、陆 茜

专业社团：薛晓煜、黄 甜、刘亚双、张 英、姜 敏、王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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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仲裁组

文艺社团：张 帅、高 杰、许 俭

专业社团：徐 萍、鞠志祥、陈小雁

3.裁判组

文艺社团：汤文俊、顾静雯、高 燕、孙克文、霍晓芝、杜万斌

专业社团：张丽霞、张蓉蓉、王 维、徐江岑、朱 帅、葛 辉

张 啸、王海青、陈永清、张晓红、仲启龙、张 莉

4.技术支持

文艺社团：汪丽丽、陈 桦、李文广、闫 琪

专业社团：吴小贵、朱梁洪、张耀明、董 硕、黄建国

郭清平、董 庆、许颖泉、胡 斌、郝国利

十一．其它事项

1.本活动文本可在苏建交建筑工程系官网下载或系部微信公众号查阅。

2.联系方式：

建筑工程系学生科（文艺类）：高 杰 电话：13913554742

建筑工程系实训科（专业类）：许 俭 电话：13914005419

各项目联系人：

工程图纸绘制/CAD： 袁 园 电话：18862344655

数字城市成图/CASS： 陈文娇 电话：15601587896

纸桥制作： 刘 萍 电话：18896541516

光控声光报警器制作： 徐雪君 电话：13861302417

办公楼视频监控布设： 潘志刚 电话：18361088386

办公楼主体模型制作/REVIT： 杨 军 电话： 1835240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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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题：爱我苏州 建设有我

爱我苏州篇：

项目介绍：苏州古时称吴。苏州城始建于公元前 514 年，已历经 2500 多年的沧桑。古城

基本保持着古代"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

粉墙黛瓦、古迹名园"的独特风貌。历史上，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传统文化发达、园

林风景秀美的城市，被誉为"人间天堂"。随着时代的进步，苏州的现代建筑以崇文、融和、创

新、致远的城市精神和丰富的艺术想象，记录着吴文化的传承。

活动一：“爱我苏州”摄影竞赛——砼 PS 摄影社

作品要求：用细腻的镜头，独特的视角，去感受、记录苏州古城中的古建与现代建筑。照

片要求 500 万像素以上，彩色或黑白均可，200 字以内构思作品的思想和内容，

如果是一组系列作品，照片数量控制在 5 张以内，同组照片必须是同一系列内容，

除影调处理外，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修改影像原貌。

活动二：“爱我苏州”视频竞赛——砼 SZC 说唱社、砼 POP 街舞社

作品要求：视频时长 3 分钟以内。内容积极、健康，传递建筑之美。可 DIY

各种创意、背景音乐和特效，风格不限。

活动三：“爱我苏州”征文竞赛——砼知学社、砼徽话剧社

作品要求：尽情分享对当下生活变化的观察和思考。自拟题目，体裁不限，

字数不限，满足自选体裁文体要求即可，稿件原创。

活动四：“爱我苏州”绘画竞赛——砼艺 CLUB 声音社、砼中国风社

作品要求：类型不限，除漫画、素描为 8k 外,其它如国画、水彩、水粉画等

一律长 80 厘米、宽 30 厘米(竖画)或长 64 厘米、宽 44 厘米(横画)，作品原创，

留存好原稿。

活动五：“致敬逆行者”软硬笔书法竞赛——砼心志愿者、砼泽国旗班

作品要求：围绕“同心战疫”为主题，或寄慰英杰，或赞誉英雄，或激扬斗志，或为城祈

福，或展望未来，留存好原稿。具体规格：硬笔书法-16k，竖写、横写均可；

毛笔书法-竖写长 70 厘米、宽 35 厘米左右，横写长 80 厘米、宽 40 厘米左右。

活动六：“创迎未来”创新竞赛——砼创创新社

作品要求：内容不限，科技创新项目-要求个人运用有关的科学理论知识制作出新颖独特、

具有实用意义的实物作品，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等特点。科技

创意项目-要求个人自主提出的科学假设、奇思妙想或解决思路，具有独特的想

法和创新思维，写出设计的目的、原理（科学依据）和创新之处。

系部各类社团欢迎您的加入和创立...

