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智能建造优秀BIM设计案例赛组（01赛组）

获奖编号 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 参赛人员 获奖等奖

A0001 亚运公园项目——设计全过程BIM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智汇谷科技有限公司
杨将、裘彬、寿光辉、刘晓

锋、高凡、董刚
特等奖

A0002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项目一期工程BIM综合应

用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局

罗建河、杨荣华、王军英、
李修然、罗文辉、赖海山

特等奖

A1001 数智赋能BIM引领叶巴滩水电站勘察设计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夏勇、张冲、唐忠敏、尹华

安、邱虹雨、陈阳
一等奖

A1002
科学设计，智慧管理——BIM正向设计在隆丰皮

革固废资源化总承包项目中的应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焦作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
刘鹏飞、戴明华、李梦琪、

胡帅、杜强强、董金鸽
一等奖

A1003 和泰安养中心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林冬娜、张晓聪、胡咏嘉、

植志元、陈坤成、陈忠
一等奖

A1004
成都西一线跨绛溪河大桥BIM正向设计-解决空间

异形结构设计难题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曾春清、李林、毛宇、王卫
东、屈健、杨星

一等奖

A1005
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正向设计+绿色建筑数

字化应用探索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秦晶、徐洪、刘亚鑫、吕寒
剑、林炬光、廖明宇

一等奖

A1006 东莞轨道线网控制中心项目 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谭芳玉、颜益红、徐来、谢

志成、张振辉、黄奇山
一等奖

A1007
泰和水厂100万m3/d深度处理改造工程BIM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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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俊彬、周文斌、王培成、
郑佳敏、张引玉、彭天驰

一等奖

A1008 广州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项目 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颜益红、徐来、王咏婷、郑

泽荣、叶林选
一等奖

A1009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新建生产三区项目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晓、袁涛、罗超、周雯、

周佳、朱俊丞
一等奖

A1010
BIM技术在珠江路（石油大学区域）连通工程 全

生命周期中的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卢钢、张俊、刘杰、江文杰
、曾春生、刘万龙

一等奖



A1011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河西新院）项目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晓、李渤、罗超、周雯、

曾泽生、周佳
一等奖

A1012
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首期工程项目设计阶段

BIM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润榕、刘子洋、梁昊飞、
刘禹岐、张晓明、李俊男

一等奖

A1013
南方医院增城分院二期建设项目BIM设计集成应

用
中恒建筑设计院（广州）有限公司、

中恒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林周生、陈海津、王林、李

奋杰、纪晓鹏、莫钧全
一等奖

A1014 格力新经济创投中心
AKDA CONSULTANTS PTE.LTD、

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陈军谋、杨俯显、郑伯增、

廖家权、张家瑜、陈过
一等奖

A1015
四川省天府新区核心区工程建设项目群BIM总控

实施与示范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方长建、李锦磊、温忠军、
黄银强、刘仕婷、杨婷

一等奖

A1016
基于综合运营管理模式下上海中电信息港BIM全

生命周期应用
中电光谷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华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尹碧涛、白红、章梦馨、辛

晓媛、路博文、刘婧
一等奖

A1017
辽宁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扩建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综

合楼项目 BIM正向设计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宋爽、邰广一、宋雨佳、刘
亚楠、王博、王佳欢

一等奖

A1018
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项目 BIM技术的创新与

应用管理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宋爽、张伟、张婧、张铭、
李美衡、李力红

一等奖

A1019 福州市轨道交通6号线工程设计阶段BIM技术应用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孟柯、施平望、邱楷君、丁

玉成、王秀清、庄心文
一等奖

A102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五期建设工程 中建二局（华东公司）
封月恒、朱崇选、王刚 、 

黄文东、吴建桥
一等奖

A1021 上海G60科创云廊二期项目设计阶段BIM应用 上海残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张涛、肖智忠、李永涛、陈

勇、彭键炜、刘伟
一等奖

A1022 保定爱情广场 保定市爱之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孟杰、胡东旭、赵汉清、李

玉强、王玮、张伟彬
一等奖

A2001
BIM技术在深圳市罗湖区新医院项目设计阶段的

集成应用
天津仁爱学院

赵雨荷、王铭、赵阔、杨雁
茹、马振、孙志慧

二等奖

A2002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大楼建设工

程BIM设计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巧夺天宫（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杨韶馨、盘海贤、关云飞、
陈成华、杨加建、邱金明

二等奖

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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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A2004 凤凰古城旅游保护设施建设项目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晓、孙畅、罗超、周雯、

