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参赛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名称

1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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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等奖 深圳市体育中心工程项目设计阶段BIM应用
深圳市体育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等奖
住宅智能建造体系下的BIM设计与创新应用——碧桂园·凤凰台项目BIM
应用分析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博智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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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集团金沙江上游公司叶巴滩分公司

1等奖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C塔项目BIM数字化设计应用
深圳湾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扎哈·哈迪德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等奖 地铁18号线横沥重点站基于BIM的孪生交互设计探索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等奖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超大型站城一体化（TOD）项目数字化设计BIM应
用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贾维斯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1等奖 上海白龙港污水厂污泥处置二期工程BIM+数智化设计与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  设计组公示获奖名单



1等奖 清数科技园BIM参数化全过程应用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等奖 鹏城实验室石壁龙园区项目BIM设计及优化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TEN DESIGN GROUP LIMITED
奥意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等奖 横琴杧州水下隧道正向BIM设计与应用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青岛春江天玺BIM装配式项目正向设计应用 深圳介子云图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2等奖 广西金秀国际瑶医医院BIM正向设计与综合应用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广交会展馆四期展馆扩建项目BIM技术助力高效协同设计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等奖 绍兴市二环南路快速路工程BIM正向设计与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深圳大运综合交通枢纽BIM正向设计及综合应用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南方医院增城分院二期建设项目BIM设计集成应用
中恒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中恒建筑设计院（广州）有限公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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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工程(平西
二期安置区)八、九地块--设计BIM集成应用

中恒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中恒建筑设计院（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方特熊出没水上乐园BIM设计应用
方特设计院有限公司
方特设计院（厦门）有限公司

2等奖
国际医学园区医养结合项目(一期)暨周浦养护院新建工程--BIM设计助
力打造绿色、健康、智慧示范养护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中外建工程设计与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铭奥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等奖 孪生驱动，智向设计——赋能深圳数智安托山自然艺术公园
深圳市福田区建筑工务署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同炎数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2等奖 济莱高铁站房项目设计阶段BIM集成应用
济南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同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等奖 雅万高铁Tegal Luar动车段BIM深化设计应用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成都东西城市轴线沱江大桥正向设计及BIM应用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成都城投建筑科技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城发城市广场BIM设计综合应用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天津欧微优数字集成科创园项目设计施工全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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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重庆云瑶玉陛项目BIM一体化正向设计技术应用 深圳介子云图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2等奖 杭州湾海盐融创乐园设计阶段BIM应用
上海与之科技有限公司
海盐融创乐园有限公司



2等奖 渑池至淅川高速公路渑池至洛宁段BIM技术设计应用
河南省新融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中煤集团大海则选煤厂BIM正向设计及应用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等奖 翔安南路(滨海东大道-翔安大道段)综合管廊工程BIM设计应用 厦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3等奖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应急医院设计BIM应用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3等奖 武汉东湖阿丽拉酒店项目BIM设计应用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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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渝地远见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3等奖 丝路新贸易创新中心项目--EPC模式下设计BIM技术应用
中恒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中恒建筑设计院（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高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3等奖 常熟市洪洞水质净化厂一期工程BIM设计及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中金数谷武汉大数据中心项目BIM设计与应用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洋湖再生水厂三期工程全过程BIM设计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BIM精细化设计管理在青岛国信蓝谷综合体应用 青岛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3等奖 济南远大购物广场B-2地块BIM设计优化与创新应用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3等奖
EPC模式下台州玉环东风未来社区一期项目BIM+GIS数字化设计探索与突
破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玉环市城建开发有限公司

3等奖 东濠涌深层排水隧道工程勘察领域全过程BIM信息交互应用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3等奖 西丽水库至南山水厂原水管工程全专业BIM正向设计与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3等奖 世界气象中心（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分中心EPC项目BIM正向设计实施
广州珠江外资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新广州知识城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云南水富港二期扩建工程设计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银海立交与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工程设计阶段中的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数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渭南临渭区万达广场项目设计阶段BIM技术应用
陕西海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敖汉旗垃圾焚烧热电EPC项目BIM正向设计应用 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新密新区供水工程BIM正向设计应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新密市水利局

3等奖 星耀天府——BIM技术助力展示中心全过程应用 洲宇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施工图BIM智能审查的综合应用实践——南京南部新城全民健身中心项
目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智慧新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等奖
深汕生态环境科技产业园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通港大道工程设计全流程
BIM技术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深高速基建环保开发有限公司

3等奖
长沙开福龙湖天街 — 一站式商业综合体全专业BIM正向协同设计与应
用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CSMA0004、CSMA0005单元62-03地块项目设计施工
BIM应用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荷坳隧道（机荷段）施工图设计阶段中的应用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龙泉驿克雷格公学项目——BIM全过程正向设计在中学艺体楼多维空间
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等奖 中海总部大厦项目设计阶段近零能耗BIM技术应用
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等奖
智慧设计，科学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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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城市副中心剧院BIM协同设计应用与研究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等奖 光明区中心医院续建（二期）工程--数字化设计助力智慧医疗建设
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等奖 宁波新典桥BIM设计全流程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宝桥（扬州）有限公司

优秀奖 安溪戏曲中心全专业BIM正向设计 厦门上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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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投资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河北廊坊数据中心设计管控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高海拔 护青山 “BIM”助力四川彝族风格谷克德项目仿古设计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仙山路快速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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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商业综合体数字化应用及正向设计体系—安庆迎江万达广场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渤龙湖社区活动中心BIM正向设计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OPPO智能制造中心项目中施工管理的应用 中建三局一公司安装公司

优秀奖 珠海规划科创中心项目全专业BIM正向协同创新设计与应用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清华大学新化学馆项目全专业协同BIM正向设计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赋能绿色建筑设计—以广东实验中学扩建工程项目为例
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西藏美术馆项目设计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蝶湖景苑超高层设计阶段BIM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复杂建筑设计中的集成应用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淄博校区
图书馆项目

淄博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张家浜楔形绿地C1d-01地块商业办公项目BIM设计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基于BIM技术在青岛啤酒西海岸精酿啤酒花园项目的标准化协同设计与
技术研发创新实践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白云机场三期平西二期安置区项目装配式+BIM正向设计集成应用 广州市城市更新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商业综合体项目数字化技术应用及管理体系-上海临港万达广场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商业综合体项目数字化技术应用及管理体系-青岛即墨万达广场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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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武昌滨江龙湖天街项目BIM正向设计实例分析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优秀奖
北京国道109新线高速道-桥-隧集群工程 BIM快速建模及正向设计技术
研究与应用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公路长大桥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优秀奖
沈阳至海口高速公路荷坳至深圳机场段改扩建工程初设阶段BIM技术应
用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设计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

优秀奖 融创咸宁梓山湖未来城BIM设计应用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厦门新体育中心BIM协同设计运用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深圳社会福利救助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设计阶段BIM技术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
中建宏达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EPC+装配式”韶山科技小镇项目BIM技术应用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城市更新区地下综合体BIM协同设计应用--“读者印象”文化生态精品
街区项目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河北段太子城互通式立交主线1号桥BIM正向设计应
用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福州数字中国会展中心BIM全过程设计技术应用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青岛中学人行景观天桥工程中的全过程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萌宠小镇项目设计阶段的应用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山体景观项目（半山崖线项目）设计阶段中的应用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鄂州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BIM设计应用 武汉正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优秀奖 铁北高中基于BIM的智慧设计与智能审查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深圳市公安局机场训练基地项目BIM设计及优化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文体工程管理中心
奥意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奖项 参赛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名称

1等奖
海上丝路新起点 BIM技术助力世界会展第一城---广交会展馆四期展馆
扩建项目施工阶段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等奖 广州空港中央商务区一期会展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的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1等奖 基于BIM的人大新校区南区工程智能建造关键技术及创新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施工管理的思想变革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机场建设指挥部

1等奖 数字模型在西安曲江电竞馆精益建造施工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福建大东海绿色精品钢铁项目数字孪生技术应用——基于BIM实现冶金
项目全周期智慧建造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私有云环境下的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项目全过程智能建造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优比智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等奖 长三角（嘉善）金融创新中心项目（EPC）施工阶段BIM技术的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工程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  施工组公示获奖名单



1等奖
基于BIM的亚洲最大交通枢纽（北京副中心）项目智能建造技术研发与
综合创新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智能建造”在城市副中心剧院项目的施工综合应用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优比智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等奖 安阳游客集散中心装配式钢结构项目BIM技术应用与实践 北京建工建筑产业化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共公司  

