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
序号

奖项

1

1等奖

设计组公示获奖名单

参赛项目名称

罗田水库-铁岗水库输水隧洞工程全专业BIM正向协同设计与应用

参赛单位名称

深圳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2

1等奖

中交蒙巴萨港新建KOT工程BIM设计应用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肯尼亚办事处

3

1等奖

《深惠城际铁路（前保至坪地）设计阶段BIM设计与应用》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4

1等奖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周边临空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一期工程
（平西安置区-南区）设计BIM应用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

1等奖

“智”汇之舟—深圳科技馆(新馆)项目参数化设计实践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
深圳市土地投资开发中心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6

1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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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等奖

李家沱长江复线桥正向设计与数智运维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8

1等奖

深圳城市轨道交通6号线支线设计阶段BIM应用

中铁二院华东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9

2等奖

BIM+3DGIS技术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环线铁路工程项目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的应用
甘肃铁投地方铁路有限公司

10

2等奖

BIM技术在青岛市新机场高速连接线工程设计阶段中的正向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1

2等奖

上海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二期工程BIM及智慧厂站设计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等奖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
哈工大（深圳）重点实验室集群—设计主导的全过程工程咨询BIM创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新与实践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

13

2等奖

BIM技术在重庆两江新区机场东联络线南线道路工程项目设计中的集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应用

14

2等奖

BIM技术在印尼坦竣煤码头及配套项目设计中的应用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15

2等奖

西安咸阳机场三期扩建工程T5航站楼设计-BIM协同应用

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机场建设指挥部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6

2等奖

济南融创茂项目设计阶段BIM综合应用

济南万达城建设有限公司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同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7

2等奖

OPPO长安研发中心项目——BIM设计助力数字建设

广东明创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8

2等奖

固戍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BIM设计及协同管理平台实践应用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固戍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9

2等奖

武汉白沙三路时代天街BIM正向设计应用

四川洲宇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

2等奖

深圳市沙井人民医院扩建（二期）工程BIM设计应用

深圳机械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1

2等奖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智慧示范校园的BIM平行设计实践——南部新城南京外国语学
南京智慧新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校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2

2等奖

济宁·复兴之路文化科技主题园H区BIM区域性整体设计

2等奖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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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学院EPC项目基于BIM的数字化应用与实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3

华强方特设计院（厦门）有限公司

24

2等奖

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配套综合管廊及高压电力架空线缆化一期工程
BIM设计应用

厦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25

2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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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等奖

皇岗口岸综合大楼项目-智慧口岸参数化正向设计应用实践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凯达环球有限公司

27

2等奖

中新天津生态城装配式幼儿园EPC项目 “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BIM
中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应用

28

2等奖

深汕高级中学项目设计阶段BIM创新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坊城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29

2等奖

滑县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改造工程BIM正向设计及全过程咨询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

30

2等奖

陵水县黎安林场安置区（一期）项目PC构件设计制造一体化

重庆中科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1

2等奖

集成“装配式+BIM+CIM”助力萝岗中心城区保障房项目正向设计全
过程管理

中恒建筑设计院（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
中恒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32

3等奖

沭阳红星爱琴海购物广场BIM整合设计应用

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33

3等奖

株洲八桥新建工程BIM设计与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光明分院建设项目BIM设计阶段应用

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34

3等奖

35

3等奖

深圳市税务局新沙地块项目--EPC总承包模式下装配式项目BIM应用
实践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36

3等奖

时代未来苑（A1）区项目BIM设计应用

广东弘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37

3等奖

高速铁路隧道BIM设计软件研发及其在赣深高铁隧道设计中的应用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38

3等奖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D-07、D-08地块）综合体项目BIM设计应用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9

3等奖

菏泽东站站房BIM设计应用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40

3等奖

滨海大道（总部基地段）交通综合改造工程BIM设计应用

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
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41

3等奖

青岛龙湖天街项目BIM设计应用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42

3等奖

精细设计
用

43

3等奖

盐城污泥焚烧工程总承包BIM全专业正向协同设计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44

3等奖

福建妈祖医院重离子医疗系统BIM正向设计应用与管理

广州市设计院

45

3等奖

基于多软件协同的中国科学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项目BIM正
广州市设计院
向设计应用

寄托情怀——中建东北设计院总部大厦BIM正向设计与应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润（沈阳）地产有限公司

46

3等奖

龙华区中医院-数字化新医疗项目正向设计实践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47

3等奖

雄安新区7#变电站及调度生产用房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48

3等奖

大型综合体的BIM正向设计—广州南沙体育馆片区项目

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优比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49

3等奖

BIM技术在长沙欢乐海洋旅游度假区中设计施工一体化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0

3等奖

中国国际信息技术（福建）产业园C地块BIM正向设计研究与实践

厦门特房国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安溪特房嘉泉房地产有限公司

51

3等奖

北京轨道交通7号线东延综合管廊工程BIM设计应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城市管廊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贾维斯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52

3等奖

北京市育英学校附属实验学校BIM协同设计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3

3等奖

重庆市永川区新红旗小学EPC工程设计阶段BIM技术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54

3等奖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基地（二期）建设工程设计阶段BIM沉浸式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55

3等奖

BIM技术在青岛地铁6号线设计阶段中的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56

3等奖

泰和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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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3等奖

重庆湖广会馆古建设计阶段BIM数字复原技术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58

3等奖

中交厦门投资A5地块综合体项目BIM设计应用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59

3等奖

西安曲江电竞产业园-场馆区工程BIM正向设计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电竞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60

3等奖

时代中国大塘村项目BIM设计应用

广东弘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61

3等奖

广州中山四路JY8地块商业项目BIM正向设计

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优比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62

3等奖

厦门住宅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厦门市档案馆及城建档案馆技术业务用房项目设计阶段应
天厦建筑设计（厦门）有限公司
用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3

3等奖

基于川滇界金沙江特大桥的三维数字化设计研究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勘察设计分公司

64

优秀奖

BIM技术在秦皇岛金色年华健康养护院项目中的设计及分析应用

秦皇岛市建筑设计院

65

优秀奖

清秀•十里云裳项目设计阶段BIM技术的深度应用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66

优秀奖

洛阳市珠江路滨河体育公园项目设计阶段BIM应用

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67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中国移动济南数据中心二期项目设计中的集成应用

安徽皖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8

优秀奖

羊城广场BIM正向设计在EPC项目研究应用

广州市设计院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69

优秀奖

工业BIM正向设计在长沙市大型生活垃圾清洁焚烧发电工程的应用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70

优秀奖

威海新星宇万达嘉华酒店BIM正向设计应用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71

优秀奖

BIM技术在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办公大楼及辅助用房项目设计阶段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的数字化应用
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72

优秀奖

生态科技岛高级中学BIM设计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3

优秀奖

前海珑湾国际人才公寓项目-国际联合项目BIM数字化设计的探索与
突破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人才乐居有限公司
上海科瑞真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4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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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优秀奖

BIM技术在西延高铁地质路基工程中的应用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76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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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77

优秀奖

金科集美天辰项目PC构件高效设计及模型深度应用

重庆中科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8

优秀奖

时代丰鼎花园(南地块)项目BIM设计应用

广东弘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79

优秀奖

雄安新区起步区1#供水厂工程BIM设计及实践应用

80

优秀奖

数字技术助力武汉疫后重振——GIS+BIM技术在龙灵山周边配套基础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施建设项目中的应用

81

优秀奖

漕河泾开发区赵巷园区设计阶段BIM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82

优秀奖

BIM技术在衡阳路政策性装配式住房EPC项目中的应用

中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83

优秀奖

BIM技术在湛江新地标-金融广场综合体项目的设计应用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84

优秀奖

BIM技术在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外围配套综合管廊工程地质勘察中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的应用

85

优秀奖

蓝湾中心项目BIM融合设计的标准模式探索

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86

优秀奖

广州呼吸中心建设项目-医疗建筑设计阶段BIM应用

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7

优秀奖

青海省加西公路元甫沟隧道工程设计的BIM技术应用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88

优秀奖

总包引领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9

优秀奖

BIM全专业正向设计在深圳6号线支线二期中的应用

示范工程 --沈抚军民融合大厦BIM正向设计与应用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90

优秀奖

徐韩公路快速化改造BIM技术设计应用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

优秀奖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6号线工程土建设计第Ⅰ标段BIM设计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92

优秀奖

龙华三校项目-设计高周转模式下的BIM实践应用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93

优秀奖

陈江街道办二号污水厂工程BIM设计及实践应用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94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东营市孤北水库改建工程施工图设计阶段中的应用

山东新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5

优秀奖

BIM技术在子信路与疏港一路立交工程设计阶段的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96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大型商业综合体勘察设计数字化应用-南京红山宝龙城

南京润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佰模伝信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97

优秀奖

沈阳中海望京府项目BIM正向设计及应用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8

优秀奖

商业综合体项目数字化技术应用及管理体系-广西玉林万达广场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万达商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99

优秀奖

石家庄裕翔110kV变电站设计阶段BIM综合应用

河北汇智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第十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

施工组公示获奖名单

序号

奖项

1

1等奖

EPC模式下亚洲杯主场馆的数字孪生高效建造

中建八局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

1等奖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发展服务中心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3