执笔人：张帅、高杰、汤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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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我篇：

读懂图纸-识图与构造教学团队

一．赛项名称

工程图纸绘制/CAD
二．竞赛目的

工程识图与计算机绘图能力是工程技术人员必备的一项基本岗位技能，也是新时代下工程

类专业的核心技能。建筑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课程的教学主要围绕学生的识图能力与 CAD

绘图能力展开，教学过程强调职业能力与专业技能培养。通过本次“砼筑-鲁班杯”才技竞赛，

为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同学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

三．竞赛内容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手绘或 CAD 软件绘制。

具体要求：手绘选取 A3 图纸，抄绘赛项活动所提供的建筑施工图任一张（建议全部），

CAD 按照规范绘制全部（图纸详见附件一）。

四．技术规范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17。

五．评分细则

按照建筑工程图标准规范抄绘图形，在图面布置、图线标准、图形绘制、尺寸标注及文字

注写等方面符合竞赛要求，具体评分表如下：

执笔人：张英

内容 分值 评分点

图纸大小、比例尺 5 选择合适的图纸与比例尺，布局美观，此项酌情扣分。

图框、会签栏、图名 10 缺图框扣 1分，缺会签栏扣 2分，缺图名扣 2 分。

线型 5
轴线、墙线、门窗线、楼梯线、尺寸线有线型区别，缺

一种线型扣 1 分（手绘酌情扣分），直至扣满该项分值。

轴线与轴号 5 画错、漏画等每处扣 0.5 分，直至扣满该项分值。

柱 5
不按尺寸绘制、画错、漏画等每处扣 0.5 分，直至扣满

该项分值。

墙体 15
不按尺寸绘制、画错、漏画等每处扣 1分，直至扣满该

项分值。

门、窗 15
不按尺寸绘制、画错、漏画等每处扣 1分，直至扣满该

项分值。

标注、文字标注 15 画错、漏画等每处扣 0.5 分，直至扣满该项分值。

标高、坡度、剖切符 10
画错、漏画等每处扣 0.5 分，直至扣满该项分值，直至

扣满该项分值。

楼梯 15
不按尺寸绘制、画错、漏画等每处扣 1分，直至扣满该

项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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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准尺寸-工程测量教学团队

一．赛项名称

数字城市成图/CASS
二．竞赛目的

培养学生从事数字城市测绘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以及绘图等方面的实践能力；锻炼学生对

问题的分析与处理能力、适应实践需求的应变能力；检验和培养学生养成认真细致的业务作风、

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科学高效的工作方法。

三．竞赛内容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手绘或 CASS 软件绘制。

按照 1:500 大比例尺地形图要求，手绘或利用 CASS 软件完成内业绘图/编辑成图工作，

提交 A3 图纸或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活动图纸详见附件二）。

四．技术规范

GB/T 20257.1-2017《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 13989-2012《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五. 评分细则

六.学习资料

详见超星学习通课程“砼筑-鲁班杯”才技竞赛《数字城市成图》项目，课程二维码如右

图所示。课程平台上提供软件安装包、技术规范、CASS 使用说明书及练习数据等相关学习资

料。

执笔人：黄甜

内容 分值 评分点

符号和注记 20 地形图符号和注记用错一项扣 1 分。

图形整饰 10 地形图整饰应符合规范要求，缺、错少一项扣 1 分。

图形完整性 50
图上内容取舍合理，主要地物漏绘一项扣 2 分，次要地物漏绘

一项扣 1 分。

点位精度 20 要求误差小于 0.1 米。检查 10 处，每超限 1 处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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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对材料-力学与材料教学团队