周蕾、宋鑫
二等奖

A2005 中交临沂科技产业园BIM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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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A2006 中粮沈阳大悦城E馆项目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星、何云飞、尚作庆、吕

亚男、栾长虹、邱建锋
二等奖

A2007
安徽医科大学阜阳临床医学院及医技综合楼设计

项目（医疗区）BIM正向设计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萌萌、尹婷、鞠海旭、高
卫、王意柳、崔巍

二等奖

A2008
兰州中川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如意飞天”BIM

协同设计应用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柳娜、塔林、高宇微、刘智

奇、蒙瑞、庞磊
二等奖

A2009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期及医疗综合体工程EPC

项目正向设计及施工全过程BIM应用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伟、刘俊峰、何理、张群
、俞正浩、徐广祥

二等奖

A2010 BIM技术在青岛西海岸风河大桥中的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鲁洪强、李明军、赵连政、

孔晨、刘彬、谢金成
二等奖

A2011 浙江鑫达医院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晓、张辉、罗超、周雯、

熊佳嵘、曹鸣谦
二等奖

A2012 BIM技术在青岛地铁6号线中的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王利伟、张俊、许玲、王英

志、刘杰、赵连政
二等奖

A2013 里水嘉洲广场 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陈军谋、杨俯显、陈浩、林

全涛
二等奖

A2014
精细设计 寄托情怀-中建东北设计院总部办公大

楼BIM正向设计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伟、宋爽、孙浩、王娇、
张婧、刘亚楠

二等奖

A2015
BIM技术在海盐县人民医院（EPC）项目机电工程

设计阶段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邓雄、王文新、金梦达、赵
洪波、朱武凌、张亚强

二等奖

A2016
广东省北二环高速保利罗兰小区隔声屏障项目勘

察BIM应用
云基智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陈国国、蔡学文、田静、李
志勇、宋龙龙、张维屏

二等奖

A2017 深圳市坪山区夹圳岭南道路工程勘察BIM应用 云基智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田静、杨林、陈宇、杨思敏

、权凯、潘琳宇
二等奖

A2018
安阳至罗山高速公路原阳至郑州段黄河特大桥

BIM技术应用与正向设计研究

河南省黄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武建立、傅立军、潘华、郭
庆、王恩成、谭中法

二等奖



A2019 北京和光悦府 金茂慧创建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周慧敏、陈辰、纪弘焱、陈

铭锐、崔祥
二等奖

A2020 BIM技术助力青岛地铁8号线设计及施工质量提升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王利伟、赵连政、李明军、

刘杰、孔波、王英志
二等奖

A2021 复旦医院科教楼 BIM 技术应用 厦门城韵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戴婧瑜、王德志、罗廷香、

王金丽
二等奖

A2022
北京焦化厂剩余地块保障房项目装配式产业化全

生命周期BIM协同应用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贾鹏、伍孝波、宋梅、李孟

男、邓宝军、张涛
二等奖

A2023
华南区域深圳前海T102-0345地块项目建筑信息

模型（BIM）技术应用
深圳市前海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胡月、陈焕洲、董奕萱、段
启明、曹阳、刘芮汀

二等奖

A2024
基于BIM全专业的装配式建筑数字建造样板临安
区人民医院及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一期）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王鑫、仇争艳、尹博维、张

玮、吴晨、周里
二等奖

A2025 北京璟玥林汐
北京建邦怀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茂慧创建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秦兴、李亚安、邱钦钦、赵

旭光、周慧敏、陈辰
二等奖

A2026 福州地铁5号线BIM综合应用 福州轨道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晓丹、胡捷昭、林志珩 二等奖

A2027 大型主题公园市政工程BIM技术应用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宁涣昌、张婷、奚寅峰、刘

铁铮
二等奖

A2028
BIM模型轻量化与全景技术在长沙地铁6号线GBIM

信息化建设项目中的应用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

王冬明、庞志宁、陈洋洋、
宋华勇、宋子轩、杨娜

二等奖

A2029
设计牵头EPC模式下的建造全阶段BIM项目管理应

用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靳雨欣、石杰、陈尚军、曹
洲毅、蒋凯、温忠军

二等奖

A2030 车陂商业大楼
广州天晖汇置业有限公司、

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陈军谋、杨俯显、李炜、张

泽礼、陈培笑、钟彬
二等奖

A2031 广东电网生产调度中心设计阶段BIM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吴润榕、陈思超、陈佳森、