1等奖 南宁国际空港特大型GTC工程BIM+数字建造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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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南宁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有限公司

1等奖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01标段核心区BIM及智能建造技术
应用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乌鲁木齐苏州路东延道路工程施工阶段BIM协同管理应用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引江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两湾建设有限公司

1等奖
世界最高多组不对称钢悬结构超高层建筑—贵阳201大厦BIM施工技术应
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京雄高速白沟河特大桥智能建造中的应用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分公司

1等奖 厦门白鹭体育场全过程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
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等奖 园博园住宅工程一期工程Ⅱ标段项目 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等奖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二期项目的BIM+智慧建造施工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建筑工务发展中心
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等奖 苏州高铁之心项目全过程BIM应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亿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双线共用东坝地铁车辆段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开阳建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等奖 天音大厦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及数字化综合应用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扩建医疗项目中的施工应用——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项
目（E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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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等奖
大厝式超大型临海会展综合体项目施工阶段BIM创新应用-厦门新会展中
心展览中心

厦门国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重庆轨道交通15号线一期土建工程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重庆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1等奖
国内首例填海造陆区综合管廊工程（汕头东海岸新城）BIM施工+运维一
体化数字集成应用

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深化设计赋能山东第一医科大图书馆项目施工建造创高优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等奖 中建八局青运村项目基于BIM的装配式智能建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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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等奖 北京市海淀区地铁16号线北安河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BIM施工应用
北京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1等奖 南昌市市民中心工程基于BIM技术的施工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政公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阿里巴巴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临平新城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
应用

中建-大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黄河大道一期市政道路工程五标段
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金衢公路勘察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助力超高层城市综合体项目沈阳宝能GFC施工建造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BIM助力匠心营造—金蝶软件园二期工程施工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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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中科院科创中心速调管研制平台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等奖
XDG-2020-9号地块开发建设一期项目（世界物联网大会永久会址）-
EPC模式下的BIM技术应用

江苏新慧恒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等奖
大型单体医院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实施应用--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项
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建筑工务署

1等奖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L24地块项目BIM精细化管理
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东升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等奖 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大型学部楼BIM技术研发及智能化应用实践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白云城投总部大厦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河北建投雄安·金湖未来城项目一标段基于BIM技术智慧建造管理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四公局第一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1等奖 广州国际金融城A塔项目超高层施工BIM综合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等奖 容东片区2号地项目BIM+智能建造综合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超大体量房建综合体项目施工阶段BIM智慧建造应用—雄安容东片区2号
地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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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等奖 赣江创新研究院一期项目在施工阶段的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北区学部楼一期、学生事务中心及公共教学楼
二期项目施工阶段的 BIM 数字创新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市筑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等奖 国浩中国·重庆十八梯项目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城市副中心图书馆项目施工阶段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



1等奖 河南省电信大厦项目BIM全专业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郑州大学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厦门新体育中心工程（施工）II标段-大型体育场馆绿色建造与信息化
集成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助力杭州国际金融中心项目（杭州IFC）施工阶段应用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北京新机场南航基地四标段工程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潇河国际会展中心北侧组团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广东省中医院南沙医院项目施工BIM技术综合应用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安居凤凰苑EPC项目中的施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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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极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等奖 星火站交通枢纽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全专业综合应用
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等奖 成都自然博物馆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深度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1等奖 北京城市副中心C08项目智能建造应用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等奖 益阳市“一园两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一标）项目建造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同翔基地市头中学项目精细化施工综合应用
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向阳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1等奖 基于BIM的樟树市大型数字经济产业园施工全过程创新研发与应用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九万里风鹏正举，BIM在航空制造成都基地的施工组织与综合深化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通州人和良园二期项目施工阶段装配式BIM技术应用与实践
北京建工建筑产业化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共公司
北京市燕通建筑构件有限公司

2等奖 苏州环贸广场ICC项目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精益建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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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广州南站BA0401009、BA0401017地块项目基于模块化标准建造的BIM体
系施工落地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基于BIM智慧建造的现代产业建筑在沈阳金地峯范项目施工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山东省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济南欧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等奖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停车楼）项目BIM设计方案优选+ BIM深化数据
集成分析+数据模拟+轻量化创效管理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濮阳医专附属医院项目施工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濮阳市健康产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重庆市筑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等奖
海纳百川 取则行远 用心铸海大 BIM赢未来——中国海洋大学学习综合
体施工阶段BIM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南京建筑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安装工程公司

2等奖
BIM+绿色建造技术在EPC装配式保障房项目的创新应用——萝岗中心城
区保障性住房项目(二期标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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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等奖 BIM技术助力中国农业科技国际交流中心项目施工精细化管理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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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BIM技术在大型填海工程（深圳机场三跑道工程）施工阶段应用

中交天健联合体深圳机场三跑道扩建工程场地陆域形成及软基
处理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项目总经理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文体工程管理中心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机场三跑扩建工程场地陆域
形成及软基处理工程工程咨询分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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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建冀交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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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BIM技术在郑东新区科学谷数字小镇EPC建设项目（一标段）管理中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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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重庆联合产业孵化基地（协同创新区-三期房建）EPC项目-BIM技术助力
装配式创新产业园智慧建造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宏业建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等奖 基于 BIM 前置在台州市域铁路S1线一期装饰工程高精度智慧装配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国内首个下沉式高品质饮用水水厂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海口市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水厂项目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一航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鹏润云端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2等奖 浙江省人民医院富阳院区一期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智慧工地建设助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城南院区工程在施工阶段
的完美履约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等奖 TOD综合交通枢纽广州白云站数智化施工研究与实践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站房建设指挥部
中铁建工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2等奖
BIM（岩土）+GIS在民生工程施工阶段中的创新应用-天津市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宝坻引江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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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际空间（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等奖 南京金融城二期东区416米超高层项目主体结构施工阶段BIM轻量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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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儋州一场两馆项目基于工程总承包模式的施工阶段BIM精细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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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BIM技术在复杂结构集成的合肥六中新校区建设全过程的综合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宜都至来凤高速公路（宜昌段）YLYCLX-6横渡大桥施工全过程BIM技术
创新与应用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高效·智慧·低碳—BIM技术在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机电工程中的应用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三期)建设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中交二公局东萌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天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一标段施工阶段BIM技术创新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广州广商中心无核心筒超高层项目施工阶段BIM针对重难点问题的技术
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助力一零一中学怀柔校区扩建项目施工精细化管理 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 

2等奖 BIM技术助力衡水学院（滨湖校区）项目施工数字化精益管理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文体活动中心PPP项目施工阶段BIM协同应用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筑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等奖 莆田站基于BIM技术的复杂钢结构施工综合应用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南宁市万科金域国际一期项目BIM技术施工精细化管理实践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项目施工全过程BIM及智慧建造集成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佰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济宁机场迁建项目航站区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的管理与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济宁机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东方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等奖
基于BIM+GIS的智慧轨道管理平台在长沙地铁1号线北延一期工程的综合
应用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威海华发九龙湾中心超高层项目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恒数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等奖 山西综改示范区标注配套产业园项目EPC工程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等奖 深圳市第十四高级中学施工阶段全专业集成及BIM+智慧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2等奖 雄安城市计算(超算云)中心项目- 基于BIM的综合施工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等奖 五指耙水厂改扩建工程施工阶段的数字化项目管理应用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深圳市深水宝安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南京核心商圈深基坑逆作法综合体项目BIM全专业综合应用——“金陵
中环”建设开发项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等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施工阶段BIM+智慧工地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等奖 武大医学部9号科研大楼项目-基于BIM的数字化施工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墨斗咨询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南太湖CBD主地标项目的施工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中建工程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等奖 广州金融城起步区AT090955地块施工总承包项目BIM应用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兴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等奖
前海中集国际商务中心（T102-0289、T102-0290）施工总承包工程BIM
技术全专业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华南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楚天中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等奖 首都博物馆东馆项目全专业施工BIM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等奖 绍兴传媒中心EPC总承包项目基于BIM的高效智慧建造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雄安国际酒店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应用——打造雄安新地标、
助力智慧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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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中石化上海总部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全专业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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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赛诺佩克有限公司