1等奖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BIM深化设计及过程管理应用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

1等奖

衢州体育中心项目体育场工程基于BIM的智能建造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5

1等奖

北京环球影城项目侏罗纪与小黄人片区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6

1等奖

金强国际赛事中心项目基于BIM技术的施工精细化管理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7

1等奖

济南市中心医院项目(EPC)施工阶段BIM技术的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营匠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8

1等奖

BIM技术在古典中式风格站房西安站施工阶段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9

1等奖

海口市国际免税城项目(五地块)基于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实施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宾孚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绿地集团西北房地产事业部

10

参赛项目名称

BIM技术助力中国国际丝路中心大厦项目高效智慧建造

参赛单位名称

11

1等奖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大型医疗综合体数智化建造—深圳市新华医院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12

1等奖

安阳文体中心建设工程PPP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上海宝冶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13

1等奖

基于BIM+5G技术在赣江新区鸿信大厦项目施工阶段的智慧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赣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1等奖

黄冈居然之家垂直森林城市综合体项目施工BIM技术全专业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黄冈居然之家商业地产有限公司

15

1等奖

BIM技术在复杂地质地下工程施工中的应用——北湖核心区南侧地块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安置房项目（EPC）

16

1等奖

BIM技术助推翠湖科技园项目装配式施工精细化管理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葛洲坝（北京）发展有限公司

17

1等奖

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片区B11-1/02地块超高层（二期）项目施工阶
段BIM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筑智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18

1等奖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企业级BIM+GIS数字化管理体系助力湾区超级水利工程建设——“
重庆市筑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HN+智慧建管平台“在珠三角水资源配置C1标工程中的融合创新应用
广州万玺科技有限公司

19

1等奖

BIM技术助力汉江药业新区建设项目精细化管理

20

1等奖

中建一局华江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超大型钢膜结构娱乐综合体项目管理中的融合应用--中国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摩项目BIM技术成果总结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1等奖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BIM+智慧工地助力南昌市轨道交通4号线望城车辆段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22

1等奖

中国石化（亦庄）智能制造研发生产基地项目“BIM+精益建造”综
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3

1等奖

BIM技术在京张高速铁路地下空间深埋“站隧一体化”的综合应用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4

1等奖

汉中市天汉大剧院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汉中市滨江新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5

1等奖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项目一标段BIM施工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6

1等奖

招商银行金融创新大厦项目施工阶段的BIM技术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华北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7

1等奖

徐家汇体育公园"两馆一建"项目施工BIM技术综合应用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谊博勘测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28

1等奖

富龙西江特大桥施工阶段的BIM及信息化融合管理创新应用

29

1等奖

怀柔科学城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项目BIM技术在 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30

1等奖

阿里巴巴北京总部项目在施工阶段中的BIM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优比智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1

1等奖

溶洞地质条件下装配式建筑施工BIM技术全过程应用-鸦岗（一期）
保障性住房项目（二标段）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住房租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32

1等奖

BIM+5G技术在深圳悦彩城项目中的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33

1等奖

BIM技术+智能建造助力常泰长江大桥施工——实现四个世界首创、
六个世界之最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34

1等奖

雄东片区A单元安置房及其配套设施项目-二标段施工BIM应用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

1等奖

BIM技术在阜阳市大剧院项目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36

1等奖

BIM技术在装配式群体建筑--上海中心商办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

1等奖

青山湖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BIM技术助推施工建设管理

38

1等奖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BIM+IOT+协同平台打造“土-岩”二元地质填海造陆地区超深基坑施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工中的数字建造——中石油深圳LNG接收站项目深基坑工程
中建一局集团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39

1等奖

基于BIM的中国电科科技创新园项目大型复杂钢结构工程智能建造关 中电科（北京）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键技术及创新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0

1等奖

BIM+GIS技术在太原西北二环高速公路数字化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慧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洪城城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南昌市自来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1

1等奖

BIM技术助力天津地铁7号线7标项目精细化管理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42

1等奖

BIM+智慧建造助力雄安发展-BIM技术在雄安商务服务中心酒店建设
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43

2等奖

BIM技术在岳阳岳茂苑项目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柏慕联创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4

2等奖

数字化集成赋能沪杭甬高速公路杭州市区段改建工程精细化施工管
理

杭州市交通运输发展保障中心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小塔塔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5

2等奖

BIM技术在沈阳宝能环球金融中心项目T1塔楼施工中的研究与应用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

2等奖

青岛新机场综合办公及生活服务用房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7

2等奖

嘉兴市市区快速路环线工程（一期）土建6标项目BIM施工应用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快速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8

2等奖

广州保利国际金融中心T3组团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广州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49

2等奖

精装BIM应用加速北京奕思伟旧改项目快速交付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0

2等奖

福州滨海新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机电工程BIM技术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1

2等奖

清远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设工程施工阶段BIM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裕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2

2等奖

昆明市综合交通国际枢纽建设项目基坑支护工程BIM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53

2等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城南院区工程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建八局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4

2等奖

雄安1#供水厂工程复杂水处理工艺下BIM施工阶段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筑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5

2等奖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B1组团超大规模安置房项目全专业施工BIM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6

2等奖

华晨宝马涂装车间及车身库项目施工全过程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57

2等奖

合肥苏宁广场项目在施工阶段BIM精细化多专业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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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58

2等奖

湖北广电传媒大厦项目BIM技术的全专业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59

2等奖

BIM技术在前埔三期大型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中的全过程数字建造应
中铁二十二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用

60

2等奖

佛山市三水区新城医院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全过程智慧管理应用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绍

61

2等奖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东航基地项目核心工作区F-06-02地块施工全过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BIM应用

62

2等奖

邯郸城发大厦项目BIM精细化管理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63

2等奖

BIM技术在明珠湾大桥施工全过程中的深度应用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64

2等奖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施工总承包BIM研究与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开元能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等奖

中交三航（厦门）工程有限公司
BIM在中广核平潭大练海上风电项目风机基础及安装工程项目管理上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的应用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65

66

2等奖

深圳技术大学建设项目(一期)施工总承包Ⅳ标施工全过程BIM应用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2等奖

BIM技术助力沈阳吾悦华府广场项目钢筋工程高效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8

2等奖

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三所三队一中心1号地块项目基于BIM技术在
公安监管特殊建筑施工阶段的探索与实践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9

2等奖

镇江好未来教育基地项目BIM总承包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70

2等奖

BIM技术在苏州轨道交通S1号线04标段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轨道交通市域一号线有限公司

71

2等奖

BIM技术助力雄安新区7#变电站及调度生产用房项目高效智慧建造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72

2等奖

5G精益建造，示范产业基地——BIM技术助力智能安保产业基地的智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慧建造应用

73

2等奖

BIM技术在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康复中心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

2等奖

龙塘停车场综合体工程 ——基于BIM技术的PBS体系施工综合应用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75

2等奖

BIM技术助力黄岛大学城公共场馆（体育馆）工程施工与深化设计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76

2等奖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和空管工程BIM技术施工应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山东青建智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77

2等奖

雄东片区A单元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二标段基于"BIM+智慧工地"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施工中的精细化管理应用

78

2等奖

智能化3D扫描技术在中国农业银行精装旧改项目全过程BIM应用

79

2等奖

BIM技术在晋江新丝路文教园（一期、二期）工程总承包项目施工管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理中的创新实践
中建八局（厦门）建设有限公司

80

2等奖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含市儿童医院)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1

2等奖

京雄高铁BIM+GIS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82

2等奖

BIM技术助力建业拾捌贰期项目施工阶段精细化管理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83

2等奖

BIM技术在北京安贞东方医院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优比智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84

2等奖

中直安惠住宅项目施工阶段基于BIM技术的智能建造

中铁建设集团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85

2等奖

BIM与5G技术助推马鞍山红星中学项目数字工地建设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房屋工程技术分公司

86

2等奖

BIM技术助力沈阳龙湖天街商业综合体项目数字化精益管理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悦来中心(会展总部基地)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重庆悦瑞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林同棪（重庆）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7

2等奖

88

2等奖

BIM技术在恒大同景国际城项目施工中的深度应用

重庆中科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9

2等奖

滨海高新科技展示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落地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90

2等奖

百色学院棚户区改造项目BIM施工综合应用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91

2等奖

郓城县南湖新区建设项目群众艺术中心BIM施工应用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天盛环球（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2

2等奖

国航飞训基地二期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93

2等奖

贵阳华润万象汇城市综合体施工管理——BIM技术+智慧工地体系建
设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贵阳）有限公司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94

2等奖

智慧建造驱动信联天地项目的施工管理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青岛中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95

2等奖

南海实验中学EPC项目施工阶段BIM5D应用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6

2等奖

滁州奥体中心工程施工中的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城建工程技术分公司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7

2等奖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的广发金融中心（北京）项目施工阶段深化设计研究与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应用
北京中北华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8

2等奖

bim技术在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慧城苑epc+装配式项目中的精细化管理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应用

99

2等奖

济南都市阳台项目BIM应用助力EPC+全过程咨询模式下新旧动能转换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同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

2等奖

BIM技术在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文华苑项目装配式施工综合应用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荥阳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101

2等奖

埃及新首都CBD项目P1标段BIM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02

2等奖

BIM技术在丰县体育中心项目游泳综合馆施工阶段标准化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鹏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博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3

