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6：                        智能建造装配式技术案例赛组（04赛组）

获奖编号 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名称 参赛人员 获奖等级

D0001
全国最大装配式学校建筑群在EPC模式下BIM/CIM技术

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EPC设计院

姜凯、唐鸿志、张小孔、罗冠鑫
、胡亚宇、童驰远 特等奖

D1001 上海嘉定新城菊园社区JDC1-0402单元05-02地块项目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地集团上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叶子青、殷晨昕、李清、仇春华
、曹强、陆加豪 一等奖

D1002
BIM技术助力合肥龙王唐岗保障房项目装配式施工与深

化设计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沈傲雪、周蓓蓓、张金红、丁丁
、张常琳、朱文科 一等奖

D1003
“装配式+BIM”技术在润景苑住宅小区项目中的精细

化管理应用
甘肃省集成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甘肃建投兴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建军、刘畅、向海涛、洪志龙

、张晓强、崔文 一等奖

D1004 装配式全过程“BIM+智能建造”集成应用
广州承总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余智敏、周泽佳、吴志伟、马颂 一等奖

D1005
BIM+装配式在京雄城际铁路雄县制梁场施工中的综合

应用
中铁上海工程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攀、林福生、王有云、王黎、

张刘永 一等奖

D1006 XDG-2020-19号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慧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郑浩、王岱、刘学洋、张乃峰、

李亮、杨洋 一等奖

D1007 三一云城一期项目--BIM技术助力装配式工程建设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曹铖、刘承灵、扈理梅、米宗宝

、韩鹏伟、万黔云 一等奖

D1008 睿科移动集成箱展示空间（REMAC+exhibition） 广东睿住住工科技有限公司 刘科、邹旸 一等奖

D2001
装配式BIM技术助力大兴瀛海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项目建

设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马嘉霖、杨玉涛、马云飞、左梁
、李悦阳、王超 二等级

D2002
山西省首例装配式钢结构高层住宅晋建·迎曦园项目

BIM施工应用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祁立柱、张志、陈振海、王明清
、贺超越、王磊 二等级

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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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楠、金燕飞、张保青、袁明胜

、陈信安、张凯 二等级



D2004
九万里风鹏正举，BIM技术在国产飞机成都生产基地的

深度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黄秋华、李长线、赵中华、李宗
春、胡正茂、刘易卓 二等级

D2005 BIM 技术在北辰077 装配式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浩麟、蒋西东、谭俊豪、米曙

光、杨俊雄、熊晨雨 二等级

D2006
数字化设计建造实践——西南某新材料研发中心工业

化BIM应用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秦盛民、方长建、徐慧、季如艳
、康永君、刘济凡 二等级

D2007
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一号线及同步实施工程赤沙车辆段

项目
中铁建工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李平、侯筱澎、周迪、张祝阳、
林遵虎、刘晓欢 二等级

D2008
白云机场三期装配式养老院基于BIM技术的PPEFF体系

施工综合管理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向瑶、李松晏、易超、郭永伟、

周波、李宗昌 二等级

D2009 BIM技术在国家超算中心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潘红伟、王永刚、郑蕾、刘国涛

、张成、魏梦诚 二等级

D2010
顺义区高丽营镇夏县营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施工阶段装

配式BIM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潘在鹏、张广亮、赵博、李远方
、杨蕤泽、芦雨 二等级

D2011 金茂紫都苑项目装配式BIM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韦苧、孙雨、李长安、刘学良、

石建喜、吕帅 二等级

D2012 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施工全过程中的贯穿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从乐、邱成戈、刘素军、王洪会

、曾云龙、王旭 二等级

D2013 杭州智慧之门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三才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彪、虞国明、周龙宇、宋昌锋

、虞杰、徐辉 二等级

D2014 中建星顺花园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晓聪、冯海桃、江棹荣、杨振

钧、卢家斌、关坤华 二等级

D3001
山西省首例装配式建筑泰瑞城住宅项目BIM技术综合应

用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祁立柱、张志、陈振海、张昊、
张帆、解敏杰 三等奖

D3002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装配式泵房BIM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超群、赵康财、余焕、苟银瞳

