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三届山东省优秀岩土工程设计竞赛评选结果

一等奖（16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设计人员

1
滨州北海魏桥铁路工程有限公司翻车机

输煤系统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

公司

陈卫兵，李吉林，陈朝伟，李志亮，于 磊，

张 震，尹爱月

2 青铁华润城项目四期基坑支护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岩土基础工程公司

吴 刚，李 鹏，王殿斌，闫韶兵，聂 宁，

吕三和，万 雷

3 天泰·桃花源 2.4 期挡土墙一期工程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岩土基础工程公司

孟庆洲，李 鹏，王殿斌，万 雷，王书鹤，

王 超，吕东兴

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综合楼工程基坑

支护设计

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宋云龙，贾富丽，陈永坡，冯小冬，孟 毅，

于清善，张洪飞

5
龙湖集团济南公司 C2 新东站 TOD 项目

——三期基坑围、支护设计

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齐银萍，宋 娜，孙代聚，李 振，刘 双，

尚玉虎，高 博

6
北大资源广场一期、二期项目基坑支护设

计

青岛地矿岩土工程有限公

司

管洪博，王绪勇，惠晓龙，尚一非，王 震，

岳智强，孙志禄

7
中信泰富中央商务区A-1地块330米超高

层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张恩重，曾纯品，李际平，张振杰，黄 薛，

高 扬，于桂欣

8
济南市远大购物广场 C地块基坑支护及

地下水控制设计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李春鹏，付 垚，程爱华，胡文奎，陈圣仟，

李 涛，于 峰

9
威海东部滨海新城蒲湾社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地基处理设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秦永军，范世英，赵庆亮，叶胜林，马连仲，

何昭宇，肖代胜

10 金帝山庄配套中学基坑、边坡支护设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秦永军，薄 飞，叶胜林，马连仲，孟祥勋，

杨吉瑞，姜龙涛



11
国际金融城南区一期～三期项目基坑支

护设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孟凡运，宋秀群，叶胜林，张 森，陈小强，

马连仲，罗剑锋

12
济南市历下区丁家村保障房项目基坑支

护设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范世英，叶胜林，肖代胜，马连仲，孟庆华，

孟凡运，秦永军

13 高家台、周家夼改造工程基坑支护设计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孔锁财，吴 腾，楚英军，吕文芳，郑乐坤，

宫浩亮，董智博

14
滨莱高速公路淄博西至莱芜段改扩建隧

道工程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

吴 涛，刘传利，胡瑶瑶，沈佳佳，邵 行，

孙昌海，陈光勇

15
广东省龙川至怀集公路 K167+382～

K167+770 右侧滑坡治理工程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

刘晓威，张凌涛，李 帅，娄文杰，宋晓莉，

崔玉桥，任宪勇

16
甘肃省中医院西北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基坑支护及地下水控制工程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郁章剑，张亦凡，董 斌，张 宁，李 伟，

亓艳强，李 敏

二等奖（共 26 项）

1 红岛站周边配套工程基坑支护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潘增志，杨 波，王起刚，臧文坤，类红磊，

赵 民，闫 楠

2
青岛国际院士研究院南延项目东地块基

坑支护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岩土基础工程公司

吴 刚，聂 宁，李 鹏，吕三和，王殿斌，

王 彬，隋倩倩

3
青岛实验初中（李沧校区）项目基坑支护

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何寿迎，闫强刚，董成祥，王殿斌，王 晔，

许国庆，于 波

4
中央商务区停车楼及配套工程基坑支护

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董成祥，霍晓敏，刘胜梅，王殿斌，姜德鸿，

闫强刚，林琴岗

5
济南市历城区唐冶新区污水处理厂项目

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省深基础工程勘察院

韩 亮，墨 亮，尚绍茜，杨晓飞，陈 恒，

苏白济，赵耀辉

6 舜耕路省教育厅人防工程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卢士涛，李 旺，张战胜，张利生，李景涛，

