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5：                智能建造软件与平台赛组（03赛组）

获奖编号 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名称 项目成员 获奖等级

C0001 钢筋智能加工数字孪生云平台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市银丰机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黄轶淼、薛桂香、郭鑫飞、丁
国民、梅晓彬、郝瑞斌 特等奖

C0002 CIM基础平台V1.0 北京飞渡科技有限公司
宋彬、朱旭平、徐国富、黄亚
昌 特等奖

C1001
“BIM+GIS+IOT”技术在武昌滨江地下空间环

路协同管理平台中的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
程文硕、吴樊、姚熙梦、卓鹏
飞、彭天驰、袁博 一等奖

C1002 装配式建筑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上海中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李新华、王思凡、赵辉、朱陈
翔、于文洪、杨云昭 一等奖

C1003 徐州徐韩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

张体浪、完颜健飞、熊攀登、
乔智勇、王日鑫、孙杰 一等奖

C1004
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赣皖界至婺源段新建工程 

BIM+GIS+IOT 数字建管平台创新应用

江西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锦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狄诺尼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戴程琳、王凯、刘安、马胜、
杨文标、程强 一等奖

C1005
一心八岛，环筑民航国际化高等学府--中法航

空大学项目数字信息化综合应用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严凯、刘子田、顾汇峰、陈贤
亮、卢长磊、李思宇 一等奖

C1006
基于BIM的临建标准化模块成套技术研究与应

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董晓刚、鲁帅、吴彪、叶阳明
、俞佳航、蔡立东 一等奖

C1007 基于BIM业务模式的设计管理一体化交付平台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建研宏图咨询有限公司
刘思远、杨国华、丁一明、李
晓萌、于明鑫、徐帅 一等奖

C1008 长三角一体化绿色科技示范楼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第八工程公司
赵春峰、俞斌、陶强、晏佳男
、葛梦龙、王忠臣 一等奖

C1009 三才数智化造价管理平台 杭州三才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虞国明、张清锶、徐然、庞晓
林、朱国亚、沈永桥 一等奖

C1010 齐建云智慧工地监控平台 山东万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樊德海、张善良、刘国涛 一等奖

C1011 智慧梁场管理系统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分公司
秦现德、徐洁、章竑骎、朱子
翔、刘浩、张宸齐 一等奖

C1012
人居香城置业新建人才住房项目（三期）三标

段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金燕飞、赵楠、朱邵辉、吴昌
根、张保青 一等奖



C2001
张江总部园头部企业及上市公司总部区 （B4-

02）项目
以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沈飞、张建强、常依宁、沈仁
杰、张景静、季维平 二等奖

C2002
BIM+IOT+云平台助力甬台温高速至沿海高速温

岭联络线PPP项目智慧建造

浙江交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建路桥集团（温岭）建设有限公司、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温岭联络线项目总

承包

高介敦、孙宇、高建、候文学
、杨柳、孙业发 二等奖

C2003 BIM+GIS+IoT施工项目管理系统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分公司
章竑骎、贺帅、朱子翔、刘浩
、顾若凡、汤凯杰 二等奖

C2004 比姆泰客BIM+项目数字化协同管理平台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比姆泰客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王强强、赵切、孟玲宵、顾晓
波、章鹏、张文旭 二等奖

C2005 电气化铁路智能化预配系统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杨桂林、马浩、王拾军 二等奖

C2006
BIM技术在四川省宜宾市南部新区南丝绸路二

期等八条路工程建设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戴稳、李光裕、钱原铭、李登
峰、田会静、苏晓杰 二等奖

C2007 云享乌镇 深圳提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李程 二等奖

C2008
临沂奥体中心-基于BIM+智慧数字平台技术的

综合应用

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城投思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庞树涛、辛鲁超、张凯、云中
来、王雷、萨夫星 二等奖

C2009 辽阳路快速路（福州路-海尔路段）工程
巨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理工大学BIM研究中心

赵金亮、兰天、路帅、宋文龙
、张向 二等奖

C2010 装配式深化设计助手软件 上海中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李新华、朱陈翔、初文荣、王
广、王庆晨、王思凡 二等奖

C2011 公共建筑运维管理知识图谱构建应用研究 深圳市前海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胡月、黄焕民、董奕萱、陈焕
洲、杜阳、包嘉涛 二等奖

C2012 DFC-BIM技术并行工程应用解决方案
巧夺天宫（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杨韶馨、陈成华、盘海贤、温 
立、唐觅知、何福鑫 二等奖

C2013
杭州地铁3-21标轨道交通项目BIM数字化管控

平台应用探索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映晶、冯超其、蒋俯传、罗
鹏 二等奖

C2014
泰和水厂100万m3/d深度处理改造工程BIM软件

与平台研发及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水业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宣锋、黄华辉、于锋、张彧绮
、张琦、姜莹 二等奖

C3001 缤汇云BIM项目设计协同平台 上海一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朱文韬、王伟、赵言武、梁宇
奇、华金锋、吴敏洁 三等奖

C3002 水泥工程智慧建造与智能运维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包卿希、毛娅、姚治明、任帅
帅、金文杰、肖骞 三等奖



C3003 BIM+GIS智慧管廊统一管理平台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环宇、张铭、高峰、李美衡
、张帅、齐秋实 三等奖

C3004 J·MAKER数字建筑AI平台 金茂慧创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周慧敏、代婧、陈辰、贾冉 三等奖

C3005 数字化（BIM）协同管理平台 广东鼎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蒋晟华、黄灿明、罗小斌、唐
国锋、马健钡、田潋全 三等奖

C3006
北京焦化厂剩余地块保障房项目智能建造平台

装配式产业化协同应用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杰、李孟男、邓宝军、张春
宝、郭磊、周梦成 三等奖

C3007
哈尔滨市东三环快速路工程——基于移动互联

技术的施工管理平台应用
哈尔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富海、李传琦、韩力军、杨
威、刘镇、王昱晫 三等奖

C3008 工程算量信息标准化——市政工程算量软件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张宇、孙靖文、郇备备、赵恩
华、秦林、闫建龙 三等奖

C3009 乌沙河泵闸枢纽工程设计与建管BIM应用
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武大扬帆科技有限公司
张李荪、卢聪飞、张国文、刘
杨、徐升、罗恒 三等奖

C3010
BIM技术助力通锡高速公路海门至通州段项目

复杂立交枢纽改扩建施工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许子豪、乔建博、关涛、李国
光、米博、郝永健 三等奖

C3011
BIM+智慧建造技术在临沂市创意产业园项目的

综合应用

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城投思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邱国福、辛鲁超、赵晓明、徐
国涛、王雷、萨夫星 三等奖

C3012
BIM+智慧工地在临沂市沂河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中（京沪高速-清河西路）的综合应用

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城投思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刘树龙、刘杨、吴欢、季相海
、王雷、萨夫星 三等奖

C3013 临沂康养护理中心-基于BIM技术的综合应用
临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城投思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杨建、张志勇、胡顺琪、刘泽
宇、王雷、萨夫星 三等奖

C3014
科研圣地，比肩硅谷---顶尖科学家社区首发

项目数字化应用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魏富强、邓金涛、孙智浩、王
健、袁铮奕、程志翔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