一．赛项名称

纸桥制作

二．竞赛目的

实践带给学生思考，思考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通过活动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

力学知识和应用实践的平台，让学生在动手中学，在动手中探索，在动手中尝试创造，提高学

生对力学的理性认知，营造浓厚的学科学、爱力学的科技氛围。

三．竞赛内容

根据自己对桥梁的认识制作各种各样的桥梁模型。使用 10 张以内 A4 纸、胶水或胶棒制作

跨度不少于 500mm，宽度不少于 100mm，承重不小于 0.5kg 的纸桥。作品应力求有创造性，并

能贴近实际、结构合理、制作精巧；禁止使用如硬纸板等硬质纸，禁止用胶水浸泡比赛用纸，

禁止作品中含有非纸质材料（如：铁丝、木棒、水泥等），可以用彩色笔涂抹颜色，增加美观。

四．评分细则

比赛结果将从承重、创意、解说四个方面进行评价，具体评分表如下：

五.学习资料

桥梁的结构组成、各种桥型的特点、施工方法相关知识等相关资料，纸桥的制作方法、木

桥的制作方法等详见超星学习通课程“砼筑-鲁班杯”才技竞赛《纸桥制作》，课程二维码如

下图所示。

执笔人：刘亚双

内容 分值 评分点

承重 40

①纸桥自身重量：现场称重，质量最小的作品加 10 分；

②纸桥承重：满分 40 分

承重 2.5kg 以上 40 分；承重 1.5kg-2.4kg 之间 20 分；

承重 0.6kg-1.4kg 之间 10 分；承重 0.5kg 以下 0 分。

创意 40 做工精细度和美观程度。

解说

（录制视频上传）
20 要求制作 PPT 讲解；解说语言流利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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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标准化-建筑施工教学团队

一．赛项名称

光控声光报警器制作

二．竞赛目的

激发学生了解电学知识的兴趣，学习电工电子技术领域必要的基本概念、基本术语、基本

原理、基本分析方法和初步的实验与仿真技能；锻炼分析生活中常见的电工与电子技术方面问

题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奠定一定的电学基础。

三．竞赛内容

根据提供的光控声光报警器的系统原理电路图与安装接线图，利用电路基础知识，查询资

料，完成电子设备的认识与鉴别，并提交区分电阻阻值、电容和三极管的方案，完成智能光控

声光报警器的电路板焊接。

四．技术规范

1.《苏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技术要求（2017 版）》

2.GB 2423.1-200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3.GB/T 19247.1-2003 《采用表面安装和相关组装技术的电子和电气焊接组装要求》

4.ZNJ-05-079 《ESD 控制技术规范》

五．评分细则

内容 分值 评分点

电子元器件认知与鉴别 30
认识各种电子元器件（15 分）

鉴别各种元器件（15 分）

电路的基本知识 30
了解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原理（15 分）

掌握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15 分）

电路板的认识 20
掌握电路板的识读（10 分）

掌握电路板的焊接工艺（10 分）

汇报总结

（录制视频上传）
20

完成电路板的焊接（10 分）

总结汇报 PPT（10 分）

六.学习资料

电子元器件的基础知识、电路基础知识、电工电子的相关知识等相关资料，光控声光报警

器系统的原理图与安装接线图详见超星学习通课程“砼筑-鲁班杯”才技竞赛《电工电子 DIY》，

课程二维码如下图所示。

执笔人：仲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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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智能化—建筑智能教学团队

一．赛项名称

办公楼视频监控布设

二．竞赛目的

培养学生合理选择摄像机点位、合理选择传输线路以及绘制布设施工图等方面的能力，锻

炼学生视频监控点位布置系统性、科学性的职业素养。

三．竞赛内容

根据附件一中办公楼底层建筑平面图，利用 CAD 软件，完成摄像机点位、线缆布置，提交

DWG 格式的视频监控系统方案图。

四．技术规范

1.《苏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技术要求（2017 版）》

2.《苏州市旅馆、商务办公楼、城市综合体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3.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4.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5.GB/T 28181-2016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五．评分细则