2等奖

BIM技术在建业蓝海郑风项目装饰装修工程的应用

河南建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4

2等奖

邯郸市峰峰矿区中心医院改扩建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广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05

2等奖

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6

2等奖

BIM技术在2006G01-A4地块(东渡酒店)项目酒店施工管理中的综合应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用
中建八局（厦门）建设有限公司

107

2等奖

世界最大跨度通水通航渡槽引江济淮淠河总干渠钢渡槽BIM技术施工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应用
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108

2等奖

沸腾里（一期）工程——火锅商业小镇及异形博物馆施工BIM综合应
中天建设集团西南公司
用

109

2等奖

BIM技术助力商丘文化艺术中心钢结构高效精准建造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10

2等奖

BIM助力城市轨道交通施工创新管理-长株潭轨道西环线项目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11

2等奖

BIM技术在引江济淮G312合六叶公路桥大跨径变截面连续钢箱梁的应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用
中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2

2等奖

BIM技术在烟台阳光100城市广场项目中的施工应用

中建三局城建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3

2等奖

全球最大专业足球场馆(广州恒大足球场)EPC项目地下施工阶段
CIM(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EPC设计院

114

2等奖

信平智慧广场施工BIM技术应用

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5

2等奖

沈阳星河湾三标段 A 区项目 BIM 技术施工管理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16

2等奖

北京至雄安新区高速公路河北段项目主体工程施工6标段BIM及信息
化技术综合应用

中交一公局京雄高速SG6标项目经理部

117

2等奖

广州白云（棠溪）站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土建工程1标BIM技术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18

2等奖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基于BIM的精细化施工管理在深圳大学城核心区广场及地下车库项目
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的应用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119

2等奖

咸阳市中心医院综合楼项目BIM精细化管理与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0

2等奖

雄安容东片区C组团安置房项目BIM+智慧工地综合管理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优比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121

2等奖

BIM+数字化工地助力航空培训基地项目大跨度异形结构在施工阶段
的综合应用

122

2等奖

基于“模块化BIM”的标准化快建造体系在南京新城科技园项目中的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运用

123

2等奖

BIM+智慧建造技术在喀斯特地区雷榕高速一分部中的应用

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鲁南高铁工程建设指
挥部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4

2等奖

菏泽东站站房工程BIM技术施工阶段应用

125

2等奖

BIM技术在成都地铁8#线十里店站、理工大学站、杉板桥站的设计深 中铁建工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化阶段、机电管线安装、装饰装修施工阶段的应用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126

2等奖

福州市第二文化宫施工阶段机电专项+项目管理BIM应用

永富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27

2等奖

南京华新城AB地块二期工程基于BIM+协同平台的精细化施工管理应
用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28

2等奖

BIM技术在红星爱琴海购物中心项目机电施工总承包工程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29

2等奖

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项目-基于地铁及文物保护区范围内的地下施工 中建六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阶段BIM技术创新应用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130

2等奖

四川白酒学院二期项目BIM综合管理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131

2等奖

七冶云泰广场商业综合体施工过程BIM技术综合管控应用

七冶土木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32

2等奖

兰州市安宁区人民医院翻建工程一期医疗综合楼项目施工阶段BIM技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术应用

133

2等奖

赣电·贵府--BIM技术在仿古商铺项目施工阶段的重点应用

134

2等奖

BIM技术与智慧工地在龙湖国际中心项目叠缩叠挑异型结构施工中的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协同应用
中建七局总承包有限公司

135

2等奖

BIM技术在IDC项目施工中的应用模式—阿里巴巴江苏云计算数据中
心南通综合保税区A区D、E楼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36

2等奖

厦门软件园三期F17地块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厦门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137

2等奖

BIM技术在中国东盟医药创新与产业化基地项目施工中的管理应用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38

2等奖

BIM技术在东来印象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139

2等奖

深圳南山医院改扩建（二期）项目BIM智慧建造施工应用

深圳市南山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管理中心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

2等奖

BIM技术在福州正祥广场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141

2等奖

延庆万达项目施工运维阶段BIM深化+智慧化管理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金湾航空城市民艺术中心工程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冶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珠海华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42

2等奖

143

2等奖

BIM技术在金山500kV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阶段全过程运用

上海水石建筑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144

2等奖

BIM+GIS数字管理平台助力351国道龙游横山至开化华埠段公路工程
（开化段）施工精细化管理

衢州城发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351国道龙游横山至
开化华埠段公路工程（开化段）项目经理部
浙江小塔塔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45

2等奖

横屿中学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6

2等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古镇口科教园区施工阶段的BIM技术综合应用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源海嘉图工程技术咨询(山东)有限公司

147

2等奖

基于BIM的雄安新区启动区两横四纵NA9、NA11（EA1-EB4段）项目智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雄安新区启动区两横四纵
慧建造技术创新应用
NA9NA11（EA1至EB4段）项目经理部

148

2等奖

华中中交城项目施工阶段基于BIM技术的数字孪生体系应用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49

2等奖

坪山区第三人民医院项目施工全过程BIM应用

深圳市坪山区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互联立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50

2等奖

BIM技术在奇石文化颐养园项目平原德百奇石博物馆施工中的应用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建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1

2等奖

BIM技术在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工程施工阶段优化与管理方面的应用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152

2等奖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项目BIM技术智慧施工综合应用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53

2等奖

兰州高科现代医药物流园项目施工（二标段）BIM技术应用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4

2等奖

深圳地铁14号线基于BIM+GIS技术的管控平台创新应用

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5

2等奖

BIM技术在重庆地铁10#线朱家湾车辆段深化设计阶段与土建、钢结
构、装饰装修阶段的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156

2等奖

基于BIM技术在山西省首例装配式钢结构高层住宅晋建·迎曦园项目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的智慧建造

157

3等奖

奔向“智慧城市”—BIM技术助力“阎家岭办公中心”超高层核心筒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结构施工

158

3等奖

山西省晋剧院演艺中心综合改造工程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159

3等奖

BIM技术在威海国际经贸交流中心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威海中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60

3等奖

嘉定工业区动迁安置基地装配式项目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161

3等奖

渝湘复线高速公路192m变截面空心高墩大跨径连续刚构桥BIM技术综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应用

162

3等奖

BIM技术在通州区丁各庄公租房项目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3

3等奖

BIM技术在海南博鳌国际机场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4

3等奖

大东海新天地A地块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福建华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5

3等奖

济南CBD片区丁家村保障房项目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166

3等奖

BIM技术在中山大学·深圳建设工程（Ⅱ标）机电工程中的应用

167

3等奖

基于BIM技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仿古建筑的智慧建造和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运维交付的研究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68

3等奖

BIM技术在合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项目精益建造过程中的深度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9

3等奖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建设事业总部
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八和二十二号线冼村站项目-基于BIM+GIS+AIot的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精细化施工管控技术应用
上海锦申铁道科技有限公司

170

3等奖

BIM总发包模式在安康万达广场项目的全过程创新应用及高效管控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171

3等奖

葛沽PPP图书馆、文化馆和展览馆项目BIM施工技术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172

3等奖

壹言广场大商业项目BIM+智慧建造应用

中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73

3等奖

BIM在春江天境装配式项目中的施工深化和多专业协同应用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4

3等奖

商河县智慧城市管理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施工管理应用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75

3等奖

杭州市亚运村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奔竞大道（鸿宁路-纬五路）
项目施工管理BIM技术应用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176

3等奖

苏州城北路（长浒大桥-娄江快速路段）改建工程LM01标BIM技术施
工过程应用实践

苏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中恒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177

3等奖

青岛市妇幼儿童医院西海岸院区项目基于BIM技术在施工总承包管理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面的应用
青岛滨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8

3等奖

龙湖亿联·春江天玺项目 基于BIM技术在施工总承包管理方面的应
用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9

3等奖

苏州华贸项目A区施工全过程BIM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80

3等奖

成都天府机场四川航空飞行基地 施工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181

3等奖

省级装配式建筑工业化集中生产基地——湖南建工经投装配式中心
EPC项目BIM技术在装配式设计、生产、施工中的一体化应用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182

3等奖

BIM技术在华侨城第二总部大厦项目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六局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

3等奖

武汉市蔡甸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工程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建科工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184

3等奖

杭衢高铁常山江特大桥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185

3等奖

郑州恒大刁沟安置区DG-4地块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BIM技术土建施工
河南科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阶段单项应用

186

3等奖

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6号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助力降本增效

北京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187

3等奖

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6号线工程南溪湿地站~福祉路西站区间工程装
配式地铁工程BIM智慧建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建三局城建有限公司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88

3等奖

BIM技术在兰州万达城商业项目（G1901-11#）的施工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89

3等奖

广州市白云沙亭岗新社区棚改项目施工阶段BIM+信息化应用

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事业部

190

3等奖

匠心打造 地标学校—BIM技术在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广州实验中学智
慧建造的全过程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新广州知识城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191

3等奖

清徐国际教育小镇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2

3等奖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绍兴市儿童医院）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BIM
浙江绿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及智慧化平台应用
比姆泰客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93

3等奖

河南省省直青年人才公寓航港南苑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194

3等奖

安顺市人民医院第一分院建设项目施工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通号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通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5