张晓明、胡威、罗涛
二等奖

A2032
清远市人民医院公共卫生应急医疗中心项目（二

期）BIM设计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源众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杨韶馨、唐觅知、盘海贤、
顾嘉懿、吴奇龙、仲伟刚

二等奖

A2033
BIM技术在绍兴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EPC项目中的

全过程管理应用
同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潘永、梁卫林、吕竣、王凯
、谢陆鸣、黄若望

二等奖



A2034
BIM分层次辅助多尺度空间之申花九年一贯制学

校设计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宋晋、盛敏杰、杜振波、李
靖、王学仁、方文丰

二等奖

A2035
北京环球影城项目标段二单体机电工程BIM技术

应用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宁涣昌、张婷、奚寅峰、刘
铁铮

二等奖

A2036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二期机电安装项目BIM应

用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宁涣昌、张婷、奚寅峰、刘
铁铮

二等奖

A2037 衢州市鹿鸣半岛时尚文化创业园建设工程项目
中国电建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智汇谷科技有限公司
夏霄、张增辉、周发华、张

煜都、田张鹏、汪茹依
二等奖

A2038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应急医院BIM技术

应用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昌斌、兰漪、刁聪、程明
、罗杰、唐艺云

二等奖

A2039 重庆湖广会馆古建数字复原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炜、陈强、刘育灵、张楚

、任青松、曹畅
二等奖

A2040
综合BIM技术在海南龙湖TOD项目机电总承包工程

中的应用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宁涣昌、张婷、奚寅峰、刘
铁铮

二等奖

A3001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一期工程设计阶段及

EPC管理BIM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倪阳、梁昊飞、张晓明、郑
昊鑫、卢恩慈、陈嘉旺

三等奖

A3002 润友科技长三角(临港)总部项目BIM正向设计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志博、王磊、王娇、刘媛

、戴丽、石慧
三等奖

A3003 BIM技术在杭州中心写字楼精装修工程上的应用 深圳时代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申颜波、但亚华、李伟健、

严湘䥡、林雪鸿、乔辉
三等奖

A3004 大德公馆BIM正向设计项目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香陆、徐树彬、勾思雯、

赵雨曦、高笑赢、黄喆
三等奖

A3005 龙湖农大项目全专业协同 BIM 正向设计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才梦新、孙浩、宁楠、刘俊

峰、李香陆、穆洁
三等奖

A3006
丝路新贸易创新中心项目EPC模式下设计BIM技术

应用
中恒建筑设计院（广州）有限公司、

中恒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林周生、刘㭎、胡瑜旌、李

奋杰、纪晓鹏、吴泽键
三等奖

A3007 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空管工程项目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晓、袁涛、罗超、周雯、

朱俊丞、周蕾
三等奖

A3008
中蒙博览会永久性国际会展中心智能建造BIM深

化设计应用
永泽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徐亚男、张海强、卢雨青、
呼和、李沛璇、甘进璘 

三等奖



A3009
浦东新区航头拓展大型居住社区01-03地块租赁

住房
上海中森建筑工程审图有限公司

房金龙、沈飞、洪超、付高
山

三等奖

A3010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周边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
础设施二期工程（平西二期安置区）八、九地块

设计BIM集成应用

中恒建筑设计院（广州）有限公司
、中恒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林周生、向星、林海、李奋
杰、纪晓鹏、林楚炜

三等奖

A3011 BIM技术在张村河水质净化厂工程中的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宋永健、于小强、杨飞、纪

涛、杨凯祥、于瑶
三等奖

A3012 深圳市人才安居秀新苑项目BIM正向设计与应用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才梦新、孙凯、孙浩、王娇

、刘亚楠、张勰
三等奖

A3013
昆山阳澄湖科技园有限公司工业技术研究院四期

EPC工程项目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孙瑞琨、吴心怡、董甜甜、
李雪峰、张浩、袁贵鹏

三等奖

A3014 苏州建研院总部大楼项目BIM技术应用 苏州市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徐海旺、杨茂健、邓洪、王

琦豪、陈利、许思芸
三等奖

A3015 数字设计助力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建设落地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马晓、王恒续、孙志新、廖

灿灿、黄诚程、谭承碧
三等奖

A3016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新校区图书馆的BIM应用
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菏泽市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吴帅、刘娜、申建、李传运

、张焕、李志砚
三等奖

A3017
基于EPC+装配式模式下的省直青年人才公寓金科

苑项目BIM正向设计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才梦新、查莉、赵爽、刘盈
川、赵蔚萌、孙明君

三等奖

A3018 成都远大购物广场BIM设计应用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文志彬、帅仁友、陈兴华、