内容 分值 评分点

摄像机点位布置 50

摄像机图例绘制正确（10 分）

摄像机型号选择合理（15 分）

摄像机点位布置合理（25）

线缆布置 20
线缆选型合理（8分）

线缆敷设方式正确（12 分）

解说

（录制视频上传）
30

结合设计平面图，现场讲解摄像机和线缆的选择、摄像机

布置的合理性等设计过程。（30 分）

六.超星学习通平台

CAD 图纸、技术文件等相关资料详见超星学习通课程“砼筑-鲁班杯”才技竞赛《视频监控

设计方案》项目。课程二维码如下图所示。

执笔人：朱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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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化-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教学团队

一．赛项名称

办公楼主体立体模型制作/REVIT 建模/SKETCHUP
二．竞赛目的

培养基于 BIM 技术的智能建造人才，激发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钻研专业知识的热情，加深

对专业技能和行业新技术的掌握，提高在校学生制模、建模及建筑信息化施工与管理的能力，

培养新基建建筑技术技能人才，为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持。

二．竞赛内容

根据附件一施工图，自主选择主体立体模型制作或 REVIT/SKETCHUP 建模，分别组织评选。

立体模型：

1.根据构件尺寸选择适当比例裁剪板材（纸质类、塑胶类、木质类或其他类任选）。

2.根据施工图，把裁好的板材拼接成立体模型。

BIM 建模：

根据附件一施工图，完成建筑模型、图片渲染或动画漫游。可自选其他施工图。

四．技术规范

《制造工业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建筑工程

信息模型存储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五．评分细则

根据所建模型的完整度、模型精度、模型应用、模型难度以及成果展示情况进行评分，具

体评分细则如下：

BIM 建模内容 分值 评分点

模型完整度

建筑 20 墙、门窗、装饰、台阶、楼梯、坡道

结构 10 基础、柱、梁、板

机电安装 20 给排水、暖通、电气、消防等

模型精度 15 根据各专业模型的建模精确度评分

模型难度 15 根据模型外观、项目大小等评分

成果展示

（录制视频上传）
20

根据 PPT、图片、视频、文字等合理性和完整性，现

场汇报流畅、语言组织良好、逻辑清晰程度等评分

立体模型内容

构件尺寸 20 按照比例制作正确

节点拼接 20 方向、位置准确

门窗开启 20 方向、位置准确

外观 20 边线平直、制作精细

制作过程展示

（录制视频上传）
20

根据 PPT、图片、视频、文字等合理性和完整性，现

场汇报流畅、语言组织良好、逻辑清晰程度等评分

执笔人: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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砼心砼德同成长 团结友爱创辉煌

附件一：办公楼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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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鼓浪屿数字城市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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砼心砼德同成长 团结友爱创辉煌

建筑工程系 2019-2020 年度荣誉榜(技能/创新竞赛)

苏州市市赛

参赛项目 班级 姓名 名次

建筑 CAD 建筑 17401/建筑 17402 姜羿晖 凌宇承 一等奖

建筑 CAD 建筑 17402 吴 科 邹东旭 二等奖

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 智能化 17401 常文浩 严子墨 二等奖

江苏省省赛

参赛项目 班级 姓名 名次

工程测量
建筑 17402/建筑 17403

/市政 17401

陈 乾 柯昊

顾志杰 张杰
一等奖

建筑 CAD 建筑 17402 吴 科 邹东旭 一等奖

建筑 CAD 建筑 17401/建筑 17402 姜羿晖 凌宇承 二等奖

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 智能化 17401 常文浩 严子墨 二等奖

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 智能化 18401 俞博凌 郑哲男 三等奖

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 建筑 18402/智能化 17401 濮嘉磊 肖伽豪 三等奖