2等奖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奉贤院区施工阶段BIM+智慧工地综合应
用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三才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等奖
EPC模式下基于BIM的深化设计与施工管理应用——北湖核心南安置房项
目（EPC）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济南市滨河天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瑞森高性能建筑研究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国信科技大厦施工应用与管理
中建八局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等奖 未来之芯（航天高技术应用中心）—基于BIM的施工过程低碳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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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低碳智造——八度抗震260米恒隆昆明酒店和公寓楼项目BIM应用实践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上罗高速项目施工阶段BIM+智慧绿色建造的创新应用 中铁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基于BIM技术的信息化管理在广州国际文化中心超高层项目中的应用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等奖 天津医科大学总承包模式下的BIM信息管理与应用创新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2等奖 新常态下高效的数字化转型-新建福厦铁路福州南站BIM+数字孪生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贾维斯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2等奖
广州华星第8.6代氧化物半导体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A标段项目洁净厂房
BIM数智化绿色减碳综合应用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2等奖 国网山东应急中心BIM数字化施工与平台应用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融建优格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等奖 “超大型商业综合体”新发展楷林广场项目BIM施工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BIM在生态社区城市综合体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新江湾城F区F1-AB
地块商办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

2等奖 昭通高速凤凰广场建设项目（EPC）全过程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阜阳肿瘤医院新区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2等奖
BIM+GIS技术助力雄安郊野公园市政道路及配套综合管线项目施工全过
程综合应用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2等奖
基于BIM技术的全专业深化设计在医疗建筑施工中的应用—四川泰康西
南医院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泰康西南医院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台儿庄区人民医院项目质量策划中的深化设计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2等奖 中国宝武（福建）区域商务研发中心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南海子郊野公园B-06地块施工阶段中的综合应用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建筑产业化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等奖
基于BIM技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馆项目中施工阶段的智能建造管
理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江苏凯跃科技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承德南站站前综合枢纽广场及地下停车场项目中施工阶段精
细管理与深入应用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沈阳中德园基础及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在施工阶段基于BIM技术的数字化
管理应用

中铁北方投资有限公司
中铁东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助力深圳市第二儿童医院项目智慧建造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智慧建造推动“后疫情时代”辽阳两院项目数字化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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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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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石家庄市中央商务区北区地下公共空间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等奖
虞城±800千伏换流站工程BIM技术在激光雷达点云集成数字化和低碳方
面的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虞城（姑苏）±800千伏换流站工程
业主项目部

2等奖
引领数字地铁建造,助力打造智慧城市-深圳城市轨道交通13号线BIM应
用实施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2等奖 EPC模式下通辽市医院新院区基于BIM的智慧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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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基于BIM的“三全三化”建造体系在华东医药生命产业园中的施工全过
程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西安市阿房宫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精细化管理与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智慧工地”应用助力东北大学综合实验楼项目实施建造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东北大学 

2等奖 基于BIM的数字技术在哈尔滨金地峯范施工中的精益化管理融合运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雄安新区容西A2标段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施工管理中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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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BIM技术在长治高新区太行数据湖科技文化产业项目EPC总承包施工中的
应用

通号工程局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2等奖 闽清县总部经济研发中心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  

2等奖 山东科技大学图书信息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的创新应用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中筑置业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合肥金融广场C地块EPC工程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地平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等奖 天津大学福州校区（一期）第2标段-BIM+智慧建造综合应用 福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苏州轨道交通6号线VI-TS-12项目在施工阶段基于BIM技术的数字化管理
应用

中铁九局集团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吕梁市综合展示馆暨城市广场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传承创新楼施工阶段BIM医疗专项应用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汇信格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等奖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测试基地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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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等奖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03标段01C区围护结构施工的BIM应
用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轨道交通市政工程总承包部

2等奖 BIM技术在乐陵市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建设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德建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超深超高复杂地质条件下BIM智慧建造—中山农商银行总部大楼项目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力鄂州花湖机场场道工程施工阶段数字建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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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BIM助力马鞍山食品产业园北区项目钢结构厂房施工精细化管理提升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沙颍河特大桥全要素施工的综合应用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华中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比目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3等奖
全国最高单线铁路矮塔斜拉特大桥—瓮马铁路湘江特大桥施工BIM技术
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海南省海口市坡博坡巷棚改片区C-7-6 地块（中海·汇德里）BIM技术
施工深化应用实践

中天华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山西•潇河新城2号酒店施工BIM研究与应用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厦门尚柏奥特莱斯工程施工阶段应用
福建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冠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等奖 大型楚风文旅场馆群-宜城市四馆两中心建设项目BIM+绿色建造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福州滨海新城综合医院（二期）EPC总承包项目精细化施工综
合应用

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国网福建电力福州茶园路生产基地第1标段玻璃幕墙、高支模
及钢结构屋面的应用

恒亿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智慧建造助力打造万亿汽车产业群——BIM技术在路特斯全球总部智造
中心工程中的应用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基于工业建造技术的海口新海港码头BIM施工管理应用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
广州威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等奖 海口华润中心三期项目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巽维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深圳美术馆新馆 深圳第二图书馆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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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青岛万科新都会C地块装配式住宅项目基于BIM技术精细化管控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西海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云湖花城一期项目施工BIM应用 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临夏州科技馆、档案馆、美术馆建设项目施阶段中的应用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天津地铁7号线施工阶段常态化应用（M11八里台站、王兰庄
站）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智慧建造技术在北京国旅长安大厦装修改造创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雄东片区A单元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施工总承包一标段超大
体量施工中的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宝冶（北京）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装配式EPC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合肥毓德雅苑项目 中建科技集团华东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创智云城三期项目施工阶段的协同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北京地铁冬奥支线02合同段BIM智能建造综合应用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高新市政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青岛东方时尚中心三期项目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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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滨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原山大道城市高架桥建设项目智能建造应用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重庆吾悦广场二标段项目BIM+3DGIS施工创新应用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东方文化广场项目大型室内综合场馆施工阶段BIM+信息化智慧建造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天府国际机场基于BIM技术的项目管理应用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乐陵市中医院医疗综合楼建设项目中的精细化施工应用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德建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德建集团德州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襄阳环线提速改造工程跨北编组站大桥施工阶段的BIM技术深度综合应
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华晨宝马冲压车间二期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濮卫高速公路滑县至卫辉段项目BIM技术在施工管理阶段创新应用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力利通·智汇晶谷项目的施工阶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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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邹平市人民医院医养中心项目（EPC）BIM深化设计及过程管理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生态低碳、数智互联--重庆悦来汇BIM施工应用
重庆悦瑞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同炎数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3等奖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区医院二期项目（肿瘤医院）施工过程中
BIM技术应用与研究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山西汾酒文化商务中心超高层大型综合体项目BIM+智慧工地建设应用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阳泉万达购物广场项目BIM技术施工管理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基于BIM的中冶总部基地北区工程智慧建造应用技术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期）工艺设备及管道安装施工中的
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白马湖异形复杂钢结构桥梁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云端望岳-BIM技术在泰山文旅三标大型体育场馆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施工阶段助力打造国家合成生物绿色创新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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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BIM技术基于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04标的深化设计与施工管理应用 山西省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雄安垃圾综合处理设施工程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国家开发银行西安数据中心项目施工阶段的落地应用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力中山大学澄江市医院工程(EPC)施工阶段管理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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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BIM技术在北京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03合同段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高新市政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基于BIM技术的长距离超大直径湛江湾海底盾构隧道建设一体化管理应
用

中铁十四局集团大盾构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交通大学

3等奖
以智能化与数字化打造工程科技一线--BIM技术在青岛市公安特警反恐
及警务技能综合训练基地一期工程施工阶段的应用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高效建造-武汉汉南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在施工阶段的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超大体量+快速建造-武汉长江中心A1地块施工过程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深圳海吉星物流园BIM施工深化设计与智慧管理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左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3等奖 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学术交流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苏高新教育产业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工程建设管理（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智能建造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二期东南组团三标段EPC项
目中的深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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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3等奖 引领世界级城市规划-广州国际金融城施工阶段BIM智慧建造管理应用
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水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广州威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开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施工阶段应用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隆平高科技园生物种业产业园商住项目施工阶
段装配式BIM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中国人民大学宿舍项目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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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雄安商务服务中心项目基于BIM技术智能建造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阿里巴巴西溪五期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天津滨海新区妇女儿童医院项目BIM智慧建造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华北分公司
天津仁爱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3等奖
广州知识城南方医院（九龙新城综合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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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广州知识城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等奖 济南华润万象城项目施工阶段智慧建造创新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南京软件谷洁源科技金融城施工阶段BIM全专业智慧建造应用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厦门国际悦海湾酒店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厦门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鹭云筑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3等奖 樟树市新城区人民医院BIM技术数字化施工管理及应用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全球顶尖综合类足球场馆——广州足球场项目施 工阶段 BIM 技术与智
慧建造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