李亮亮，孟 毅

7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西院区综合楼

建设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宋 娜，齐银萍，孙代聚，王继锋，李 振，

刘 双，孙威贤



8
柒星国际大厦、1#、2#、3#楼及地下车库

基坑支护设计

潍坊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张丙军，李国坤，解玉凤，马 凯，宗 蕾，

杨维毅，李高祥

9

山东大学（威海）材料与空间科学科研楼

及山东大学（威海）新工科与交叉学科科

研楼基坑支护设计

华东岩土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柳治富，王德利，鲁克涛，董建军，沈 冲，

刘 婧，郑源皓

10 烟台华润中心万象汇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刘永振，孙春雨，王 峰，李军海，刘伟珉，

钟 伟，叶枝顺

11
山东省长岛县南长山镇王沟村北嘴山边

坡支护设计
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李生清，尹建波，盛 林，苟帅帅，殷淑翠，

许 强，盛根来

12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工作

区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民

用航空山东安全监督管理局，济南市口岸

和物流办公室综合业务楼及地下停车保

障设施项目

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殷 浩，许德龙，冀立强，赵伟航，刘玲全，

曾纯品，黄 薛

13
新泰市中医医院新建应急住院楼工程基

坑支护及降水设计
山东岩土工程公司

于 超，张文斌，朱国庆，马振余，李根云，

付玉涛，徐 超

14
青啤商务区综合体一期 AB 地块项目基坑

支护设计

青岛海洋地质工程勘察院

有限公司

王 磊，尹金龙，高增顺，周小明，邵家旺，

王光齐，毛明浩

15 辽阳东路 5号改造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新兴建筑规划设计研

究院，深圳市工勘岩土集

团有限公司

张顺凯，王松涛，刘汉涛，赵 伟，李 兴，

潘启钊，林明博

16

济南市中央商务区市政道路及地下综合

管廊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基坑降

水及支护设计

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有

限公司

宋 琦，宋金平，胡方涛，曹志勇，冷 讯，

陈玉魁，孙建武

17
济南市市中区搬倒井村安置项目西侧挡

土墙设计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付 垚，陈圣仟，马玉飞，程爱华，付艳青，

魏汝明，和大钊

18 济南奥体东 13#地块基坑支护设计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刘洪顺，郝晓平，陈圣仟，刘启禄，汪 波，

朱林峰，尹允腾



19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碳三碳四综合

利用基坑支护降水工程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徐 强，郝晓平，尹允腾，陈圣仟，汪 波，

朱林峰，孙学坤

20
山东电信济南通信枢纽楼项目基坑支护

及挡土墙设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叶胜林，王玉山，马连仲，陈佃浩，赵 亮，

曲 伟，张伟俊

21
槐荫区档案馆及方志馆建设项目基坑支

护及降水设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林华夏，尹学吉，叶胜林，马连仲，毛耀辉，

赵 锐，李秀祥

22
市中金融产业园西地块项目基坑支护设

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王玉山，陈佃浩，叶胜林，宋秀群，毛耀辉，

辛 建，马连仲

23
济南中海华山片区城市居民安置地块项

目基坑支护及降水设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叶胜林，尹学吉，毛耀辉，马连仲，林华夏，

张 波，马 群

24
威海服务贸易产业园互联网+创新研究中

心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

院

于晓样，董华军，刘节升，周春正，吴仁强，

朱 宁，王 悦

25
青岛市长安河地下中水厂工程深基坑设

计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蒋海军，王利伟，张鲁明，陈立鹏，颜 溯，

付书学，邴 帅

26
青岛数媒中心项目（现城市传媒广场）基

坑支护设计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吴 腾，冯秋华，李 昊，罗 青，杨宝鑫，

耿文涛，柴政明

三等奖（共 46 项）

1 双龙水岸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永固勘察施工工程有

限公司

王一博，宋博学，尹纪龙，王海波，王济鹏，

解纯真，解纯沣

2
山东祺龙海洋深水装备试验测试水池项

目基坑工程设计
东营市勘察测绘院

赵衍杰，吕玉勇，李春忠，缪金芳，张志超，

高向阳，高辉辉

3
即墨市南关等 14 个村（居）城中村改造

项目 B-1 区换填垫层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王中达，王仁刚，付亦鹏，王殿斌，赵 民，