2020 年“ROSS 杯”第十届华东区大学生 CAD 应用技能竞赛

参赛项目 班级 姓名 名次

三维数字建模（土木建筑类） 建筑 17401 姜羿晖 一等奖

工程图绘制（土木建筑类） 市政 18401/建筑 19401 何鑫 顾凯辰 二等奖

工程图绘制（土木建筑类） 建筑 19401 曹宇扬 姚明俊 三等奖

三维数字建模（土木建筑类）
建筑 18401/建筑 17402

/市政 18401

何葛朗 凌宇承

何鑫
三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水利职业院校“巴渝杯”技能大赛

参赛项目 班级 姓名 名次

河道修防技术 市政 16401 王吉 三等奖

苏州市 2020 年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参赛作品 班级 姓名 名次

自清洁功能的地砖纳米防滑剂 建筑 17403 陈研 一等奖

智能可控转接头 智能化 17401
高荣利 乔乾涛

吴新宇
二等奖

安全头盔与电动车联动装置 建筑 17401
杨海 吴政澎

贾浩
三等奖

智能工地集体宿舍安全用电监控

警示系统
智能化 15401

王嘉琦 孙夏

缪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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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系 2019-2020 年度荣誉榜

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建筑

16401
高逸飞 邱盛逸 李 波 孙云龙

建筑

16401

李晨阳 朱义辰 袁 聪 高逸飞

曹庆伟

建筑

16402
胡新阳 焦志文 张世勇 闫 芹 谭 漫

建筑

16402
谭 漫 程力宏 周亚东 胡新阳

建筑

16403

方 杰 柳鹏程 王 磊 陆静怡 王永磊

季存昌

建筑

16403
季存昌 张 渝 陆静怡

建筑

16404

章 雨 陈泉如 朱丹红 王宏鹏 陈宇梵

叶鸿飞

建筑

16404
王宏鹏 张家琪 于 航

市政

16401
许 政 戈 弋 李婉婷 杜依依

市政

16401
苏明青 胥德华

市政

16402
赵 婷 冯嘉玲 卢 君 张 宏

市政

16402

花海涛 杜庚晨 陶立波 牛宇堃

梁巨豪

智能化

16401

赵 飞 丁 凯 杨应健 王昀怡 虞铭豪

阎世昊

智能化

16401
杨子韬 沈依诚 丁 凯

建筑

17401
姜羿晖 杨 海 张 杰 邹嘉鹤

建筑

17401
邹嘉鹤 贾 浩 姚 煜

建筑

17402

凌宇承 吴 科 邹东旭 顾志杰 朱近榜

王汝桓 张子东

建筑

17402
朱近榜 张子东 陈 军 翁安琪

建筑

17403

陈立平 陈 乾 陈 研 柳志超 施文杰

姚子安

建筑

17403
陈立平 林 川 朱吉琪

市政

17401
邢梦嘉 常欣茹 陶依嘉 徐敬涛

市政

17401
陈思瑜 姚润生

智能化

17401

严子墨 常文浩 肖伽豪 张 楠 乔乾涛

府 羽

智能化

17401
袁宇杰 府 羽 高荣利

建筑

17301
许亦伟 许 帅 任慧敏 杜 瑛 陈佳俊

建筑

17301
周 宇 陈晓雨

智能化

18401

郝佳乐 刘文洋 朱乐乐 马雨涛 姚至一

范佳明 胡雪慧 郁王鑫

智能化

18401
郁王鑫 谢新宇 张宸毓 郝佳乐

市政

18401
张 立 何 鑫 郑翊仁 沈 健

市政

18401

何 鑫 郑 翊 张吉雨 杨佳怡

周金烨 孙振钰

建筑

18401
汝 易 聂志豪 何葛朗 朱逸晨 吕玉爽

建筑

18401
曾 彪 吕玉爽 朱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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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建筑