3等奖
数字策划提质增效 深化设计节能减排-BIM助力中科院科创园(D-2)项目
高效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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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新塔台工程施工BIM技术应用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郑州保利和光逸园项目施工阶段中BIM科技创效应用与创新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核电建设分公司

3等奖
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环宇道站和雪莲南路站施工阶段的BIM技术应
用

中交一航局城市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机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岛习远咨询有限公司

3等奖 新建福厦铁路7标BIM数字云+智慧建造深度应用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太阳宫科技文化创业大厦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格地通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等奖
河海大学长荡湖大学科技园（一期）项目---- 基于BIM的智慧校园建造
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信达生物制药集团全球研发中心项目中的施工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习远咨询有限公司

3等奖 九阳总部及创意创新中心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槐荫区档案馆及方志馆建设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深圳龙光总部中心项目复杂深基坑环境下栈桥与支护结构一体化设计与
施工的BIM应用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安居萃云阁项目—基于BIM技术项目管理的三维视角施工应用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力江城之门项目践行“双碳”内涵
湖北华滨置业有限公司
武汉墨斗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3等奖 纳米生物安全中心暨广纳创新院总部园区一期项目施工全过程BIM应用
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纳米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等奖 江门市档案中心EPC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铁建设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郑州富田城五号院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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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BIM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图书馆、档案馆工程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建投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中国银行总行金融科技中心BIM及智慧施工集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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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推佛山粤剧院项目施工精细化管理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广东港航总部经济大楼超高层项目EPC总承包管理中的综合应
用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元筑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数字引领，智慧赋能—BIM技术助力宿连航道（京杭运河至盐河段）军
屯河枢纽工程精细化建造管理

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兰州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省级集中医学观察隔离点、医
疗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项目施工阶段应用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开封市体育中心PPP项目BIM施工应用 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等奖 金丽温高速公路东延线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管理应用
中建七局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国家科技传播中心项目结构体系虚拟建造和集成平台BIM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等奖 驻马店示范区项目绿地酒店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的综合管理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总承包有限公司

3等奖 重庆市城建档案馆新馆库建设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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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3等奖 坪山城投智园项目——EPC厂房施工BIM应用
深圳市思行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新基建”交通银行数据中心bim技术施工运维化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基于BIM的杭州富芯12英寸模拟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EPC项目关键技术运
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智慧工地赋能国道204大沽河超宽特大桥项目
青岛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市微柏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力智能安保产业基地精细化管理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施工中的深化拓展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华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那迪广场施工中的创新实践应用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华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3等奖
双碳模式下BIM技术在管廊及市政项目的精细化管理--启动区A组市政次
干路、支线综合管廊（网)、给水、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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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马銮湾保障房地铁社区二期A01~03地块（地下室及上部主体）施工阶段
BIM信息化管理建造

福建省兴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万地联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杭州嘉里之星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第三代半导体数字产业园（一期）-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福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以BIM管控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横琴科学城（二期）项目（标
段一）施工BIM应用

珠海大横琴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学术交流中心基于BIM技术的智慧建造应
用与研究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等奖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东南组团一标段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力昌景黄铁路连续梁拱桥项目智慧化施工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城建有限公司



3等奖 北京口腔医院迁建工程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西安曲江文创中心超高层项目基于BIM技术的智慧建造及施工管理应用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从化文化项目施工阶段BIM全过程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南方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

3等奖 舒城县三馆一院项目基于BIM的碳排放仿真模拟技术研究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金廊22-1地块超高层建筑群体项目基坑阶段的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西安地铁1号线三期土建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佛山塘西大道三期南延线工程TXSG-03标段施工阶段BIM+协同平台高效
精细化管理应用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施工阶段BIM数字化管理应用实践
上海临港集团（海南）科技城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彼栈数据技术责任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贾维斯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3等奖 博望区人民医院项目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华晨宝马能源中心等10项工程BIM深化及管理应用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智慧建造 科技引领——BIM助力八卦岭科技大厦完美履约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质科学交叉前沿研究中心 BIM施工应用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阿里巴巴北京总部项目在机电施工阶段中的BIM应用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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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比木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永嘉未来社区项目在施工阶段的BIM管理深化创新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吉鸿建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海淀中关村第三小学设计及施工全过程BIM+智能建造 中航天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基于BIM的数字建造技术助力建业梅苑装配式项目施工管理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北京市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医院建设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与智慧建造平
台应用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济南智能交通产业园项目施工全过程BIM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基于BIM技术的数字建造一体化平台助推上海瀚讯无线技术研发总部项
目装配化施工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郑州市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郑州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轨道12号线一期土建施工项目经理
部
福建青云季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国内最大跨度连续无推力钢箱拱桥合肥市广德路钢桥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3等奖 漳州华龙一号钢筋构件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打造智慧医疗，赋能零碳园区-天津康汇医院项目智慧建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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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五合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3等奖 BIM+装配式技术在新洲河流域水环境提升工程项目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路桥公司  

3等奖 基于BIM 应用的濮阳至卫辉高速公路濮阳段工程施工全过程精益化管理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响水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妇幼保健院项目基于BIM智慧建造的综合应用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华侨村二期5号地项目土建施工阶段——基于BIM的智能建造管理应用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银燕华置业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施工深化助力北京古月佳园装配式住宅项目低碳建设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合肥市郎溪路2标段道路桥梁工程施工阶段协同管理应用
安徽建筑大学
安徽三叶数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安徽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厦门同安卿朴中小学项目中的施工全过程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3等奖 BIM+智慧建造助力六合村行政办公C03C05项目绿色施工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长乐区“三管三中心”EPC项目基于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福建华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雄安新区大跨度变截面城市特大桥及超深基坑多层综合管廊工程施工阶
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新建宣绩高铁宁国南站项目施工中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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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安贞医院南区项目设计及施工阶段BIM技术+智慧建造助力数字项目建设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西安开元剧场—EPC+IPD模式下的大型剧场数字化建造实践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郑东新区龙湖金融中心项目换热站设备安装工程机电施工BIM应用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3等奖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晋中院区项目施工阶段建筑与安装BIM技术应用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机电安装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  



3等奖
BIM在智能化粮仓建设与使用过程中的精细化管理-中央储备粮秦皇岛直
属库海港粮食储备基地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EPC项目BIM设计优化与施工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深圳市急救血液信息三中心公共卫生服务综合楼项目精装修BIM精细化
管理技术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北京互联立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山东宁阳农商行营业楼项目BIM控制管理技术应用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XDG-2011-71号地块建设商业、办公用房（新发大厦）项目在施工阶段
基于BIM技术的综合管理应用

江苏新慧恒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城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金科地产.天樾城住宅项目BIM技术土建应用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泰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等奖 亚洲最大金属外墙板厦门天马项目装饰施工BIM创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哈尔滨新区金融中心多方向全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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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成都轨道交通27号线一期工程机电CDE标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郑州大剧院项目施工全专业中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02标段BIM在深基坑盖挖逆作结构
工程中的深度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助力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迁建工程高效智慧建造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中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若科技（重庆）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先河未来里大厦土建及机电工程BIM技术应用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力深职院留仙洞校区体育配套设施项目施工与深化设计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教育工程管理中心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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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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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福州地铁4号线2标段在复杂地质施工中的BIM综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三一·云谷项目装配式建筑施工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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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东方装饰有限公司  

3等奖 BIM助力徐州地铁6号线10标施工智慧工地建设与管理
中铁云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北京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BIM+GIS技术在雷榕高速项目六分部桥隧施工中的应用与拓展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建党百年献礼工程—嘉兴市文化艺术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 技术综合应
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嘉兴市秀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优秀奖 龙湾区第一人民医院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西安市儿童福利院-重点民生工程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揭阳市进贤门景观大桥项目施工中的研究与应用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武山县人民医院异地迁建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龙游健康产业中心项目EPC工程施工BIM应用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龙南阳明中学建设项目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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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滨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西海岸院区项目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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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西安电子谷项目BCD区施工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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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阶段BIM+信息化应用

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北运河大跨度复杂异型钢箱梁桥施工BIM技术综合应用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通州公路分局
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AT090960地块项目施工全过程BIM技术的应用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城投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康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上海中海中心项目施工BIM数字化综合应用
深圳前海贾维斯数据咨询有限公司
中建宏达建筑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东方安置房项目施工阶段基于BIM的智慧施工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盐城希尔顿逸林酒店项目BIM技术+智慧工地应用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汇信格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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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东营市第五人民医院项目施工全过程管理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物联网+智能化”助力章丘绣水住宅项目在装配式建筑施工阶段
的综合应用