、陆志鹏、黄祥翔 三等奖

D3003
太原万科新里程装配式项目基于BIM技术的协作管理应

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文兵、乔学良、孙雨、郭崇安
、崔华征、魏苏尧 三等奖

D3004
房山区长阳镇06、07街区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六片区

项目FS10-0107-0032地块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林旭峰、修子铠、王宝淳、王聃
、王中帅、庞睿 三等奖

D3005
开创大道与萝岗新城外环路交叉口立交工程中装配式

隧道设计BIM技术应用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黄天宇、刘圳、李冠兴、林林、
郭太军、黄业勇 三等奖

D3006
上海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BSPO-0104单元0421-01

地块、0423-01地块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范彬彬、仇诗雨、陈炎焙、施锦
涛、施浩席、蔡超 三等奖

D3007
总包引领 示范工程-沈抚军民融合大厦BIM正向设计与

应用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曹辉、孙浩、赵爽、张婧、金行
、任敏嘉 三等奖



D3008 华润置地海淀永丰南地块项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志利、李兵、刑继冰、房晓雨

、梁祺朕、肖一粟 三等奖

D3009
海淀区四季青镇中邬重点村资金平衡用R2地南地块项

目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付海洋、张克、杨铎、梁祺朕、
肖一粟 三等奖

D3010 基于承德金隅示范小区住宅项目BIM工业化内装应用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乔元辉、周忠举、毛雪、史一超 三等奖

D3011
杭政储出【2020】19地块-5#楼装配式钢结构住宅BIM

高效建造技术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郑清、熊锐、杨宇成、张然刚、
项恩哲、李军委 三等奖

D3012 海逸文聚轩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晓聪、江棹荣、杨振钧、叶永

杰、卢家斌、徐海峰 三等奖

D3013
莆田涵江区黄安黄霞片区安置房项目BIM设计设计阶段

应用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文韬、刘桑妮、余志彬、张可
晴、卢国辉、林富 三等奖

D3014 旭辉映玑江来项目基于BIM技术全过程质量管控升级
广州兴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贾维斯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梁斌、蒋秋实、张纬生、刘贤平 三等奖

D3015 容桂街道桂洲大道以北地块之二项目 广东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晓聪、江棹荣、杨振钧、李少

华、卢健豪、容嘉杰 三等奖

D3016
威宁青运村（地块一、地块二）1#-3#、5#-13#楼、

15#-23#楼、 25#、26#楼、27#-33#楼及裙楼与地下室
、幼儿园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南方建设有限公司

程海林、齐泽、彭永华、梁东景
、李诚、方建恒 三等奖

D3017 东莞越秀美的天悦江湾花园项目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晓聪、江棹荣、 李少华、欧

阳天伟、卢健豪、徐海峰 三等奖

D3018 福园工业邻里中心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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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浩、冯春龙、姚杰、熊攀登、

张梓嘉、汪斌 三等奖

D3019 装配式混凝土临建设施综合建造关键技术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董晓刚、寇广辉、吴彪、叶阳明

、俞佳航、蔡立东 三等奖

D3020
BIM技术在西安航天基地东兆余安置项目施工过程中的

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潘红伟、王永刚、郑蕾、刘国涛
、张玉鹏、邓伟涛 三等奖

D3021
顺义区高丽营镇02-08-01、02-08-02地块F3其他类多

功能用地项目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舟、李凯 三等奖

D3022 东弘住工科技园项目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晓、廖超、刘捷超、罗超、周

雯、周佳 三等奖

D3023
武汉华润万象城多功能复杂空调机房等机电工程BIM技

术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薛常、吴宜铮、张道良、段振、
陈鹏、雷金鸣在 三等奖

D3024
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赣皖界至婺源段新建工程--祁婺
高速60m跨π型钢混组合梁装配化设计及智能化建造

江西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

王海平、马天亮、万明敏、秦海
波、夏龙水、康海利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