18402
濮嘉磊 陶玉杰 谢 宇 郭玉东 陈龙祥

建筑

18402
郭玉东 陈俊钢 陶玉杰

建筑

18403
张琼丹

建筑

18403
无

施工

18301
葛 洲

施工

18301
周 晗 赵沛阳 陈思怡

智能化

19401
王余洋 赵豫 李子涵 吴智杰

智能化

19401
李子涵 顾姚杰 葛双娇 陆晨曦

市政

19401
金宇航 查苏娜

市政

19401
王晓煜

建筑

19401
曹宇扬 顾凯辰 陈嘉毅 王志祥 姚明俊

建筑

19401
李凯欣 李 超

建筑

19402
胡辰兴 郭涛 朱晨曦

建筑

19402
刘璟皓 马跃明 滕瑶

建筑

19403
朱笑男

建筑

19403
余梦琪

施工

19301
陈晓菲 曹苏雨

施工

19301
陈晓菲 张苏扬

校级演讲比赛 校园十佳歌手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市政 19401 金宇航 第二名 建筑 16403 武张昊 冠军

智能化 20401 周歆 第三名 建筑 17402 叶树 钱正浩 亚军

市政 20401 岳文欣 季军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心绣未来演讲比赛 苏州市三话比赛

班级 姓名 班级 姓名

建筑 19402 滕瑶 二等奖 建筑 17402 叶树 二等奖

市政 18401 张吉雨 三等奖 智能化 18401 姚艺伶 二等奖

“苏州农商银行”杯第十五届

运动会 200 米（第五名）、400 米（第二名）
市政 18401 朱宇轩

2020 年苏州市中小学生汉字书写大赛高中组

软笔（特等奖）、硬笔(二等奖）
市政 18401 孙振钰、张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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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优秀成员
先进团支部班级

班级 姓名

建筑 17401 邹嘉鹤 秦郁娇 贾浩 杨海 市政 18401

建筑 17402 陈宇杰 叶树 朱近榜 张子东 市政 17401

市政 17401 徐敬涛 智能化 19401

智能化 17401 府羽 建筑 19403

智能化 18401
郝佳乐 郁王鑫 刘文洋 李耀玥

姚艺伶 陈苏鹏
建筑 19401

市政 18401 张吉雨 建筑 19402

建筑 18402 顾锦程 汪杰 顾晟罡 陈奕畅 建筑 18402

施工 18301 陈思怡 葛洲 建筑 18403

智能化 19401 葛峻 建筑 18401

市政 19401 查苏娜 顾陶陶 陆鹏远 张文彬

建筑 19402 滕瑶 郭涛

教务科工作积极分子 3V3 篮球比赛

班级 姓名 施工 18301 第一名

智能化 18401 郝佳乐 建筑 17402 第二名

市政 18401 张吉雨 建筑 18402 第三名

拾金不昧先进个人
主题黑板报每期前三名班级

班级 姓名

建筑 16401 余元杰 市政 17401

建筑 16404 陈宇梵 市政 18401

市政 18401 金泽程 施工 18301

建筑 19403 孙俊豪 建筑 19401

建筑 20403 周凡 建筑 19403

市政 19401

市、省优秀学生干部 智能化 20401

班级 姓名 建筑 20401

建筑 16403 张渝（江苏省）

建筑 18401 汝易（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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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系 2020 年专转本录取名单

班级 姓名 录取院校 录取专业

建筑 15401 崔鑫涛 金陵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建筑 15401 袁宸玺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5401 高季遥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5401 沈晨宇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5401 汪聪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5401 朱朝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5401 徐海峰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5401 罗杰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5401 张世豪 三江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5402 李佳涵 三江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5403 姜一凡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5403 周政天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市政 15401 汪星宇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市政 15401 黄澄雄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楼宇 15401 孙夏 南通理工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楼宇 15401 翁智超 南通理工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楼宇 15401 王嘉琦 南通理工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楼宇 15401 张唯杰 南通理工学院 市场营销