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空铁联运，丝舞飞天—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项
目施工阶段智慧建造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建设工程（一期）施工阶段中
的综合应用

秦皇岛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地铁上盖商业综合体——新唐街项目施工阶段的全专业综合
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五矿万境潇湘施工阶段装配式BIM应用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广州白云（棠溪）站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施工阶段的综合应
用

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沈阳保利高官台街东-3地块项目施工中的集成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南水北调焦作纪念馆钢结构工程施工阶段BIM智慧化应用与实践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钢筋深化量控系统RDQCS在沈阳岸芷汀兰项目施工中的自研发与深化应
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大连中天云璟项目BIM技术施工管理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大连万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优秀奖 保利花都中轴线A地块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的管理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保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基于BIM的数字建造技术在昇阳花园二期项目施工阶段的实践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现代智慧医疗项目基于BIM技术在项目管理全周期应用——岗集、朱巷
中心卫生院EPC项目

中建五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阜阳机场扩建工程新建航站楼工程及新建高架桥工程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建五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交未来科创城综合开发项目未来源点工程设计施工阶段BIM数字化应
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四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新天津生态城50#地块中学项目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天津天河云筑工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孟津县新区医院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的综合应用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西安枫林九溪项目施工BIM一体化应用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银国际金融中心EPC一体化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黄河三角洲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基础设施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
用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分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汉阳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施工阶段中的模拟及数字化应用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郑州南站项目基于BIM技术在施工阶段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上海火车站北广场C1地块项目综合机电工程的智慧建造应用体系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保护提升改建项目基于BIM+智慧工地的施工全方
位技术应用

重庆市总工会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筑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福州市工业北路延伸线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郑州轨道交通8号线02标段基于BIM技术的工程施工数字化研究与创新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南宁市农信大厦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邢台银行综合营业楼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源海嘉图工程技术咨询（山东）有限公司

优秀奖
新东方合肥总部项目——基于推动复杂公建类工程精益建造管理的BIM
技术创新应用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台州路桥机场土建结构及弯扭钢结构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陡曲面砖-砼复合结构和修缮工程中的综合应用—景德镇城区
老瓷厂改造项目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华江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本土设计研究中心

优秀奖 BIM技术在安康金龙大厦项目施工阶段深度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五建新街坊6号院项目管理中的全面深度融合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六朝古都，数字新区”江北新区档案综合服务中心施工BIM应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在四川时代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施工阶段快速建造中的应用与实践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河南新晋高速螺旋隧道群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徐丰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施工阶段精细化管理
徐丰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在深圳市第二十四高级中学EPC项目中的施工应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极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益海嘉里粮油食品加工基地项目在综合型厂房施工阶段的BIM深化设计
及创新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优秀奖
广州知识城广场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在施工阶段的BIM协同建造
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沁泉湖社区项目基于BIM技术的施工管理应用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三亚市公共卫生中心建设项目(EPC)施工阶段BIM技术的管理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洪顺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下潭尾污水处理厂项目施工BIM技术全专业实施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鹭云筑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汕头亚青会三期机电BIM在高效建造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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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郑万高铁平顶山西站东广场及配套基础设施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通号工程局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优秀奖 成都大丰·绿地城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总承包有限公司

优秀奖 烟台“海上世界”-芝罘湾广场EPC项目设计、施工BIM应用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智慧工地”在太子湾泓玺大厦超高层项目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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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余杭智能电网产业基地项目C地块(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
司综合科研试验用房)施工阶段数字化建造

浙江大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综合服务分公司

优秀奖 EPC模式下的“双碳”建造——光谷同济儿童医院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郑州轨道交通6号线东北段土建施工基于BIM的智慧工地集成化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济南市二环北路道路改造工程施工阶段BIM应用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顺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粤海置地大厦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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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乌鲁木齐市东进场高架道路工程EPC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盛天隆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苏地2020-WG-25号地块全过程BIM应用
中亿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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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BIM技术在渝湘复线双堡特大桥的设计施工阶段应用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渝湘复线高速公路
总承包部

优秀奖 基于模块化BIM的数字建造体系在杭州防空防灾教育馆EPC项目中的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湘江之钻”香炉洲大桥施工阶段BIM应用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长沙市望城区沿江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优秀奖
咸安区洞口片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BIM技术在工程总承包管理
模式下的施工应用

湖北工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工建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优秀奖 广州国际航运大厦项目施工BIM技术深度应用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猎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长春高新区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园（一期）项目精细化管
理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长春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珠江路（石油大学区域）联通工程 BIM技术施工应用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西海岸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西安湖滨府三期项目施工精细化管理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基于西北区域最大规模食品加工厂房—中央厨房项目的BIM技术施工综
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成都轨道交通8号线二期工程龙潭寺停车场BIM设计施工阶段应用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九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优秀奖
新建弥勒至蒙自铁路红河等4座车站站房及相关工程基于BIM的精益建造
和智慧管理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柳叶湖国际会展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交雄安启园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四公局第三建筑分公司
河北雄安启晨置业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项目施工阶段精细
化管理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筑兆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郑州锦艺财富中心广场项目综合管理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总承包有限公司

优秀奖 广州市轨道交通18&22号线BIM施工项目管理应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广州地铁5号线东延段基于BIM+GIS技术的管控平台创新应用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路桥集团（广州）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杭政储出[2018]62号地块商务兼容商业用房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铁建设集团华东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陆家嘴御桥10B-04地块项目基于BIM技术的总承包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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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BIM+GIS与数字孪生技术在天津中心城区地铁肿瘤医院站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分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青洲新苑项目施工阶段应用 福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国家会展中心二期室外项目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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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BIM技术在国家游泳中心改扩建项目施工阶段中的应用助力冬奥双碳减
排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华北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西安地铁八号线PBA暗挖车站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大湾区生态水利工程BIM+智慧建造管控技术应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大型医疗综合体协同智能化建造—深圳市新华医院项目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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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深圳市穗莞深城际铁路机前段Ⅰ标项目施工阶段BIM精细化应用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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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BIM技术在厦门西海湾邮轮城7#地块-非航站楼项目的全专业综合应用
中建海峡（厦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限公司

优秀奖 在施工阶段BIM技术助力航企生活保障基地（三期）项目数字化转型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成都SKP项目基于BIM的全过程智慧建造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AT090962地块项目施工全过程BIM技术的应用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城投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优秀奖 合正方州科创广场项目施工BIM应用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行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郑州市金水区市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心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榆林东沙文体馆项目部BIM施工应用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基于BIM技术的大跨度双曲面幕墙智慧建造创新应用——桐乡全民健身
中心幕墙项目

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项目基于BIM技术的施工阶段全专业精细化管理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颍上县文化服务中心项目施工阶段的BIM技术应用 中建五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中交（雄安）未来科创城智慧园区全专业施工应用
中交雄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四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黄河国家博物馆项目全生命周期应用
中国建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东北公司华中分公司黄河国家博物
馆项目

优秀奖 全球首座半埋装配式车辆段赤沙地铁车辆段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智能科技分公司

优秀奖 振宁·星光广场7#楼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泸州市沙茜过江通道（城东长江二桥）及连接线工程PPP项目BIM+数字
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慧远工程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奖 北七家养老办公综合用地项目BIM施工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装配式综合住宅BIM技术在海淀永丰南项目中的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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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公
明车辆段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建地下空间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长沙科欧德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扬帆广场时光塔全过程施工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澳门离岛医院项目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工程（澳门）有限公司  

优秀奖
海洋科技文化中心施工阶段大体量造型钢结构BIM与智慧建造及数字化
工厂综合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厦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深圳城建大厦基于“一模多用”的地铁上盖超高层项目全专业BIM技术
综合研究与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嘉善县健康护理中心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太平洋新天地商业中心项目在施工阶段的BIM应用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奖 EPC模式下世界瓷都·德化国际陶瓷艺术城场馆工程基于BIM的高效建造
隆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郑州轨道交通10号线一期风水电及装修工程施工04标的深度
应用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通号科技广场项目施工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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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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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智慧建造技术”在中国（北京）国际视听产业园改造项目中的巧
妙结合

北京博大经开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柏慕筑云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人才保障性住房项目施工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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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东大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GIS技术在乌鲁木齐两河片区隧道建设中的施工管理应用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  

