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0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 超·粤

杨     桃

土建

特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0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 超·粤

李     秀

土建

特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0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马鞍山学院 并行团队

潘随伟

土建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04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湖南工商大学 鲁班七号

刘     冰

土建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05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湖南工商大学 鲁班七号

彭翰翔

土建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06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白云学院 鲁大师队

赵蓓蕾

土建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07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白云学院 鲁大师队

查后香

土建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08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一队

王     锋

土建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09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一队

赖     笑

土建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10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王者战队

农辉辉

土建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1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王者战队

 周玉洁

土建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1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凌云队

邓荣榜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1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凌云队

高     翔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14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青岛黄海学院 小牛冲冲冲

许     霞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15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青岛黄海学院 小牛冲冲冲

孙玉芳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16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百色学院 皓月繁星

魏国敏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17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百色学院 皓月繁星

杜     林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18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西安财经大学 启创队

张     宇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19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西安财经大学 启创队

李云璋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20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冲天团队

刘香香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2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冲天团队

戴晶晶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2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昆明城市学院（原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山海绘卷

蔡学梅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2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昆明城市学院（原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山海绘卷

杨     妮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24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天津仁爱学院 天道酬勤

王     莹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25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天津仁爱学院 天道酬勤

吴     贝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26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山海奉军

敬耀辉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27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山海奉军

张诗博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28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蜂蜜柚子

敬耀辉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29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蜂蜜柚子

张     浩

土建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30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太原学院 土建一组

温东辉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3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太原学院 土建一组

雷晓丹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3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天津仁爱学院 攀登队

王     莹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3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天津仁爱学院 攀登队

吴     贝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34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社会脊梁队

孙     凤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35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社会脊梁队

刘文聪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36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算啥子都队

孙     凤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37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算啥子都队

许欢欢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38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GJIAJIA

张     冰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39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GJIAJIA

李令令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40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太原学院 铜墙铁壁

温东辉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4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太原学院 铜墙铁壁

董春娟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4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西安财经大学 智汇队

李朋丽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4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西安财经大学 智汇队

吴     乐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44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YYDS

王淑娟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45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YYDS

左一然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46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三亚学院 BIM我来啦

蒋必凤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47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三亚学院 BIM我来啦

李淑敏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448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州华立学院 闰土刺猹队

何汝基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49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州华立学院 闰土刺猹队

肖金梅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50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一队

王     蕾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5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一队

张     冰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5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湖南工程学院 湖工土建组

罗     章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5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湖南工程学院 湖工土建组

梁     桥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54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BIM七加二

宋     双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55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BIM七加二

郎英彤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56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新秀团队

敬耀辉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TJJ057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新秀团队

张诗博

土建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0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筑威团队

孙俊玲

钢筋

特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0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筑威团队

代     秀

钢筋

特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0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青岛黄海学院 小牛冲冲冲

许     霞

钢筋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04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青岛黄海学院 小牛冲冲冲

孙玉芳

钢筋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05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没有队名

孙     凤

钢筋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06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没有队名

安雪玮

钢筋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07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白云学院 鲁大师队

赵蓓蕾

钢筋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08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白云学院 鲁大师队

查后香

钢筋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09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鲁班1号

孙     凤

钢筋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10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鲁班1号

戴晶晶

钢筋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1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二队

王     锋

钢筋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1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成理工程二队

宋     帅

钢筋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1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太原学院 开拓进取

雷晓丹

钢筋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14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太原学院 开拓进取

温东辉

钢筋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15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云南农业大学 演算佳

李     骏

钢筋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16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云南农业大学 演算佳

金永超

钢筋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17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V笑

孙     凤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18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V笑

刘香香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19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太原学院 新时代

郑红勇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20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太原学院 新时代

杨     婷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2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三亚学院 BIM我要冲啦

蒋必凤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2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三亚学院 BIM我要冲啦

李淑敏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2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 冲锋队

钟莉萍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24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 冲锋队

杨清霞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25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鲁班11号

卢集富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26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鲁班11号

陈     静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27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地表最强队

孙     凤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GJJ028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重庆工程学院 地表最强队

刘香香

钢筋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0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青岛黄海学院 小牛冲冲冲

许     霞

安装

特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0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青岛黄海学院 小牛冲冲冲

孙玉芳

安装

特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0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白云学院 鲁大师队

赵蓓蕾

安装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04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广东白云学院 鲁大师队

查后香

安装

一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05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云南农业大学 博雅队

金永超

安装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06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百色学院 菜鸟战队

杨梦昌

安装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07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百色学院 菜鸟战队

刘     笑

安装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08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太原学院 装得快

董春娟

安装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09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太原学院 装得快

南     昊

安装

二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10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天工

白雪楠

安装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11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天工

邓荣榜

安装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12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湖南工程学院 湖工安装组

唐喜梅

安装

三等奖



          您指导                                                       的                                    

团队参加首届鲁班大师杯BIM建模算量大赛                  专业赛项，

荣获                    ，现授予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老师：

鲁班
大师杯

证书编号：LBAZJ013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湖南工程学院 湖工安装组

梁     桥

安装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