罗毅、谢庭良、范超
三等奖

A3019 绿之韵中心项目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晓、袁涛、罗超、周雯、

熊佳嵘、曹鸣谦
三等奖

A3020 长沙世茂广场超高层项目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晓、袁涛、罗超、周雯、

朱俊丞、周蕾
三等奖

A3021
福州长乐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空管工程设计阶段

BIM应用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余志彬、邹玮、陈文韬、张
可晴、林芳芬、林富

三等奖

A3022
大型教育类智慧建造一体化应用-哈尔滨工业大
学（深圳）国际设计学院项目基于BIM的数字化

应用与实践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曾玉华、何平、王一夫、曹
磊、王震、王坤荣

三等奖

A3023
大型教育类智慧建造一体化应用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国际设计学院基于BIM的数字化应用与

实践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珏、田朝炜、刘梦豪、郭

颖、曾玉华、蔡亮
三等奖



A3024
天津欧微优数字集成科创园项目设计阶段BIM应

用

中电光谷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天津中电光谷发展有限公司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尹碧涛、白红、陈磊、路博
文、章梦馨、辛晓媛

三等奖

A3025
第31届世界大运会主场馆——BIM技术助力东安

湖体育场精细化设计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锦磊、季如艳、贾静、刘
仕婷、赵广坡、庞华中

三等奖

A3026 哈尔滨松花江水源上移工程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刘学勇、王浩铭、陈蒙亮、

陈晨、林潇剑、张帆
三等奖

A3027 欧力士中国总部大厦项目BIM设计及全过程咨询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丁一明、赵静、黑海、贾桐

乔、史宇峰、田丰
三等奖

A3028 天津海运学院海上训练基地设计项目BIM应用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高  乔、沈  兵、李文坚、
任鹏宇、赵永春、张骞予

三等奖

A3029 白俄40万吨纸浆厂项目BIM技术应用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明、刘波、杨海军、陈爱

珠、肖创文、王蓉
三等奖

A3030
贵港市港南区人民医院城区分院项目（一期）住

院楼
广西华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李常兴、冯超、周津、刘风
、李卓学、黄胡舟

三等奖

A3031 汇华领峯花园
广州易达建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华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郑贵阳、游何怡、宋健恒、

雷华栋、赵胜、董晓辉
三等奖

A3032 大连佳兆业中心威斯汀酒店项目BIM设计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天禄、侯宇新、张守平、
邓荀嘉、金雨程、李拓达

三等奖

A3033 BIM技术在开放大道中项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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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034 国内首例“独角兽岛“启动区项目数字设计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徐慧、季如艳、钟鹏、费金

亭、张菡、孙钰钦
三等奖

A3035 基于BIM技术的多标高广场综合体建设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宋晋、盛敏杰、杜振波、李

靖、王学仁、方文丰
三等奖

A3036 仓山区城市运营中心项目BIM技术应用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彦哲、陈启浩、杨汇杰、

余志彬、林富、陈文韬
三等奖

A3037
广州中新知识城生物医药园区市政道路及配套工

程BIM综合应用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新广州知识城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梁并豪、黄天宇、刘圳、李

冠兴、祝少才、杨树英
三等奖

A3038
BIM技术在永九快速线工程知识大道互通中设计

与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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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039 安徽华力技术和运营中心项目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阑阑、章宜超、宣辰晓、

丁大勇、汪洋、胡江华
三等奖

A3040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景观工程BIM技术应用 中邦山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李雪娇、王鑫、宗民、姚舜

禹、闫中园、李磊
三等奖

A3041
BIM技术在产业基地项目机房深化阶段应用与研

究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刚、康斌、赵宏哲、徐良
、庞伟、张涛

三等奖

A3042
凤舞天府——BIM技术引领成都露天音乐公园超

大型穹顶设计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广坡、车鑫宇、杨皓程、
廖理安、黄扬、佘念

三等奖

A3043 太湖水库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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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国、万国勇、
卢聪飞、张国文、夏军良

三等奖

A3044 京秦高速公路遵秦段B11标BIM可视化技术交底
中交机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京秦高速公路遵秦

段机电交安项目部
刘今朝、上官琛、马超斌、

毛英杰
三等奖

A3045 单县清控润康综合楼项目
山东东瑞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领宸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金强、满松、陈柯、王鹤

臻、孔贝贝、马露露
三等奖

A3046 高山流水——山地项目中BIM技术的实施与应用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方长建、黄银强、唐浩文、

周元、温忠军、刘仕婷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