孙 晶，王 钊

4 黄海•铂寓基坑支护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孙 晶，付亦鹏，王殿斌，赵 民，王 钊，

王仁刚，王中达

5
青岛华润中心悦府二期 6、7号楼基坑支

护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岩土基础工程公司

吴 刚，李 鹏，王殿斌，聂 宁，赵 民，

宋 涛，李传伟



6 青岛龙湖春江郦城 D地块基坑工程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岩土基础工程公司

吴 刚，闫韶兵，吕三和，王 彬，赵 民，

陈照亮，韩小龙

7
中国纺织工人疗养院改造项目基坑支护

设计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岩土基础工程公司

殷坤宇，万 雷，闫韶兵，李传伟，查道新，

吴腾飞，吕 浩

8
济南万达文化体育旅游城 D12 地块项目

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省深基础工程勘察院

苏白济，季 鑫，陈克敏，张 震，郑 强，

常 超，李振国

9
济南东总部基地项目施工总承包一标段

基坑支护与降水设计

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卢士涛，李 旺，张战胜，李景涛，孟 毅，

李亮亮，张利生

10 齐河金山郡府基坑支护及降水设计
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马明强，李 静，吕海滨，张利生，孟 毅，

李 坤，刘世强

11 中洲半岛城邦 3.2 期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李小龙，李长作，亓孝辉，宋 晨，吕言文，

尚佳欣，周大永

12
济南万达城一期酒吧街边坡支护及地基

处理工程

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齐银萍，宋 娜，孙代聚，刘兴隆，李 振，

尚玉虎，刘 双

13
崂山区张村河小学改扩建工程基坑支护

设计

青岛地矿岩土工程有限公

司

丁武保，刘学友，崔文泰，王信山，王忠胜，

贾世祥，孙贵平

14 青岛科技大学人才公寓项目边坡设计
青岛地矿岩土工程有限公

司

贾世祥，管洪博，盛兆旺，尚一非，王 震，

刘 彻，杨 浩

15
潍坊高铁站站前广场 T型区域站城一体

化项目（C地块）基坑支护设计

潍坊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宗 蕾，倪 浔，马 凯，张丙军，解玉凤，

李高祥，许立国

16
潍坊市清平路排水工程（2+700-2+956

段）西侧雨水污水工程基坑支护

潍坊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张丙军，李国坤，马 凯，解玉凤，宗 蕾，

李高祥，韩晓飞

17 威海和平路停车场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华东岩土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柳治富，王德利，鲁克涛，董建军，王卫民，

刘 婧，连世杰

18
威海市昆明路威海卫大厦人防疏散干道

工程基坑支护设计

华东岩土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柳治富，王德利，鲁克涛，刘明玉，王卫民，

刘 婧，刘 杰



19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济南主校区（一期）工程建设项目 4#地

下车库人防工程基坑工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

司

张 磊，刘 鹏，梁汝鸣，和西良，秦春晖，

祝人杰，尹维大

20 烟台市全民健身中心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

司，烟台广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孔君凤，徐宝良，慕旭日，王国华

21
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新建项目基坑

支护设计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王 峰，王艳丽，吕建杰，刘永振，钟 伟，

孙春雨，叶枝顺

22
华润兴隆片区 F5A 地块挡土墙支护工程

设计
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孔 涛，刘 可，黄 薛，宿庆伟，刘兆成，

任永欣，田开平

23 济南国际学校项目边坡支护工程设计 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刘兆成，姚传栋，薛保华，黄 薛，宿庆伟，