3等奖

BIM技术在哈工大高层次人才科研楼项目全过程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深圳市邦迪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196

3等奖

BIM助力温州江心屿改造提升工程（东园）EPC项目全过程管理

浙江原野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97

3等奖

走马湖水系综合治理工程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

198

3等奖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8号线二期工程土建三工区BIM数字化管理创新
应用

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

199

3等奖

龙岩靖永高速A1标段基于BIM的施工综合应用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福建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品成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00

3等奖

雄安站枢纽片区市政道路、综合管廊、排水管网BIM技术在施工全过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程精细化管理中应用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

201

3等奖

佛山市建盈发展有限公司
塘西大道三期及南延线工程施工阶段的BIM及信息化融合管理创新应
佛山市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用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

3等奖

BIM技术在深湾汇云中心项目超高层及地铁上盖中的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203

3等奖

BIM技术助力张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与服务平台项目机电深化设计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204

3等奖

德赛西威惠南工业园一期机电工程及洁净车间项目在施工阶段的BIM
中核华泰建设有限公司
应用

205

3等奖

BIM技术助力睢阳区远大凯旋城建设项目施工精细化管理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6

3等奖

昆明香格里拉综合发展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07

3等奖

BIM技术在新乡市廉政教育基地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8

3等奖

BIM+智慧建造互联技术在丽泽D07项目中的全施工周期实践融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09

3等奖

BIM技术在IPD模式下的探索应用 ——龙湖彩虹郦城项目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0

3等奖

生态城十二年制学校项目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211

3等奖

中海和平之门商业BIM多维正向设计辅助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

212

3等奖

苏州阳澄湖景区配套酒店项目BIM+智慧建造技术精细化管理应用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永正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苏州环秀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13

3等奖

BIM技术助力南京新媒体大厦项目高效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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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14

3等奖

BIM技术助力嘉兴市文化艺术中心项目精益建造 ——向建党百年献
礼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15

3等奖

BIM技术在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东环段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鲁班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16

3等奖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发中心项目机电BIM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217

3等奖

BIM技术助力河北太子城服务区项目智慧建造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8

3等奖

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闭幕式主场馆-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场项
中建八局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219

3等奖

北京延庆八达岭希尔顿逸林酒店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宝冶（北京）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20

3等奖

BIM技术助力长春金地风华雅筑项目模块化精工建造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1

3等奖

中山大学深圳建设工程项目——施工阶段BIM辅助精细化管理综合技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术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222

3等奖

数字赋能·BIM+技术引领江西信江双港航运枢纽工程项目施工管理
应用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港航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信江航运枢
纽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223

3等奖

BIM技术助力中国民航大学“云中阅览”精细化建设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中国民航大学

224

3等奖

BIM技术助力精益建造在锦绣江城项目中的运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志恒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25

3等奖

中建地下空间有限公司
亚洲最大地铁车辆段-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3号线二期（北延）工程
长沙科欧徳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公明车辆段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建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226

3等奖

中国牙谷学术交流展览馆建设项目大跨度钢结构施工BIM技术应用

227

3等奖

全装配剪力墙建筑智慧建造——浭阳新城五区一期工程施工阶段BIM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应用

228

3等奖

BIM技术在香溪河斜塔斜拉桥施工中的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229

3等奖

基于云计算的京雄城际铁路通信及信号工程BIM+GIS应用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电务电化工程有限公司

230

3等奖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大同分所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231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韩城分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力韩南韩北村城改安置房DK1项目施工过程综合管理应用

232

3等奖

中交（天津）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京杭运河施桥船闸至长江口门段航道整治工程施工阶段中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的综合应用
京杭运河施桥船闸至长江口门段航道整治工程项目
管理办公室

233

3等奖

BIM技术在成都医学城cGMP标准厂房项目施工阶段的实践创新应用

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34

3等奖

BIM+智慧建造在怀柔04街区棚户区改造装配式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5

3等奖

BIM技术在延安文化旅游山地酒店项目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236

3等奖

樊家村劳动力安置用地工程施工阶段BIM+智慧建造技术应用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37

3等奖

苏宁环球总部新大楼一标段装修工程施工阶段BIM应用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38

3等奖

深圳市布吉水质净化厂三期工程施工阶段的数字化项目管理应用

深圳市环水启航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239

3等奖

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240

3等奖

广州金融城AT090956地块项目BIM技术施工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41

3等奖

BIM技术在A-1科研楼（信息通信创新园二期工程）施工阶段应用

中建八局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42

3等奖

BIM技术助力广州云珠酒店项目高效管理及快速建造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43

3等奖

BIM技术在陕钢一次料场大跨度网架项目施工中的创新实践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4

3等奖

中国工艺美术馆工程施工BIM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五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45

3等奖

通州富力二期项目施工阶段的BIM技术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华北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46

3等奖

郑州小湖村安置项目BIM技术在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47

3等奖

深圳市“二线插花地”主体IV标基于BIM技术的总承包管理应用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健棚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数云科创（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248

3等奖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新大楼建设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9

3等奖

精装BIM在重庆京东方电子工业厂房生产线项目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50

3等奖

凤岗天安数码城项目BIM施工综合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天安数码城有限公司

251

3等奖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大国重器，科技引领----BIM技术助力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施项目智慧建造
天津大学

252

3等奖

武夷新区体育中心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53

3等奖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工程施工总承包Ⅰ标段（新建航站楼）施工
阶段BIM综合应用

254

3等奖

中铁十二局集团容东片区D2组团安置房项目地库机电管综等BIM应用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255

3等奖

BIM技术在国内首个弧形模块化星级酒店雄安郊野公园唐山展园项目 中建集成建筑有限公司
全过程应用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56

3等奖

提升施工品质，铸就优质工程——BIM技术助力天津市光华外国语学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校项目精益建造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华北分公司

257

3等奖

G0121高速(遵秦段) B6 标BIM技术施工应用实践

中交一航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高速公路项目总承
包部
中交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58

3等奖

青岛新机场系列工程建造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259

3等奖

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建设——雷榕高速公路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合应用
重庆交通大学

260

3等奖

BIM技术在鼎好电子大厦A座升级改造项目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261

3等奖

轨道•城市曙光项目BIM+智慧工地技术应用与探索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62

3等奖

BIM技术在渭城区渭城中学迁址新建项目施工阶段的精细化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3

3等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程设计实训大楼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64

长沙市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湖南亘晟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等奖

万科长沙森林公园项目幕墙BIM施工应用

265

3等奖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新能源技术与材料综合研发平台-核用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研发及应用
海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平台项目的BIM施工应用
宁波市镇海区至诚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66

3等奖

BIM技术在浙江美硕电器装配式项目的施工阶段应用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和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67

3等奖

赣州市章贡区江南府返迁安置房项目施工流程数字化管控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8

3等奖

水井坊邛崃全产业链基地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69

3等奖

BIM技术在沈阳华府新天地二期D组团超高层项目中的施工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270

3等奖

BIM智慧化应用助力董梁公路东平湖互通钢箱梁与跨京九铁路转体桥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复杂桥梁施工
山东高速宁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71

3等奖

苏州胥涛路对接横山路隧道工程项目BIM+CIM工程建设及探索创新

272

3等奖

打造创新.绿色.智慧.全异型“乐趣”校园-BIM技术在海南海口江东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寰岛实验学校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与管理

273

3等奖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助力中国石化上海浦东科研信息办公综合基地项目智慧建造 上海赛诺佩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74

3等奖

佛山市珑门广场14、21座（南海之门）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智在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五羊钢结构有限公司

275

3等奖

BIM技术在广德路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管理中的综合应用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76

3等奖

腾飞东站前府项目基于BIM的工程施工综合应用

郑州腾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77

3等奖

东安湖体育公园一场三馆项目BIM技术在安装工程信息化建设及管理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的应用

278

3等奖

栾川至卢氏高速公路工程LLTJ-6标BIM技术在施工过程中碰撞检查、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施工模拟、技术交底及工程量统计综合分析运用

279

3等奖

”P-BIAS“一体化昔阳装配式管廊基于BIM的全生命周期应用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280

3等奖

BIM技术在京安城际铁路5标施工中的应用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281

3等奖

BIM技术在钦州中马产业园市政桥梁及综合管廊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282

3等奖

平安财险大厦项目施工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83

3等奖

贵阳国际金融中心1、2号楼在施工过程中的机电预制化技术

中建四局安装公司贵州分公司

284

3等奖

名汇广场建设项目装配式结构BIM技术综合应用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85

3等奖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东院门诊综合楼和眼科大楼项目BIM及"BIM+"在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阶段的应用

286

3等奖

基于BIM+GIS的预应力管桩物料跟踪与配桩优化技术在天津滨海国际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森林庄园项目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87

3等奖

BIM技术在上海瑞虹新城7号地块发展项目施工管理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建设集团华东工程有限公司

288

3等奖

“BIM+智慧工地”精细化管理在天投国际商务中心二期项目中的综
合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89

3等奖

河南警察学院科研楼、警体馆工程总承包项目施工阶段基于BIM技术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的精细化管理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290

3等奖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做高质量工程的守护者—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项目施工阶段BIM技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术落地应用
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91

3等奖

BIM技术在天津地铁7号线10标工程前期施工阶段中的创新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292