优秀奖 BIM技术在广州轨道交通十一号线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陕西师范大学体育训练中心项目-基于钢结构双曲幕墙的BIM施工策划与
实施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鑫源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BIM+智慧工地在赤峰红山花卉市场施工阶段的应用 内蒙古红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海语印象项目_基于装配式施工管理BIM技术应用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争做BIM技术在施工阶段应用标杆——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周江信息产
业园项目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空管工程塔台工作区项目“精益
建造”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用航空新疆空中交通管理局

优秀奖
BIM技术在成都市草金路（晋阳路-永康路）改造工程（一期）中施工阶
段的深化与协同应用

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智慧建造在众邦国贸中心超高层钢结构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临沂钢铁270万吨优特钢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青岛市公交场站综合体EPC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中青建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浙江隆河环保厂房项目甲壳结构体系施工BIM应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东阳人民医院项目在施工阶段的BIM管理深化创新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E组团异形结构及清水混凝土工程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常益长铁路沅江特大桥BIM技术施工综合应用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工程分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桥隧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太焦高铁1标128m简支拱施工中的BIM深化应用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工程分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合肥园博园项目停车场一期（北1、北2、北4、东2）大型无渗漏地库的
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建五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郑济高铁濮阳东站片区开发枢纽工程项目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EPC模式下坡地高校校园基于BIM技术的高效建造——以国科大太原能源
材料学院为例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TFT-LCD 8.5代线高科技洁净厂房BIM施工综合优化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北蔡培花社区高质量租赁住宅项目施工阶段BIM与工业化协同建造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兴利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北医院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筑”攻医学前沿-深圳市质子肿瘤治疗中心项目施工 阶段BIM技术综
合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宿州市循环园区科创中心项目在创省级优质工程中的施工BIM应用
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上合国际交流中心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东宾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厦门SM商业城（三期）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国机陆原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国机中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中芬合作交流中心多体系复杂钢结构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助力湖州南太湖新区CBD东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及超高层开发建设项目
施工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西藏DY水库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水电基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赋能智慧化基建新时代——以深圳特区金辉路综合管廊工程为例 深圳市天健坪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吴江凯旋生活广场精益建造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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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新建常德经益阳至长沙铁路站房及相关配套工程智慧建造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东营市铜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东营成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海铭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基于AIA-LOD500标准的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复杂综合体项目建设阶
段BIM技术应用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推安阳市文体中心建设工程PPP项目钢结构工程数字化智能化
建造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钢结构工程公司

优秀奖 滁州中学新校区-BIM在中学校区创鲁班奖施工建设中的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海口再生资源交易中心项目总承包集成多专业BIM深化与协同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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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深基坑、超高层、总承包项目的创新管理应用-苏州华贸中
心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毕埃慕（上海）建筑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郑州市轨道交通3号线二期02标段施工阶段BIM数据共享应用实践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京滨城际铁路“四电”系统集成在施工阶段的BIM应用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铁建电气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靖西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中心项目全过程BIM综合管理应用
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汉江村城中村改造开发K3及扩大地块一期一标段项目施工阶
段中技术管理的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兴化市长江引水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贵州省跨度最大地铁车站——贵阳轨道交通3号线北京路站土建施工BIM
技术应用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苏州街项目临近双向既有线地铁盖挖逆作上下同步施工技术
中的应用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用房项目BIM+施工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联发世茂云图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星河国际商业中心项目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深圳优必选大厦超高层全钢结构装配式BIM技术深度应用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泰兴经济开发区产业创新中心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
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唐山交大园项目仿维多利亚式学院施工阶段BIM数字化建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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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基于BIM的猎桥变电站模块化智能建造体系 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一分院改扩建项目基于BIM的施工精细化
管理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萧政储出（2019）14号地块施工全生命周期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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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BIM技术在烟台阳光100城市广场中的施工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城建有限公司
中建铁投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清河集体租赁住房项目—BIM技术助力大型扭转“N”形钢结构建筑施工
管理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延庆万达广场项目施工阶段BIM深化设计+智慧工地管理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京西印玥装配式住宅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平凉市体育运动公园施工阶段BIM+智慧工地管理应用 中交二公局平凉市体育运动公园项目  



优秀奖 厦门银行泉州分行大厦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国机陆原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厦门中联永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水围村城市更新单元项目_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深圳市承翰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晟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安特筑信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铁投·碳汇大厦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山西农业大学综合教学楼建设项目BIM施工综合应用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项目管理及数字交付中的实践与应用-北四村安置房项目 北京住总第三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碧桂园科创中心超高层项目BIM施工综合应用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威海国际经贸交流中心项目装饰工程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中建五局装饰幕墙有限公司  

优秀奖
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7#-8#泊位房建工程观光楼、综合楼模型设计、
碰撞检查及优化、三维可视化交底等BIM技术综合应用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青岛伊甸园项目-热带雨林馆BIM施工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龙岩一中分校项目管桩工程与斜坡瓦屋面中的应用 恒亿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厦门马銮西小学项目泵房专项深化与卫生间铺贴深化及硬装
选材方案比选的应用

恒亿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济南“南美”战略北四路市政工程施工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顺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淄博站客运设施改造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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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汇聚BIM力量，赋智数字船闸全过程施工应用实践—引江济淮（安徽
段）白山枢纽工程

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华侨城瑞湾大厦项目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深圳华侨城瑞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优比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七里亭单元建设项目酒店办公综合体施工阶段的集成应用 核工业井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新天津生态城碧桂园小学总承包施工项目基于数字化智慧建造的实践
与创新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物联网 助推连云港港赣榆港区4号至6号散货泊位工程 迈入全生命
周期智慧港口时代

连云港港口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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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温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温岭联络线项目总承包部
浙江交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容西安置房及配套支线市政基础设施C1标段BIM施工全过程应用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贵阳轨道2号线一期工程机电全站式数字化装配式机电应用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慧远工程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浦东新区临港105地块装配式住宅建筑施工阶段的施工模拟及
智能化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科技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建设项目基于BIM的智能建造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智慧建造在长治西环路市政道路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南山区高新公寓棚户区改造项目智慧建造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南山人才安居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春秋航空扬州飞机维修项目施工阶段深度应用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商丘中医院整体搬迁扩建项目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一期项目在施工阶段的BIM技术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教育工程管理中心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项目施工阶段清水混凝土参数化B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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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东涌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城建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方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优秀奖 深圳宝安人民医院整体改造工程（二期）项目施工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中建六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天河云筑工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基于BIM技术在大型公建项目施工阶段精益化管理的综合应用--四川国
际创新设计产业园A地块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国药集团兰州生物所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车间总承包项目超短工期中
的BIM技术应用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滨海新区肿瘤医院管线综合应用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多益网络总部大楼基于BIM技术机电综合应用及智慧运维平台应用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公司  

优秀奖 BIM在小梅沙海洋馆施工总承包中全过程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推西宁市同仁路北延桥梁施工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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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龙泉山旅游环线项目山岭区复杂地形公路 施工阶段BIM+G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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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常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艺体中心项目施工阶段的BIM技术综合落地
应用

苏州华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华泽（苏州）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滨江城投建设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设备运营基地项目设计与施工阶段
中的应用

福建亿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优秀奖
 BIM精益“智”造，助力湾区新地标 ——BIM在深圳K11商业综合体施
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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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优秀奖 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A地块项目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北京怀柔科学城城开一部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筑帷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商飞产业园项目（二期）高效施工管理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福州电视中心项目（二期）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华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南京吉山数据中心智能建造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通州区运河核心区V01、V02多功能用地项目施工阶段土建BIM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宝冶（北京）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北京化工大学BIM技术在施工阶段的深化综合应用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周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商业综合体BIM技术施工应用
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阳新高速黄河特大桥项目施工过程管理 BIM应用
河南濮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装配式绿色建造-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场馆群项目
中建科技集团华东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深中通道海中人工岛建设施工阶段全过程中的应用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合景泰富·悠方综合体项目BIM施工技术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眉山天府新区人民医院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鄂州花湖机场航站楼及空管塔台项目深度应用
中建三局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

奖项 参赛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名称

1等奖 宝钢二号高炉快速大修工程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中冶赛迪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等奖 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转运中心工程全生命周期BIM应用
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基于BIM+GIS+IoT技术的数字化智慧一体化管控平台在广西那板水库全
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那板水库管理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道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等奖 武汉市新一代天气雷达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BIM协同建造及应用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  综合组公示获奖名单



