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赛项”中，荣获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SZP201900193TD1

BGD

杨林成、张鑫、唐依玲、祝夏凯、林伊凡

舒红旗、张淑红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赛项”中，荣获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SZP201900193TD2

BGD

杨林成、张鑫、唐依玲、祝夏凯、林伊凡

舒红旗、张淑红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G 基于BIM的施工过程管理-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01

张  鑫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指导学生荣获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经大赛组委会认定特授予

荣誉称号。

   

代表：

老师：

BSZP20190019302

张淑红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二等奖

二等奖指导老师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03

唐依玲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04

祝夏凯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06

杨林成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指导学生荣获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经大赛组委会认定特授予

荣誉称号。

   

代表：

老师：

BSZP20190019307

舒红旗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二等奖

二等奖指导老师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08

林伊凡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09

张  鑫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G 基于BIM的施工过程管理-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指导学生荣获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经大赛组委会认定特授予

荣誉称号。

   

代表：

老师：

BSZP20190019310

张淑红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二等奖

二等奖指导老师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11

唐依玲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G 基于BIM的施工过程管理-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12

祝夏凯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G 基于BIM的施工过程管理-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14

杨林成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G 基于BIM的施工过程管理-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指导学生荣获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经大赛组委会认定特授予

荣誉称号。

   

代表：

老师：

BSZP20190019315

舒红旗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二等奖

二等奖指导老师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16

林伊凡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G 基于BIM的施工过程管理-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9317

刘星宏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G基于BIM的施工过程管理-本科

二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46701

潘在鹏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特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46702

徐文科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特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指导学生荣获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经大赛组委会认定特授予

荣誉称号。

   

代表：

老师：

BSZP20190046703

舒红旗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特等奖

特等奖指导老师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指导学生荣获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经大赛组委会认定特授予

荣誉称号。

   

代表：

老师：

BSZP20190046704

张淑红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特等奖

特等奖指导老师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46706

李鹏飞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特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46707

魏建华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特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46708

高  天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特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赛项”中，荣获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SZP201900467TD1

遇见

李鹏飞、潘在鹏、徐文科、魏建华、高天

张淑红、舒红旗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特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4902

曹先锋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三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4903

陈骏宇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三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指导学生荣获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经大赛组委会认定特授予

荣誉称号。

   

代表：

老师：

BSZP20190014901

高金桥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三等奖

三等奖指导老师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4907

李思雨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三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指导学生荣获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经大赛组委会认定特授予

荣誉称号。

   

代表：

老师：

BSZP20190014908

申玲玲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三等奖

三等奖指导老师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4904

王乾瑞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三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

  赛项”中，荣获

                        

   

代表：

同学：

BSZP20190014905

文俊君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三等奖



中关村数字建筑绿色
发展联盟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

Send this letter to encourage.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证书编号：

荣誉证书

在“第五届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

赛项”中，荣获

          Awarded in the Fifth National BIM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SZP201900149TD1

BGD工程管理

王乾瑞、曹先锋、陈骏宇、文俊君、李思雨

申玲玲、高金桥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C 基于BIM的三维建模及模拟动画-本科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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