3等奖

Bim智慧工地在北京地铁17号线天通苑东站施工中的创新应用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293

3等奖

湖州市内环（北线）快速化改造工程一标段EPC总承包项目施工阶段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BIM技术应用
广州优比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294

3等奖

BIM技术在沈阳保利天汇项目施工中的集成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295

3等奖

BIM技术在濮阳至卫辉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濮卫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陕西中电数通科技有限公司

296

3等奖

衡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基地二期建设工程（EPC）施工阶段BIM应用—
—以BIM为桨，扬起梦想之帆

上海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297

3等奖

成都生物城污水处理厂施工现场管理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数云科际（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298

3等奖

BIM助力深圳市中医院综合楼精细化施工管控

299

3等奖

基于BIM技术的江山虎山运动公园项目施工全过程数字建造应用实践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300

3等奖

BIM技术在川投西昌医院EPC项目中的创效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301

3等奖

山东省济东戒毒所改扩建安全文明施工BIM综合应用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第二有限公司
山东科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02

3等奖

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地铁车站施工全过程常态化应用（梅江会展中心南站、八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里台站）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303

3等奖

三亚大悦环球中心项目BIM技术在施工管理中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304

3等奖

BIM技术在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产品升级项目（铁西厂区）-车身
车间一期、冲压车间一期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05

3等奖

郑州华锐光电高端显示器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306

3等奖

BIM助力中国首座特大型戏剧公园智慧建造—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项 中建一局集团华北建设有限公司
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307

3等奖

青岛国际啤酒城改造项目T1T2楼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实发展（青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

308

3等奖

厦门市档案馆
厦门市档案馆及城建档案馆技术业务用房项目BIM技术施工阶段应用 厦门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福建九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9

3等奖

BIM技术在金城湾翠微大厦施工阶段应用

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

310

3等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改扩建工程（一期）项目-BIM技
术在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下直线加速器机房施工的应用探索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11

3等奖

胸怀凌云志，共筑航天梦—BIM技术在中科院长春光机所项目施工过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程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312

3等奖

“疫”不容“迟”———北海市结核病防治院新冠应急隔离病房改
造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13

3等奖

南京市工人文化宫施工全过程BIM深化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南京天枢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工人文化宫

314

3等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西丽湖校区学生公寓AB栋拆建工程BIM施工应用

北京互联立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15

3等奖

六工汇—冬奥广场（五一剧场、制粉车间改造）项目施工BIM应用

北京建宜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首奥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316

3等奖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E组团安置房项目大型建筑群施工阶段数字孪生应
中铁建工集团北方工程有限公司
用

317

3等奖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的铁路及市政交通工程智能建造助力雄安数字孪生城市
中铁九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
山东汇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18

优秀奖

济南平安金融中心超高层机电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19

优秀奖

沙特萨拉曼国王国际港务综合设施P4包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320

优秀奖

BIM技术在长沙北辰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21

优秀奖

红光物流园项目施工阶段的BIM技术研究

中国建筑五局总承包公司

322

优秀奖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主题文化街（南区）项目主体工程BIM技
广东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术施工应用

323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东莞格兰名筑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24

优秀奖

BIM技术在厦门轨道交通3号线机电装修供电工程中的应用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25

优秀奖

桐乡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合肥大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26

优秀奖

郑州福晟·谦祥·钱隆城万达项目BIM施工应用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327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高效施工管理 ——怀柔杨宋镇梦想山项目

北京住总第一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金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28

优秀奖

金地正华漾时代园项目—-BIM技术赋能装配式工程智慧建造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29

优秀奖

BIM技术在厦门滨海东大道二标段项目施工阶段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330

优秀奖

BIM技术在大跨度、大截面预应力梁项目施工阶段综合应用—青岛市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开发区第六中学扩建工程

331

优秀奖

锦艺四季城香悦苑项目BIM技术土建施工阶段单项应用

河南科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32

优秀奖

厦门市马銮湾再生水厂一期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

333

优秀奖

福州宜家家居商场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334

优秀奖

BIM技术在锦源大厦项目机电安装全过程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35

优秀奖

BIM技术在大型医疗工程的施工阶段综合应用-中南大学湘雅五医院
项目

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天禹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艺光装饰装潢有限责任公司

336

优秀奖

陕西沣东新城医院—现代大型医疗建筑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337

优秀奖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助力后海超级总部中心区双核心筒无柱大跨度超高层项目施
中建一局集团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工应用 ——深圳工商银行大厦项目
鸿业（深圳）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38

优秀奖

石丰路保障性住房建筑产业化项目施工全过程BIM技术的应用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住房租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339

优秀奖

“森林中的宝石”-上海图书馆东馆施工BIM应用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340

优秀奖

龙海市芦州大道二期及锦江道西段工程-A段施工阶段BIM应用

福建磊鑫（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协和建设有限公司

341

优秀奖

BIM助力工程管理与数字建造-无锡海尔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42

优秀奖

深圳大学西丽校区二期II标施工全过程BIM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3

优秀奖

福建省妇产医院EPC项目BIM设计优化与施工管理应用

福建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湘智能建筑有限公司

344

优秀奖

南通中央商务区A-01、02地块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中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345

优秀奖

鄂州花湖机场场道工程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6

优秀奖

平台依托，数字营造——BIM技术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南沙）医院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EPC模式下的一次成优应用
广州市南沙区建设中心

347

优秀奖

南京大浦塘二期酒店、公寓项目BIM总承包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348

优秀奖

BIM技术在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A5标段建设管理应用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349

优秀奖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B2组团施工阶段BIM技术深度应用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0

优秀奖

BIM技术在沈阳大学图书馆新建工程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大学
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51

优秀奖

全球唯一的沉浸式熊猫逍遥乐园--BIM技术综合管理在成都大熊猫基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地扩建工程中的应用
四川柏慕联创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52

优秀奖

金琴快线北延段一期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及创新研发

珠海交通集团路桥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珠海路讯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韩澄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53

优秀奖

扬州颐和医疗健康中心BIM技术施工落地应用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胜途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354

优秀奖

BIM技术在济南中央商务区4-14地块项目施工中的落地应用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5

优秀奖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会堂智慧建造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应用
福建汇信格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56

优秀奖

平江时代商业中心BIM技术全过程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钱和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吉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57

优秀奖

庙底沟文化遗址博物馆项目“BIM+精益建造”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58

优秀奖

BIM技术在双滦文化体育活动中心项目精细化管理中的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59

优秀奖

BIM技术在天马相城A1地块商业区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60

优秀奖

BIM技术在经八纬一棚户区改造A区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61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中海丽春湖墅项目施工应用

中建七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362

优秀奖

深圳（哈尔滨）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施工阶段基于BIM技术的总承包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63

优秀奖

信和达元器件智能物流中心项目-基于智能无人立体仓及项目综合管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理BIM技术应用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64

优秀奖

青岛澳柯玛智慧冷链智能化制造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鹏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住鸣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365

优秀奖

榆林三馆（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BIM施工应用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66

优秀奖

北京城市副中心165、169地块EPC模式下多方协同BIM施工阶段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筑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67

优秀奖

装配式建筑昆仑首府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鹏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住鸣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368

优秀奖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新建大理至临沧铁路站后“四电”系统集成及站房工程BIM技术应用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滇西铁路建设指挥部
品润建筑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369

优秀奖

深圳东湖中学项目基于BIM技术在狭窄空间下的精细化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70

优秀奖

宝钢湛江三高炉系统连铸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十七冶集团冶金工程技术分公司

371

优秀奖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助力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II标段（交通中心）项目逆作法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三期建设指挥部工程管
施工应用
理二部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72

优秀奖

BIM技术在莫邪路地铁站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73

优秀奖

深圳市龙岗天安数码城项目施工阶段BIM+5G技术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74

优秀奖

异形幕墙施工全过程BIM应用(重庆龙湖沙坪坝枢纽工程)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375

优秀奖

松山湖生物药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全专业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376

优秀奖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图书馆、档案馆工程施工BIM技术应用

杭州中宙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7

优秀奖

郑东新区科学大道4标段基于BIM的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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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优秀奖

BIM技术在城市轨道交通梧桐路停车场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379

优秀奖

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车辆段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路桥分公司
中交机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岛习远咨询有限公司

380

优秀奖

翡翠城项目-超高层建筑施工阶段BIM技术智能化应用

中建六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381

优秀奖

以新建造体系为特色的BIM实施管理体系在碧桂园云创家园C区项目
的应用价值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82

优秀奖

BIM技术在济南凤凰中心二开区项目精细化建造中的应用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383

优秀奖

BIM技术在聊城市徒骇河大桥项目施工管理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城建集团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蓝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智慧建造——深圳市大鹏新区人民医院项目施工阶段
BIM技术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384

385

优秀奖

丰台医院提质改建项目医疗工艺与医院建筑BIM技术施工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6

优秀奖

郑州市轨道交通3号线二期工程土建施工项目01标段土建施工阶段
BIM技术应用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87

优秀奖

BIM技术在350km/h数字化智能高速铁路大跨度连续梁（福厦高铁）
施工中的应用

中铁六局集团北京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388

优秀奖

BIM技术在深汕中心医院施工阶段的机电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89

优秀奖

BIM技术在大体量公共建筑项目施工中的应用-山西省档案馆新馆建
设项目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90