1等奖 阅江府装配式项目BIM全过程深度应用 中建三局科创发展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助力国家金融信息大厦工程 全生命周期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智慧建造赋能深圳机场4#调蓄池泵闸站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文体工程管理中心
中建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数云科际（深圳）技术有限公司

1等奖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商业综合体BIM技术全过程落地应用
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等奖
武汉儿童医院西院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妇幼保健院新建项
目全生命周期BIM应用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绿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等奖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上海图书馆东馆全生命期BIM应用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1等奖 厦门白鹭西塔超高层项目全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国机陆原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1等奖 广东省三馆合一EPC模式下项目全过程数字化BIM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代建项目管理局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等奖 雄安绿色建筑展示中心项目BIM技术设计施工综合运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雄安润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1等奖 北京朝阳站、雄安站等京津冀重点客站设计施工一体化BIM综合应用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等奖 重庆广阳岛项目生态修复及绿色建筑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同炎数智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1等奖 BIM技术在EPC宋韵创新项目管理中的精细化应用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建投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等奖 北京城市副中心160项目EPC模式下的智慧建造迭代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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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1等奖 BIM技术在澳门垃圾焚化三期工程改扩建工程EPC项目上的全过程应用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三峰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2等奖
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D-07、D-08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目一标段
BIM设计、施工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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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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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奖 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耀雪·冰雪世界（暂定名）项目BIM综合应用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全国最大中医院数字化建造与交付——BIM技术在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
区项目施工和运维阶段综合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教育工程管理中心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数字化技术在武汉国博会展功能完善提升工程项目全生命期的一体化应
用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等奖 华侨城·欢乐天际项目在设计、施工阶段的 BIM 技术管理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武汉墨斗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2等奖 西安市儿童医院经开院区EPC项目BIM全过程落地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2等奖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BIM综合应用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等奖 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EPC项目设计施工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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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分公司
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2等奖 深港科创开放创新中心项目设计与施工阶段的BIM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钢结构工程公司
广州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等奖 企业级BIM大数据管控平台在绍兴规模化城市快速路建设的应用
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数字化技术在章丘明水古城配套设施项目设计与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  

2等奖 桐乡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全生命周期BIM数字化建造技术应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慧之建建设顾问有限公司

2等奖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一期工程设计施工BIM综合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产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局

2等奖  超高层BIM正向设计施工协同应用--金茂南京河西鱼嘴项目
华建数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等奖 福永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设计与施工阶段BIM技术落地管理应用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水福永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BIM技术在宁波市海曙区新芝小学项目设计和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宁波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等奖
大型古建筑保护建设项目“BIM+三维扫描”创新应用——船政文化马尾
造船厂片区保护建设工程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特房国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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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OPPO长安研发中心项目全生命周期BIM综合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莞市林创建筑技术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等奖 自贡富荣产城PPP市政项目基于BIM的智慧建造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自贡市政工程C、D段总承包部
圣弘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萃清路工程设计及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济南城市建设集团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建设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等奖 “大型城市科技文化综合体”洛阳市科技馆新馆EPC项目BIM综合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等奖
山西·潇河新城国际会展中心能源岛装配式机房BIM全生命周期的落地
式应用

山西省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中国国有资本风投大厦项目-设计施工综合应用
深圳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投控发展有限公司

2等奖
德清地理信息小镇运动中心亚运会三人制篮球体育公园项目，BIM技术
在工程建设全过程“六化”管理与应用

浙江大东吴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等奖 BIM+5G智慧建造技术在武汉万科万维天地项目中全过程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等奖 汕头东海岸塔岗围片区市政工程设计和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交（汕头）东海岸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2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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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编研与城建服务中心

3等奖 BIM技术在银川3GW高效电池EPC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雄安金湖公园一中央湖区项目施工运维阶段智慧化园林景观BIM技术综
合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成都东部新区空港新城企业总部EPC项目--装配式智慧园区全生命周期
BIM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项目集成交付（IPD）模式探索与实践—黄梅医院BIM技术应用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晟鸿大厦（EPC）项目设计施工BIM全过程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力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主展馆高效智慧建造——创造世界首
座钢木组合拱架与彩色ETFE膜屋面完美融合的大型展馆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海勃膜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京东集团总部3号楼项目全过程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智方润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等奖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福州学校设计施工一体化BIM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等奖 金控大厦数字孪生全生命期应用
青岛海云创智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海纳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正向设计与智能建造管理——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二期项目
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3等奖 西单文化广场升级改造项目地下复杂空间改扩建设计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大型体育场馆——襄阳全民体育运动中心项目BIM综合应用+智慧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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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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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衢州市鹿鸣半岛时尚文化创业园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BIM综合应用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杭州吉易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安定循环经济园区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安定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3等奖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大楼BIM正向设计及运维研发应用
福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市建筑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3等奖 天津静海万达广场全过程BIM综合应用 天津静海万达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新建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襄阳大厦）设计与施工阶段的多
专业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一期）建设全过程BIM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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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BIM+GIS+IOT”技术在武昌滨江核心区地下空间环路项目中的智慧化
应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设计施工全过程BIM应用
海南中交总部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筑分公司
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中国移动（苏州）数据机房项目二期工程5G智慧建造与BIM应用成果
中亿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慧筑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3等奖 黄陂区人民医院——全过程数字化应用实践与低碳探索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设计集团（武汉）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助力陆家嘴御桥04A-01地块项目机电深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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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助理碳中和，BIM技术在北城玖玖广场项目中的创新应用
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胜鹏智数科技有限公司

3等奖 中国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一期）工程总承包（EPC）BIM应用
武汉正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赋能东台科创大厦绿色运维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等奖 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大断面深埋暗挖车站设计及施工BIM技术综合应用
重庆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院重庆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3等奖 DK20180101地块（启迪设计大厦）项目BIM技术全过程应用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土木工程抗火科研综合楼从BIM正向到CIM落地
江苏天信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T3航站楼工程全生命周期BIM综合技术应
用

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互联立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之江实验室一期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BIM技术应用
之江实验室
南京戎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等奖
EPC+集成装配式BIM技术在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项目学生公寓组团2中
的综合应用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中国铁建∙花语堂超高层住宅项目设计、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中铁房地产集团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太原中铁嘉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等奖 亚洲最大全地埋绿色智慧沱江保护再生水厂设计施工BIM深度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基于BIM应用的清水河流域城乡供水工程施工阶段精细化管理 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深海科创平台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天津理工大学



3等奖
BIM技术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南方技术基地一期项目施工管理中的实践
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厦门）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技术在平疫结合医院设计-施工-运维阶段的应用——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洪山院区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3等奖 廊坊市交通中心工程EPC总承包项目全过程BIM及“BIM+”应用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六局集团北京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3等奖 广州区块链国际创新中心人行天桥设计与施工BIM综合应用
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3等奖
BIM正向设计+施工一体化助力湾区总部经济带超低能耗智能建造——南
山科技创新中心二标施工总承包

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3等奖
福田群众文化中心-全国最高文化中心全周期BIM实践多维度虚拟建造应
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西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等奖 北京东六环超大直径盾构隧道设计施工一体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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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基于BIM的重庆城轨快线15号线一期数字化建设管理应用实践
重庆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3等奖 深圳外国语学校高中部扩建工程项目BIM技术设计与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教育工程管理中心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粤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等奖
基于BIM的智能建造技术在大型双层车场站房丰台站项目设计施工全过
程的研究与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优秀奖 旭辉映玥江来项目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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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工投高新智谷一期EPC项目设计施工阶段BIM技术的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鄂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项目设计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厦门市档案馆及城建档案馆技术业务用房项目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厦门市档案馆
厦门市城建档案馆
厦门住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EPC模式下BIM技术在新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的全专业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
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全生命周期BIM数字孪生技术在重庆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项目的综合应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蓝茵建筑数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中国石化自贸大厦项目超高层建筑全过程应用 中建七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群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省直人才公寓永盛苑项目基于BIM+装配式技术在设计与施工阶段的应用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正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龙游健康产业中心EPC项目打造设计施工元宇宙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东莞滨海湾大桥正向设计与数字化建造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滨海湾新区工程建设中心

优秀奖
公路工程数字化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以南湛路
为例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临沂康养护理中心-基于BIM+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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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雄安金湖未来城项目第六标段—基于EPC模式下的项目设计与施工阶段
BIM技术智慧应用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荣成市少年宫工程建设阶段的应用
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荣成市建筑工程事务服务中心
山东荣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全过程数字化智能管理平台与BIM+技术高效助推山西省人民医院新院区
大体量工程建设管理应用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东莞市松山湖未来学校项目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中虹建设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优秀奖
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赣皖界至婺源段新建工程BIM技术在设计施工阶段
综合应用