楼宇 15401 李家伟 南通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楼宇 15401 周寒旸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市政 17401 柯昊 三江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7401 张杰 盐城工学院 工程管理

建筑 17402 吴科 三江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7402 顾志杰 三江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 17402 邹东旭 盐城工学院 工程管理

建筑 17403 陈乾 盐城工学院 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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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步成长”教学团队成员简介

识图与构造团队：张英，专业负责人，高级讲师，工程师，一级注
册建造师，中共党员，长安大学结构工程专业硕士。参加江苏省职
业学校技能大赛土木水利类教师组三等奖，指导学生参加江苏省职
业学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获江苏省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优秀教练。全国建筑类微课比赛三等奖，主持市级课题 1项，
主编公开出版教材一本，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数篇，江苏省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主要参与人。

教育格言：教之道，贵以专
工程测量团队：黄甜，副教授，全国注册测绘师，中共党员，武汉
大学测绘学院硕士研究生。参加江苏省职业技能大赛工程测量项目
教师组获一等奖，指导学生参加江苏省职业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5项，
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2项，指导学生参
加全国水利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3项。获江苏省联合职业
技术学院优秀教师、姑苏高技能人才,全国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奖等称号。

教学格言：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力学与材料团队：刘亚双，高级讲师，工程师，注册建造师，中共
党员，天津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硕士，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学业水平考试市政工程类研究组组长。主持省教科院课题 1项，
参与省级课题研究 1项。主编公开出版教材 1本，参编出版教材 2
本。参加省教育厅“两课评比”获研究课，参加江苏联院路桥协作
组信息化教学比赛获二等奖，江苏联院“两课评比”获二等奖，全
国职业院校教师微课大赛三等奖。多次获得优秀教师称号。

座右铭：一技在手，天下任你走

标准化施工教学团队：吴小贵，副教授，工程师，南京林业大学建

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硕士，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学科带头人。指导

学生参加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主持市级课题 2项，

获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教学成果奖 2项。

座右铭：无问西东，踏浪前行

智能化监控团队：许俭，高级讲师，智能楼宇管理员技师，中共党

员，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姑苏高技能重点人才，苏州市状元大

赛裁判，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建筑智能化研究组

成员，指导学生参加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大赛获一等奖，参加江苏

省挑战杯-彩虹人生创新创业创效大赛获二等奖，本人及指导学生参

加省、市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多次获奖，参与市级规划课题 2项，

申报发明专利 3项，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5项，外观专利 2项。

教学格言：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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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管理团队：王毅芳，高级讲师，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南
京林业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研究生，苏州市巾帼建功标兵，苏
州市建筑 CAD 名师工作室领衔人，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姑苏高
技能重点人才，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建筑工程类
研究组组长，江苏省建设教育协会教材编写专家库成员。江苏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组一等奖，指导学生参赛获市、省、全国一等
奖，担任技能大赛裁判，获苏州市教师技能标兵、江苏省技能大赛

先进个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裁判
员等称号。主编或参编教材 10 本，发表省级论文 6篇，市、省级结题课题核心成
员 3项，任教课程获评苏州市精品课程，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要参与人。
教学格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企业技术支持

胡斌：苏州建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高级工程师，中
共党员，至今累计共获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近 60 项，参加并完
成市级以上科研成果 3项，编写的 QC 成果汇报材料先后荣获全国工
程建设管理小组二等奖 3项，省级各等次 QC 成果 10 余项；近年来
独立撰写的技术论文先后荣获省土木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3项，三
等奖 2项，《多轨道液压顶推曲线滑移工法》获批为国家二级工法。

座右铭：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找方法

企业技术支持：郝国利,苏州顺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中国建筑业协会专家库专家，江苏省优质工
程奖（扬子杯）评审专家，多次参与现场复查工作，苏州市优质工程
（姑苏杯）专家库专家，多年任检查组组长，多次受邀参加江苏省 QC
活动发布评审组成员，苏州市 QC 活动评审组长，江苏省绿色施工示范
项目及新技术示范验收组成员。