优秀奖

BIM技术+智能设备在益海嘉里榨油项目安装工程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91

优秀奖

BIM+技术在贵阳长通智能厂房施工过程中智慧化应用

中建四局贵州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92

优秀奖

中科院光电所科学城园区施工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北京世源希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93

优秀奖

海南生态软件园G地块美伦熙语三期项目BIM技术在施工管理中的综
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394

优秀奖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瑶溪分院新建工程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裕翔110千伏城市智慧变电站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分公司
石家庄思凯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395

优秀奖

396

优秀奖

基于BIM的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社人楼智能建造技术研发及创新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97

优秀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在深圳城市轨道交通13号线石鼓站及相邻区间的智慧建
中建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造应用

398

优秀奖

基于BIM与数字孪生技术的天津双青中学装配式建筑创新应用

中研建（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广昊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诺捷科技有限公司

399

优秀奖

绍兴则水牌2地块设计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韬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金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00

优秀奖

BIM技术在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炼铁工程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冶金工程有限公司

401

优秀奖

南康家居特色小镇北山孵化器幕墙工程BIM应用

中建五局装饰幕墙有限公司

402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三亚海棠湾C10片区C10-A02-19、C10-A02-24项目施工阶
段的应用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新时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03

优秀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东院建设工程（医疗综合楼等9项）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阶段BIM应用

404

优秀奖

打造人才聚集精品工程-洋湖人才公寓项目BIM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五局总承包公司

405

优秀奖

BIM技术在四川九绵高速LJ29合同段项目建设管理中的应用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406

优秀奖

BIM技术在越中友谊宫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7

优秀奖

基于BIM技术的PBS管理体系施工中的实践与探索--中电建·能源谷
项目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408

优秀奖

华邦国际中心大跨度钢连廊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阳光智造有限公司

409

优秀奖

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生态城先行启动区）一期住
宅（西侧42-45号楼）项目施工BIM应用

北京建宜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10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东郊污水厂项目机电安装工程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411

优秀奖

BIM技术在鹁塘沟特长隧道施工中的应用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京秦高速公路遵秦段B7标
项目
中交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高速公路项目总承

412

优秀奖

正太中心施工阶段BIM应用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413

优秀奖

BIM技术在昌吉市碧桂园·庭州府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14

优秀奖

西安市高新城·阳光里项目（一期）工程施工BIM应用

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415

优秀奖

BIM技术龙樾上城装配式住宅项目施工过程中的深度应用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建工新兴绿色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416

优秀奖

博兴人民医院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山东海铭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东营成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17

优秀奖

合肥市新港家园施工BIM技术应用

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8

优秀奖

BIM技术在乌玛高速大跨度钢箱梁桥中的施工应用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19

优秀奖

“BIM+智慧工地”技术在瀚海思念城项目弧形外立面施工阶段的综
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总承包有限公司

420

优秀奖

青岛海高会展保障中心综合楼项目基于BIM技术在施工总承包管理方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面的应用

421

优秀奖

施工总承包BIM全过程应用——以铁道警察学院校区建设工程为例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422

优秀奖

华远华时代超高层LOFT项目施工阶段BIM+智慧工地的集成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23

优秀奖

在施工阶段运用BIM技术在青岛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土建03工区以信
息化、可视化指导施工，打造智慧地铁

中建八局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424

优秀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前滩45-01地块（上海纽约大学二期）项目施工BIM
技术综合应用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比埃慕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425

优秀奖

郑万铁路重庆段站房1标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铁八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26

优秀奖

台州游艇小镇PPP项目一期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427

优秀奖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非注册Vip接待中心施工阶段BIM技术
应用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中儒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8

优秀奖

BIM技术在芙蓉大道快速化改造（湘潭段）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429

优秀奖

基于BIM技术的智能建造在派河口船闸的应用与发展

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30

优秀奖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南院建设项目北区工程BIM+智慧化研究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1

优秀奖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晨晖苑项目装配式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2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宝鸡大剧院项目快速建造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433

优秀奖

国际工程菲律宾T-ONE项目BIM施工应用

中建三局国际工程公司

434

优秀奖

“新机场，新高度”--深圳机场卫星厅配套站坪工程bim+项目管理
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航空港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机场扩建工程指挥部
上海鲁班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435

优秀奖

兰州碧桂园金城雲鼎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6

优秀奖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装饰工程BIM技术应用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37

优秀奖

石药集团重组蛋白高科技医药产业园项目BIM技术及智慧工地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8

优秀奖

BIM技术在虹口区提篮桥项目施工阶段的智慧建造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439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天津地铁7号线5标肿瘤医院站项目精细化管理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分公司

440

优秀奖

G310项目在智慧建造领域的探索及应用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南科技大学

441

优秀奖

德上高速合枞段HZTJ-03标BIM+装配式施工技术应用

中交一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442

优秀奖

杭州银行总行新综合大楼BIM技术施工应用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3

优秀奖

BIM技术在平发集团投资大厦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平顶山市发投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44

优秀奖

阳塘安居小区工程二期（三标段）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建协和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磊鑫(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鹭云筑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445

优秀奖

厦门英蓝国际金融中心项目机电施工阶段之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446

优秀奖

兰州工业学院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装饰装修工程BIM技术应用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7

优秀奖

数字孪生思维下的机电专项BIM应用—深圳黄贝岭旧村改造项目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天津天河云筑工科技有限公司

448

优秀奖

哈尔滨金融中心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哈尔滨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比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49

优秀奖

BIM技术在菊巘山公园项目施工中的管理应用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450

优秀奖

济源职教中心建设PPP项目施工BIM综合应用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451

优秀奖

广州轨道交通三号线东延段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智能化管理应用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盾建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52

优秀奖

大兴区庞各庄镇PGZ01-05地块商业办公项目(二期）施工BIM综合应
用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453

优秀奖

雅林未来社区BIM施工深化管理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54

优秀奖

BIM技术在数字新基建工程建设中综合应用的探讨——新华人寿合肥 中建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后援中心一期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455

优秀奖

宁波杭州湾中心湖隧道工程BIM施工应用

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6

优秀奖

BIM技术在钦州石化园区深海排放管道工程中的施工应用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457

优秀奖

BIM技术落地“两山生态“鹿岐峰沿江风光带园林景观智能设计建造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458

优秀奖

BIM技术在洛阳玻璃厂路跨铁路曲线偏心转体桥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郑州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459

优秀奖

贵阳百花新苑项目施工阶段BIM综合管理应用

贵州化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460

优秀奖

东兴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中心机电安装BIM技术应用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61

优秀奖

龙湖金融中心郑州银行综合业务大楼机电安装项目BIM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462

优秀奖

山东长清城市综合馆（EPC）项目—全专业BIM技术应用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3

优秀奖

BIM技术在南京台积电-晶圆洁净厂房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64

优秀奖

巩义市城区基础设施完善提升项目-石河道大桥在市政施工中的BIM
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465

优秀奖

BIM技术在复杂环境——多工艺并存（秦皇岛海滨路东西延伸工程）
中铁六局集团北京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中的应用

466

优秀奖

上海大悦城二期商业综合体项目在施工阶段多专业BIM的综合应用

467

优秀奖

哈尔滨玉泉固体废物综合处理园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BIM技术的施工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应用

468

优秀奖

数字驱动，效率变革——探索孪生项目信息共享，助力国家会展中
心展翼起飞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469

优秀奖

百郦湾二期项目在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70

优秀奖

BIM技术在大兴黄村七街安置房项目（1101地块、1103地块）二期
（1101-10#住宅楼等14项）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71

优秀奖

TOD模式下的BIM应用-成都成华区商品住宅项目（一期）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72

优秀奖

轨道·壹号城3号楼、5号楼及地下室项目BIM技术施工过程应用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473

优秀奖

马峦街道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施工BIM应用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集成建筑有限公司

474

优秀奖

张八里花苑工程基于BIM的技术管理及智慧平台建设

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六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475

优秀奖

BIM技术在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初中部拆建工程项目履约及管理中的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深度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476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孟家湾至红石峡段铁路桥梁工程施工过程精益管理应用 陕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路桥分公司

477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中船重工科研管理中心等3项工程一体化施工过程中的应
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78

优秀奖

BIM+智慧建造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二期东南组团三标段项目的深度应
用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承包部

479

优秀奖

福安小区城市更新EPC综合体项目施工BIM专项应用

深圳市福田福安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80

优秀奖

BIM技术推动铁岭城市供水工程精细化施工管理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区域公司

481

优秀奖

长沙城际空间站商业综合体项目BIM+智慧建造在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482

优秀奖

襄阳四中迁建项目BIM施工综合应用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工建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83

优秀奖

中蒙博览会永久性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永泽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84

优秀奖

EPC模式下BIM技术在富阳人才公寓项目的深度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85

优秀奖

恒裕金融中心幕墙施工BIM应用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486

优秀奖

哈尔滨新区金融中心项目多方向全领域BIM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区域公司

487

优秀奖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礼贤组团 C
区）（六标段）BIM施工技术综合应用