江西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狄诺尼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安庆市滨江ECD（油罐生态文化中心）工程全过程BIM综合应用
安庆市重点工程建设处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地平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在郑济高铁长清黄河特大桥智能设计施工一体化中的应用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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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八局南方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绍兴市中医院改扩建工程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的BIM综合应用
杭州彼盟建筑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中医院

优秀奖
BIM+GIS数字化转型技术在科学城（二期）标段二项目设计+施工阶段的
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珠海大横琴置业有限公司

优秀奖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EPC模式下基于正向的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群
绿色设计、精准施工、高效运维的全过程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长远锂科车用锂电池扩产一期项目设计及施工bim应用阶段综合应用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EPC模式下基于BIM的独角兽岛低碳建造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海口膜力创新工厂项目基于BIM技术的设计施工阶段协同管理应用实践
海南乐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道路工程基于BIM的设计及施工精细化管理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绍兴上虞鸿雁社区EPC总承包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国电建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华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上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招商中建经开189地块装配式总部大楼全过程BIM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建三局科创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安居瑾华庭项目 基于EPC模式装配式BIM技术研究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深圳光明人才安居有限公司

优秀奖 企业级数字孪生管理平台助力杭州湖墅单元九年一贯制学校全过程建设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南京外国语学校项目设计及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南京市南部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景兴控股（马）有限公司年产140万吨高档再生浆及工业包装
用纸项目总承包全流程中的应用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长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优秀奖 京雄高速跨永定河大桥数字孪生技术应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南京江北新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大厦施工阶段动态BIM（D-BIM）精细化
管理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3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基于BIM技术的项目管理及资产可视化移交
中联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渭河彬州化工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智慧工地助力荆州沙市婴童装产业园建设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荆州市沙市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优秀奖
助力澳门装配式建筑发展—澳门东北大马路长者公寓设计连建造工程项
目设计、施工一体化BIM综合应用

蔚爲智慧設計諮詢有限公司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香港華藝設計顧問（澳門）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广州市增城区三联北片区学校EPC项目中的应用
广州承总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上海市松江区湿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项目BIM全过程应用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三峡现代能源创新示范园项目-源网荷储智慧园区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三峡新能源乌兰察布有限公司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日照木棉花酒店BIM设计及施工一体化应用
华润置地（日照）有限公司
北京奥易联合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金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优秀奖 基于始版桥未来社区EPC工程项目的BIM综合应用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东莞国贸中心项目基于BIM的智慧运维管理系统研究与应用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天津滨海新区轨道交通B1线一期工程的全过程应用
天津滨海新区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建筑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之路--青岛市市南区四方路片区改造项目在
设计和施工阶段的BIM综合创新应用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的成本控制在江苏省康复医院项目（EPC）中的应用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贝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助力产业扶贫——BIM技术在全国最大隔震医疗建筑川投西昌医院EPC项
目中的创效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柏慕联创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奖
五位一体助力双碳行动-BIM技术助力潇河新城新源智慧建设运行总部全
过程智慧建造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数字化施工技术在大规模古城修缮工程中的应用—景德镇陶阳里历史街
区PPP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华江建设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设计与施工阶段一体化应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黄河
大道一期项目工程

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易方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优秀奖 雄安国家电网项目全过程数字化绿色低碳建造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有限公司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公司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雄安新区供电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广阳湾大桥EPC项目中的全过程应用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EPC模式下的赣江新区国家级数字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阶段BIM创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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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奖 长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EPC项目全过程数字化应用
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渝建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成都金融创新中心BIM技术全过程一体化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装配式摩天工厂-坪山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EPC项目全过程BIM应用
深圳市坪山区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集团华南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建研发大楼项目设计-采购-施工-运营
一体化（EPC+O）工程总承包BIM技术应用

中亿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助力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智慧场馆建设及运维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优秀奖 东港（半升洞）客运站场及城市广场设计及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横琴科学城（一期）—全国最大房建类EPC项目BIM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奖 新建城南高级中学项目BIM+可视化、BIM+信息化施工的综合技术应用
青岛德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优秀奖 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一期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合肥市宿松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BIM集成应用
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一期）工程全生命周期BIM技术应用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分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在省直青年人才公寓博学苑工程总承包装配式建筑中的综合应
用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奖 创智大厦BIM设计和BIM施工应用项目
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基于国产BIMWise平台的天津港煤码头智慧散货码头全过程应用
天津港中煤华能煤码头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道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滕州市医养结合健康中心暨中心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EPC)BIM技术设计
施工应用

山东德慧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滕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基于数据协同的BIM在泸石高速设计和施工中的应用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川藏区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泸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奖项 参赛项目名称 参赛单位名称

1等奖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心系列公建项目北地块在施工阶段的BIM全专
业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等奖 亚洲金融大厦——设计阶段基于BIM技术的复杂空间精细化建造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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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等奖 塔吉克斯坦独立与自由公园项目全阶段“BIM+精益建造”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3等奖 一带一路埃及Iconic Tower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钢结构工程公司  

3等奖
西安“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心系列公建——“长安”系列设计BIM应
用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优秀奖 阳光龙净“一带一路”国际总部设计阶段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厦门上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  一带一路组公示获奖名单



优秀奖
BIM技术在沙特萨拉曼国王国际港务综合设施P4包项目施工阶段中的深
度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优秀奖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C9教学楼项目BIM+智能施工技术的
应用

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助力西安国际港务区丝路全球贸易港项目（一带一路）施工阶段高
效建造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BIM技术助力大型枢纽机场多专业深化及运维——以乌鲁木齐机场改扩
建工程航站楼工程为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临空集团及机场改扩建指挥部

优秀奖 中老铁路站房I标段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优秀奖
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机场工程换乘中心项目BIM+GIS全生命期的应
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临空中建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临空集团及机场改扩建项目指挥部

优秀奖
业主视角的建设全过程BIM集成管控与数字化交付——昆明长水国际机
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S1卫星厅项目实践

华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

奖项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等奖 基于BIM与数字孪生的亚运会水上运动中心智能建造技术及其创新应用 北京工业大学 —— 真实项目

第十一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  院校组公示获奖名单



1等奖 BIM技术在大型客运站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以上海南站为例 兰州交通大学 —— 毕业设计

2等奖 基于BIM的奥运会羽毛球馆绿色智慧运维方法及应用 北京工业大学 —— 教学研究成果

2等奖 BIM+装配式实现临沂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楼施工阶段可视化建造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 毕业设计

2等奖 基于BIM+Unity技术的长春市朝阳区档案馆项目施工阶段精细化管控 吉林建筑大学 —— 真实项目

3等奖
基于BIM多平台协作模式下项目数字化应用与
管理——以虚拟项目星河体育中心为例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 教学研究成果

3等奖 BIM+装配式实现上海奉贤新城施工运维阶段可视化建造管理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 毕业设计

3等奖 景盛文化中心建筑群在施工阶段的BIM应用 南阳师范学院 —— 毕业设计

3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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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毕业设计

3等奖
五华区KCWH2012-2号地块建设项目设计及施工阶段BIM技术与智慧建造
管理平台应用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 毕业设计

3等奖
BlM与混合现实技术融合开发及其在雄安新区白洋淀码头项目中的创新
应用

北京工业大学 —— 真实项目



3等奖 西华大学宜宾校区食堂基于BIM的施工管理应用
西华大学 —— 真实项目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 真实项目

优秀奖
基于BIM技术的公共建筑应急管理应用研究—山东联合财富广场5号写字
楼项目

山东省青年政治学院 —— 真实项目

优秀奖 BIM技术在九峰山大庙运维阶段中针对古建筑预防性保护的应用 西南科技大学 —— 真实项目

优秀奖 BIM 与实景技术在新盛广场商业楼项目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 真实项目

优秀奖 西宁市大通县田家寨特色农居建筑低碳化改造中的BIM创新与应用 青海大学 —— 真实项目

优秀奖 星衡文化活动中心项目在施工阶段的BIM综合应用 南阳师范学院 —— 毕业设计

优秀奖 普宁市洪阳镇智慧水厂构建及运维管理研究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利学院 —— 教学研究成果 

优秀奖
基于BIM多平台协作模式下项目数字化应用与管理—以虚拟项目博睿文
化展览馆为例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 毕业设计

优秀奖 BIM技术在豫宛时代广场项目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南阳师范学院 —— 毕业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