刘新娟，王朝贝

24 青岛美隆油漆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青岛海洋地质工程勘察院

有限公司

高增顺，王 磊，尹金龙，邵家旺，张守锋，

闫楠楠，李 健

25
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智能交通管控指

挥中心及设备机房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有

限公司

宋海波，宋金平，胡方涛，曹志勇，张祥星，

林 慧，周林孟

26
济南路劲东城一期（居住片区一）基坑支

护及降水工程

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有

限公司

张 彬，宋金平，曹志勇，张祥星，马星辰，

张传峰，李 倩

27
济南市阳光 100 国际新城六期基坑工程

设计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付 垚，薛明华，陈圣仟，程爱华，李 涛，

李 禄，金 明

28 树兰（济南）国际医院项目基坑工程设计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付 垚，李 禄，梁汝明，张 磊，薛明华，

胡文奎，程爱华

29
刘智远城中村改造项目 A-2 地块项目基

坑工程设计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马玉飞，付 垚，刘焕玉，陈圣仟，程爱华，

刘卫卫，康 鑫

30
东海·央玺花园（居住地块）基坑工程设

计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马玉飞，付垚，李涛，陈圣仟，仝霄金，刘

卫卫，熊辉

31 济南奥体东 17-2#地块基坑支护设计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段衍伟，郝晓平，陈圣仟，刘洪顺，汪 波，

朱林峰，尹允腾



32
国家重型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二期）

建设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尹学吉，毛耀辉，叶胜林，张立臣，马 振，

林华夏，张力卡

33
融润枫景小区 D地块基坑支护及降水工

程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叶胜林，肖代胜，赵庆亮，马连仲，张延利，

辛 强，张学正

34 曹县人民医院项目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尹学吉，叶胜林，毛耀辉，马连仲，林华夏，

张力卡，巩晓辉

35
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第二期土壤修复

项目 A-2 区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叶胜林，毛耀辉，尹学吉，马连仲，林华夏，

王立建，王化民

36
济南中海华山片区东十地块基坑支护设

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毛耀辉，尹学吉，叶胜林，马连仲，林华夏，

马 振，刘 森

37
西客站片区科技馆南侧地块房地产开发

项目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尹学吉，毛耀辉，叶胜林，马连仲，王法堂，

魏安超，李荣军

38
绿地(济南)全贸港商业一期项目基坑支

护设计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陈佃浩，孙 鹏，马连仲，叶胜林，徐荣超，

欧阳荣，李秀娟

39
济宁市立医院建设项目一期基坑支护设

计方案

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

院

罗学俊，李璇璇，刘 哲，陈鹤轩，王 新，

李振生，李 博

40 黑卓中心基坑支护设计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吴 腾，冯秋华，李 昊，闫守谦，谢江峰，

唐 睿，王海亮

41
青岛外语学校新建工程山体加固治理绿

化及断崖支护工程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吴 腾、朱宗辉、冯秋华、杨宝鑫、刘 佳、

谢江峰、宋敬泰

42
中泽（峨眉山）超市地下车库基坑支护设

计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李慎锋，邵 尉，张 虎，罗 青，杨宝鑫，

刘 佳，宋敬泰

43 青岛滨海大厦基坑支护设计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吴 腾，李慎锋，朱宗辉，谢江峰，罗 青，

宋敬泰，甄 振

44
畅海园二期项目（现永新公馆）地下车库

基坑支护设计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孔锁财，吴 腾，邵 尉，刘 佳，谢江峰，

万燕龙，宋敬泰

45
上汽青岛清洁能源客车建设项目边坡支

护工程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吴 腾，李 昊，冯秋华，朱宗辉，罗 青，

杨宝鑫，滕 超



46
海信·九麓府 A-5，A-6 地块基坑支护及

降水工程设计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

林 波，张 珂，魏东旭，刘正银，林志军，

李志轩，华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