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488

优秀奖

日照远大中心EPC项目BIM技术应用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89

优秀奖

南京双子座EPC总承包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90

优秀奖

BIM技术在聊城黑龙江路钢结构拱桥施工及管理中的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491

优秀奖

潍坊金融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492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中国平安集团全国后援管理中心3号楼项目的总承包管理
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493

优秀奖

石家庄旭辉长安府装配式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4

优秀奖

界牌枢纽船闸改建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495

优秀奖

鄂州恒大童世界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496

优秀奖

珠海国际民用航空标准服务研发及培训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珠海国际民用航空标
用
准服务研发及培训中心项目

497

优秀奖

BIM技术在马山镇大型农村新型社区EPC项目管理中的融合应用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498

优秀奖

天门湖租赁住房项目装配式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99

优秀奖

南京市江宁中医院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500

优秀奖

新建赣深铁路广东段站房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铁建设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

501

优秀奖

BIM技术在雄安新区北部郊野公园市政二标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502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中山石岐经济区体育馆项目中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503

优秀奖

星河雅宝高科创新园四A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504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中国铁建·花语堂项目施工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505

优秀奖

BIM技术在重庆轨道交通五号线北延伸段工程玉河沟站～甘悦大道站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两站一区间）的设计优化及施工技术运用

506

优秀奖

加拿大五台山仿唐建筑数字化建设实践BIM应用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亿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中亿丰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507

优秀奖

嘉定区外冈镇16-03地块新建商品房项目施工总承包BIM管理应用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508

优秀奖

BIM技术在佛山地铁桂丹路站复杂老旧管线、多期分次交通疏解盖挖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顺作车站中的应用
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509

优秀奖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一期）工程基于BIM的大型场馆建造技术

510

优秀奖

超限复杂结构大型商业综合体智慧建造管理-以西安高新苏宁广场项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目为例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511

优秀奖

BIM技术在天津市高新区科技展示中心机电安装施工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512

优秀奖

BIM技术在张吉怀铁路施工阶段的智能化应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513

优秀奖

BIM精细化模型助力高速立交枢纽施工应用-济南绕城高速二环线西
环段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514

优秀奖

万科澜悦花园项目装配式建筑信息化施工管理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15

优秀奖

BIM技术在珠海十字门隧道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16

优秀奖

邯郸市综合体育馆项目基于BIM的总承包管理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517

优秀奖

BIM+一体化建造在浙江云计算数据施工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518

优秀奖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城市大道施工全过程BIM技术综合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9

优秀奖

华润万象里项目BIM助推超高层地下室阶段集成应用，可视建造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520

优秀奖

BIM技术在新筑新城二期机电安装项目中施工管理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
参赛项目名称

综合组公示获奖名单

序号

奖项

1

1等奖

BIM技术在北京CBD区域交通综合治理工程EPC项目中的全过程实施应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用
北京市政路桥管理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2

1等奖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项目三维正向设计施工全流程BIM应用

3

1等奖

跨海集群工程全寿命周期BIM技术应用——以深中通道为例

4

1等奖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数字化建造与交付

5

1等奖

鄂州花湖机场南工作区全生命期BIM应用

参赛单位名称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
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中交一航局四航局广航局联合体深中通道项目S09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上海世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6

1等奖

助力成渝智慧双城——成都大运会体育公园BIM全过程数字建造

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CIM助力项目全生命期“智建慧管”——江苏园博园（一期）项
林同棪（重庆）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目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城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万里黄河第一隧”——济泺路穿黄隧道项目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济泺路穿黄隧道
》
EPC项目经理部
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体育场工程EPC+BIM技术综合应用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7

1等奖

8

1等奖

9

1等奖

10

1等奖

BIM技术在兰州奥体中心项目设计与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甘肃安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11

1等奖

泰康之家湘园项目BIM技术的全专业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2

1等奖

大疆天空之城大厦非对称复杂多块体先进BIM建造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3

2等奖

三亚南繁科技城幼儿园小学项目BIM技术设计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4

2等奖

设计与施工同频共振，研发与应用相得益彰——BIM技术在中科院新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经济科创园D-6项目中的应用

15

2等奖

青岛国信金融中心项目BIM全寿命周期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财富发展中心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2等奖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二期（第一批次）EPC项目BIM技术全生
命周期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

17

2等奖

2021亚青会场馆项目基于EPC的大型体育场馆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18

2等奖

襄阳华侨城文化旅游度假区二期设计施工一体化BIM应用

中南设计集团（武汉）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襄阳华侨城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19

2等奖

孪生式BIM在地铁番禺枢纽站的创新实践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博智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博嘉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0

2等奖

智能建造体系在碧桂园凤桐花园项目的应用

21

2等奖

龙华区综合医院及配套道路施工总承包工程BIM综合应用

22

2等奖

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EPC项目BIM综合应用

山东青建智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3

2等奖

济南质子医院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24

2等奖

中国电信创新孵化(南方)基地项目全生命周期BIM应用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5

2等奖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管理，智慧建造——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EPC模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式下BIM技术综合应用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6

2等奖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白云机场三期装配式安置区及配套工程全过程BIM(CIM)+智慧建造信
中建四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息化集成应用
广州市设计院

27

2等奖

胶东国际机场全天候保障通道双元路拓宽工程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青岛市城阳区交通运输局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28

2等奖

BIM助力亚运保障项目—杭州临江环境能源垃圾焚烧发电设计施工综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合应用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29

2等奖

BIM技术在中国铁建·理想家项目设计、施工、运维阶段综合应用

北京欣达置业有限公司
中铁房地产集团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30

2等奖

面向智慧医院的新华医院院区建造与运维BIM应用实践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31

2等奖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智慧建造助力深圳打造智慧水质净化厂--BIM技术在沙井水质净化厂
深圳市环水启航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三期工程中的应用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32

2等奖

EPC设施一体化+BIM数字建造技术在国际生物医药创新中心项目的应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用

33

2等奖

EPC模式下的虹桥东片区N1地块办公项目BIM技术应用

上海航汇临空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34

2等奖

钦州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7-10号泊位工程设计及施工BIM综合应用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一航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35

2等奖

BIM技术在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五星级酒店项目全过程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36

2等奖

龙泉山森林公园狮子宝景点综合服务中心及配套工程EPC项目设计与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7

2等奖

交通慧谷-设计总院生产研发基地设计施工一体化BIM应用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8

2等奖

南京生态科技岛北部初级中学项目设计及施工阶段BIM+智慧建筑管
理云平台集成应用

中新南京生态科技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尚阳谷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9

2等奖

基于5G的“BIM+智慧工地”技术在苏州狮山艺术剧院项目中的运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工程建设管理（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港航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锦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40

2等奖

江西万安枢纽二线船闸工程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41

2等奖

绿色工业洁净厂房新地标-遂宁印刷包装产能EPC总承包项目BIM技术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深度应用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鲁南高铁工程建设指
挥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天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照市东港区教育和体育局

42

2等奖

鲁南高铁QHZF-1标设计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43

2等奖

基于BIM技术的东港区体育中心项目全过程数字化管理

44

2等奖

BIM+智慧社区在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应用

45

2等奖

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项目管理中心
500kV楚庭变电站基于三维建设信息化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过程管控及
广州市博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验收平台研发及应用
筑维联合（广东）建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6

2等奖

中交·世通大厦商业综合体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筑分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健棚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数云科际（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47

3等奖

BIM运维整体解决方案在博智林总部园区项目的应用

广东博智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博润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48

3等奖

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会场酒店项目-BIM设计与施工综合
应用

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成都华润置地驿都房地产有限公司
北京奥易联合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之江路输水管廊及道路提升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BIM技术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

3等奖

50

3等奖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商业综合体BIM技术全过程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1

3等奖

杭州国际中心项目的全过程BIM应用

杭州鲁能城置地有限公司
上海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2

3等奖

BIM技术在上海市松江区松江中学设计施工两阶段应用

上海毕模建筑工程技术咨询事务所
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53

3等奖

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BIM正向设计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54

3等奖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媒体村项目设计及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绿城房地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
杭州亚运村建设有限公司

55

3等奖

超大型城市群体建筑智慧建造技术综合应用-雄安商务服务中心项目

中建八局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6

3等奖

郑州地产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人民医院地下智能停车及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基于BIM的全过程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精益建造管理
国机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河南）有限公司

57

3等奖

信德横琴口岸服务区A03地块开发项目 - 应用“BIM+“技术开展商
业综合体施工全过程数字化建造研究

58

3等奖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高品质校园设计、建造的BIM全过程综合应用实践——中华中学雨花
南京雨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校区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59

3等奖

国家合成生物核心研发基地EPC项目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60

3等奖

中央美术学院青岛校区莫比乌斯环钢结构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中海建筑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1

3等奖

德上高速合枞段设计施工一体化BIM集成应用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62

3等奖

学府智能停车楼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BIM综合应用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3

3等奖

基于GIS、BIM与AR增强现实的城市水环境治理技术探索与综合应用

中建一局
中建一局华江建设有限公司

64

3等奖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主体部分）建设全过程BIM综合应用

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5

3等奖

BIM技术在东濠涌深层排水隧道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66

3等奖

BIM综合应用—温州市城市中央绿轴F-03a地块拆迁安置房工程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67

3等奖

基于5G的 “BIM+数字智慧工地”技术在苏州狮山广场博物馆西馆的 中诚工程建设管理（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运用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