座右铭：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企业技术支持：叶鑫，苏州华新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
2015 年建筑工程系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毕业，
2017 年参加中国技能大赛获一等奖，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颁发“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奖章，并获国务院表彰；
2018 年获苏州市金鸡湖人才计划高技能人才“金鸡湖工匠”称号,
2020 年受聘担任苏州市工业园区高技能大赛裁判。

座右铭：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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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建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02 年被建设部批准
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施工企业，苏州市建
筑协会副会长单位。目前，公司注册在苏州高新区，注册
资本 3.2 亿元，资产经营情况良好。公司同时拥有市政工
程、地基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
电安装工程、消防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具备开发、科研、
施工、安装、装潢、物业管理“一条龙”总承包能力。本
公司始终坚持实施科技兴企战略，2012 年被认定为省级

建筑业企业技术中心，获得国家专利 70 余项。近年来，承包的工程中获得“姑苏
杯”、“狮山杯”、“扬子杯”、“星级工地”等百余项，省绿色施工示范、省级
十项新技术示范工程 10 余项，国家级示范工程 1项，省级工法 10 项，国家级工法
2项，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施工企业”称号。

苏州顺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4 年成立，注册资本
2.5 亿元,2009 年即达到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
质。目前拥有建筑工程一级、市政公用工程一级、地基基础
工程一级、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等多项经营资
质，是集施工、设计、培训、运营多方面为一体的现代化建
设公司。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各项事业稳步发展。
截止到 2020 年，集团项目共获得“扬子杯”、“姑苏杯”、
“吴中杯”、“狮山杯”，“文明工地”，“星级工地”等
荣誉奖项 100 余项。连续多年获得“国家重合同守信用企
业”、“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优秀企业”、“江苏
省建筑企业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苏州市优秀企业”、“苏州市文明单位”等荣
誉称号。公司始终倡导“卓越创造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一直贯彻“做精、做细、
做优、做强、再做大”的理念，努力为社会提供一流的品质和服务。

苏州华新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由苏州工业园区国
资委与新加坡维信集团合资成立于 1999 年，2013 年调整
管理组织后，已在全国 10 个城市拥有百余个管理项目，
业务范围涵盖物业管理、建筑、酒店管理、工业自动化、
智能化设备管理等，具备丰富的行业管理和经营经验。具
有国家壹级物业管理资质，公司目前在管项目涵盖了住宅
类（普通、低密度）、办公大楼、商业类、工业类、公共

类（学校）等五个物业类型 65 个项目。包括 36 个住宅类项目，其中苏州地区的日
式楼盘全部为华新公司管理（大和、摩丽茂）；5个办公大楼项目；7个商业物业
项目；12 个公共类项目；5个工业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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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对建筑工程系发展/本次赛项活动提出宝贵建议：
（文稿拍照和小孩作品一起上传，感谢！）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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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 杨海
建筑工程技术 17401 班

我们有一个约定
待到鸟语花香春风拂面
待到溪河破冰缓缓流淌
待到你摘下口罩归来时
我们一定深深地拥抱你

孩子与母亲有一个约定
待到冰雪消融
陪妈妈去武汉看樱花
父亲与儿子有一个约定
待到凯旋归来
陪儿子畅饮不醉不归

逆行者有一个约定
告别小家
共赴一线战场
与时间赛跑
誓死与病毒决一死战

不眠的白衣天使
汗水浸湿的衣衫
奋斗在前线的你们
团结友爱的世界人民
正是你们这一个约定
让我们听到生命的呼唤
让我们看到世界的色彩
让我们寻到光明的明天
让我们如期的完成约定
漫长的黑夜终将会破晓

我们一起约定
待到疫情结束时
对世界大喊上一声：从今天起
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
好好活着，珍惜时光
学会宽容，学会感恩
用最好的心态

图片选自百度图库 去拥抱人生的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