3等奖

2022年世界杯主体育场全生命周期BIM综合应用

69

3等奖

BIM技术在广联达智慧建筑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中的设计施工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一体化拓展应用

70

3等奖

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BIM设计施工应用

金华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基于BIM的精细化建造管理与智能化资产转
固应用实践

中铁建华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71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72

3等奖

福州工业路提升改造工程项目设计、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73

3等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钱江院区（一期）项目BIM全过程应 杭州彼盟建筑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74

3等奖

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人才保障性住房（一期）项目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中建四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筑科学研究所

75

3等奖

长沙县人民医院全专业BIM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6

3等奖

珠海市环保生物质热电工程二期设计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77

3等奖

BIM技术在成都地铁6号线三期4标工程设计、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78

3等奖

福安小区城市更新EPC 综合体项目设计施工BIM 综合应用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9

3等奖

苏州金鸡湖隧道项目设计施工阶段中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城市重建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80

3等奖

中天钱塘银座项目--BIM技术在绿色建筑EPC项目中的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1

3等奖

利亚德光电南方总部装配式和幕墙系统参数化建模

深圳市首嘉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中建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副中心信访中心项目智慧建造3.0技术应用

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82

3等奖

83

优秀奖

苏州荟同学校设计-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建八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苏州荟同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中诚工程建设管理（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84

优秀奖

中央美院青岛校区EPC项目BIM全过程参数化应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85

优秀奖

BIM技术在曲靖卷烟厂卷包车间搬迁改造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的综合应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用

86

优秀奖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区医院二期项目（肿瘤医院）EPC模
式下医院全过程智慧建造 BIM技术综合应用与研究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87

优秀奖

BIM技术在EPC医疗建筑中的应用-衢州中心医院机电安装工程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88

优秀奖

厦门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全过程咨询BIM应用

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厦门陆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89

优秀奖

BIM技术在甘肃省妇女儿童医疗综合体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90

优秀奖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崔寨项目在设计-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91

优秀奖

平房净水厂排泥水处理工程BIM技术在工程（正向化设计、施工监管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智慧水务）全生命周期应用
中建一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2

优秀奖

新场综合医疗卫生中心项目-设计和施工阶段-医疗空间、专项BIM应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用
上海科瑞真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优秀奖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天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中儒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3

河北建设商务中心项目施工及运维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深汕湾智苑、科技园项目部

94

优秀奖

深汕湾智苑、科技园项目EPC总承包工程BIM综合应用

95

优秀奖

BIM+GIS技术在广州横沥岛尖一级土地开发与建设项目的应用与创新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96

优秀奖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M技术赋能张泾河泵闸工程设计、施工、安质监及建管一体化协同 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张泾河南延伸整
治工程1标项目部

97

优秀奖

雄安新区7#220KV无人值守变电站及调度生产用房项目BIM综合运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98

优秀奖

东航数字孪生工程建设在上海金叶苑3#地块中的BIM智慧建造应用

上海东航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东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99

优秀奖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维修机库EPC项目BIM综合应用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00

优秀奖

深圳市埔地吓水质净化厂三期工程BIM全生命周期综合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环水启航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101

优秀奖

盐通铁路大丰综合枢纽站前广场设计与施工BIM综合应用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102

优秀奖

BIM技术在全地下污水厂的EPC总承包应用—西安市第三污水处理厂
项目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3

优秀奖

BIM助力音乐之都打造——成都城市音乐厅项目全过程BIM应用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竞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海嘉面粉有限公司新建60万吨/年小麦加工线项目设计与施工阶
中粮海嘉（厦门）面业有限公司
段BIM技术的综合应用
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104

105

优秀奖

中国国有资本风投大厦BIM技术设计及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投控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6

优秀奖

深圳市金辉路综合管廊工程设计施工BIM综合应用

深圳市天健坪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7

优秀奖

五强溪水电站扩机工程设计施工全过程BIM及智慧化应用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五强溪水电厂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五强溪水电站扩
机工程项目部

108

优秀奖

京滨城际滨海西站市政配套工程全生命周期BIM综合技术应用

天津泰达滨海站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蓝色星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

优秀奖

力波啤酒厂转型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10

优秀奖

世茂云浦公馆项目-设计+施工BIM综合技术应用

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

111

优秀奖

特房芙蓉书院BIM正向设计与施工综合应用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特房嘉信房地产有限公司

112

优秀奖

全生命周期BIM技术在南京海玥花园绿色科技住宅项目中的应用

上海建工房产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13

优秀奖

北京地铁19号线基于云端的BIM数字资产移交应用研究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114

优秀奖

宁波国际会议中心EPC项目设计与施工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航浙江分公司杭州运营保障基地BIM+智慧建造

上海东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浙睿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三才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15

优秀奖

116

优秀奖

常泰长江大桥主塔沉井BIM技术应用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分公司

117

优秀奖

西气东输广州计量站及压气站BIM数字孪生无人站场技术应用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
广东输气分公司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公司西气东输管道分公司
南京计量研究中心

118

优秀奖

光明科学城启动区土建工程项目BIM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19

优秀奖

深圳市长圳公共住房及其附属工程EPC项目BIM综合应用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20

优秀奖

邯郸邯山万达广场项目施工、运维阶段BIM管理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1

优秀奖

光谷国际人才自由港·武汉未来科技城青年社区项目BIM技术全生命
中冶南方城市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周期应用

122

优秀奖

赋能产业地产运营智慧升级-南京星河world BIM智慧运维管理平台

深圳星河产业集团
北京知优科技有限公司

123

优秀奖

战峰•榕寓BIM+装配式一体化数据应用

福建省城投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博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24

优秀奖

海螺农场项目BIM技术全过程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华南有限公司

125

优秀奖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项目BIM+EPC综合阶段应用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6

优秀奖

杭州市地铁七号线设计施工总承包BIM应用

中铁二院华东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27

优秀奖

新建靖边至神木集运铁路全生命周期BIM可视化建造及数字化智能运 陕西靖神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维项目
中联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28

优秀奖

BIM技术在综合体项目中的设计应用及实施——南京金融城项目BIM
设计应用及实施

129

优秀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设计施工综合应用助力铁路快速建造--新建铁路临沂临港疏
山东临港疏港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港铁路
中铁二院北方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30

优秀奖

真如境商业综合体项目的全过程BIM应用

上海海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悉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1

优秀奖

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全寿命周期BIM技术应用

北京市首发高速公路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132

优秀奖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华南基地二期项目-基于EPC项目的BIM深化设 中建六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计及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133

优秀奖

基于BIM技术的厦门第二东通道建养一体化关键技术应用

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路桥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134

优秀奖

四省边际中心医院BIM+EPC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分公司

135

优秀奖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T4航站楼市政工程设计、施工阶段BIM技术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应用
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6

优秀奖

BIM技术在绵安快速第二通道管廊项目中全过程的数字化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投资分公司
绵阳中建科发管廊道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37

优秀奖

江南立交改造工程BIM设计施工综合应用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南城市建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38

优秀奖

商业综合体项目数字化技术应用及管理体系-眉山仁寿万达广场

万达商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仁寿万达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39

优秀奖

前海人寿广西医院项目设计、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前海人寿医院广西有限公司
北京互联立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第十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

院校组公示获奖名单

序号

奖项

参赛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名称

1

1等奖

基于BIM与数字孪生的西土城地铁站改扩建工程创新应用

北京工业大学

2

1等奖

基于BIM的冬奥雪车雪橇项目智能建维创新技术及应用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

3

2等奖

BIM技术深度应用助力新冯家江大桥项目施工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

2等奖

交投置地·国际创新中心项目基于BIM技术的施工综合应用

重庆大学

5

2等奖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实习实训大楼I 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及BIM
教育资源建设一体化应用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6

3等奖

BIM技术在项目设计阶段的创新应用与探索——以温州大剧院为例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7

3等奖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综合实训楼设计阶段BIM技术应用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8

3等奖

基于BIM技术的天津市中学项目施工阶段智慧建造创新应用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9

3等奖

上海昌隆商业办公综合楼项目施工阶段的BIM综合运用

南阳师范学院

10

3等奖

会昌科技中心项目施工阶段综合BIM应用

南阳师范学院

11

3等奖

西华大学宜宾校区附属中学项目工程基于BIM的施工管理应用

西华大学

12

3等奖

郑州新区数字管廊BIM构建与运维管理研究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3

3等奖

基于BIM的EPC项目高质量建造探索与实践-----以柳州市柳东工人文
广西科技大学
化馆为例

14

优秀奖

BIM技术在虚拟仿真教学中的研究与落地应用

天津大学

15

优秀奖

BIM技术在海南大学多功能体育馆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16

优秀奖

BIM技术对项目全过程的指导应用研究—以上海城投自用办公楼为例 西安财经大学

17

优秀奖

新疆精河至伊宁县新龙口特大桥前期BIM落地综合应用

18

优秀奖

基于BIM的数字化方案设计与合规性审查系统开发研究与应用——以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成武养老康复中心A座疗养中心建筑为例

山西大同大学建筑与测绘工程学院

19

优秀奖

基于BIM多平台协作模式下数字化和精细化管理与应用研究—以虚拟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项目奥讯体育中心为例

20

优秀奖

上海小昆山金钻广场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