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设协字[2020]106 号

BIM

各地方、各部门勘察设计同业协会，各会员单位，各有关企业：
按照《“创新杯”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大赛评选办法》的规定，我
会组织专家对第十一届大赛 1653 个有效申报项目进行了初评、网评及终评，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莘庄工业区租赁住房等 525
个项目、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 15 家单位在比赛中
胜出，现予以公示。公示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0 日。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的大赛结果持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内向我会
反映（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神庙 1 号核二院热力站楼 4 层；邮编：100840；
电话：010-88023446；E-mail：zgkcsjxh@sina.com）。反映材料需加盖单位
公章或签署真实姓名并留下身份证号、联系地址、邮编和电话。

附件：第十一届“创新杯”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大赛优秀项目和优
秀单位名单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2020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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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十一届“创新杯”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大赛优秀项目和优秀单
位名单

居住建筑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莘庄工业区租赁住房
一等成果

中南设计集团（武汉）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BIM 助力铁投•书香林语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管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理
同尘德尔菲科技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南京溧水田姐家民宿项目 BIM 正向设计与应用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精装公寓一体化 BIM 正向设计体系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都市建筑设计
研究总院、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张江国际社区人才公寓（三期 08-01）

二等成果
金科（上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宜都交投金纬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宜都交投金科府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左岭新镇还建房六期 A1 地块项目-地下室及装
配式 BIM 设计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龙湖神武片区 B-5 地块建设项目正向设计

徐辉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美盛城和园
三等成果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仁恒燕子矶项目 BIM 正向设计研究及应用

江苏城归设计有限公司

住宅 BIM 设计施工装配式正向设计及地下室综
合深化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龙腾数字
建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市将军大道人才公寓 BIM 应用

重庆市设计院

七彩云南·温泉 SPA 及温泉山庄-山地建筑 BIM
应用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通州东方厂周边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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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综合体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顺德美的置业万达广场
一等成果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漕河泾开发区赵巷园区设计阶段 BIM 应用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星泓金融创新城 C-1 地块 BIM 技术应用

中交（厦门）投资有限公司

中交厦门 A5 子地块综合体

深圳君典建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惠州市隆生房
地产有限公司

隆生金山湖中心 BIM 设计应用

二等成果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北城万达广场全过程 BIM 技术应用

云南怡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罗平金花玉湖酒店三维正向协同设计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东航浙江分公司杭州运营保障基地项目 BIM 设
计应用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省交通
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银川丝路明珠塔

广州市设计院

珠海长隆航海酒店

佰模伝信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厦门上城建

南安水头世界城

筑设计有限公司
三等成果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马桥万达 BIM 技术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录润置业有限公司

新江湾城 23-5 地块商办（益田假日广场）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恒明湾创汇中心一期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美林丽江梦丝路小镇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顺德梧桐广场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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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决定成败-广州 JY8 地块商业项目 BIM 正向
设计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设计院、
上海东井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照母山项目设计阶段 BIM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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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保利由家村 A5 地块商业综合体

医疗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医院
一等成果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太
保养老产业发展（成都）有限公司

太保家园•成都国际颐养社区一期工程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深圳市坪山
区建筑工务署、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坪山区人民医院 BIM 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树兰（济南）国际医院感染综合楼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同济大学
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建筑工务
署工程管理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改扩建工程
（二期）

二等成果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西院区门诊楼及
附属工程改造 BIM 设计工程

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BHAD 医疗建筑设计平台在双桥医院智慧设计中
的应用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深圳市建筑
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
程管理中心

港大医院二期 BIM 设计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深圳市第二儿童医院项目设计阶段
的应用与探索

三等成果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滨州市人民医院西院区项目 BIM 技术应用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横琴医院装配式专项 BIM 应用

福建博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福州东南眼科医院门诊综合楼 BIM 正向设计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城
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蚌埠市第四人民医院新院区 BIM 全过程咨询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壹创国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华医院 BIM 协同设计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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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白俄罗斯国家足球体育场
一等成果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兰州奥体中心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家速滑馆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主体部门）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鲸米博锐设
计（大连）有限公司

开封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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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成果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丝路国际展览中心一期设计阶段 BIM 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
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运河亚运公园（原城西公园）---工程设计 BIM
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高新国际会议中心一期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基于 BIM 技术的协同
设计应用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
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中
的应用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哈尔滨极地海洋馆二期方案深化及设计

重庆市设计院、重庆优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重
庆湖广会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湖广会馆-古建数字复原

南宁市建筑设计院

广西体育教科训一体化基地项目一期
三等成果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恒
大旅游集团海花岛三大乐园建设现场指挥部

中国海南海花岛 1#岛 D 区世界童话主题乐园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集团）
未来公园（艺术馆）
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展示
中心的全过程应用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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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天津天朗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安平县文化体育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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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 平行设计打造绿色、数字、智慧校园——南
部新城南京外国语学校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旬阳“四馆”建设改造项目正向设计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美术馆新馆、深圳第二图书馆

天津中怡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唐山市滦南县文化中心

贵州正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怒江州工人文化宫方案到施工图设计 BIM 应用

厦门合立道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溪县第十五幼儿园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新国际智慧产业园展示中心

科研办公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外滩贯通和综合改造提升项目一期工程

一等成果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院大化所大型实验园区数字化（BIM）设计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新同城数据中心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新机场非主基地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个推互联网科技大楼全装配式 LOD450 钢结构精
装修级应用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中新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
二等成果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指挥中心新建
工程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内首例“独角兽岛”启动区项目数字设计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全面助力重庆八中龙兴分校项目三维
数字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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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杜克大学二期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龙腾数字
建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人工智能产业园 BIM 应用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加米加久联合国组织驻西非办公大楼项目在设
计阶段的 BIM 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光明科学城启动区土建工程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浙江五洲
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椭圆方程（深圳）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测试基地

三等成果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启迪数字科技城（句容）科技园展示中心 BIM
综合应用

南宁市建筑设计院

南宁启迪东盟科技城（智慧城市）—高科技企业
总部一期地下室管线综合 BIM 技术应用

南宁市勘察测绘地理信息院

南宁市测绘地理信息科技研发及展示中心 BIM
咨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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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慧谷-设计总院生产研发基地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长江重庆航
运工程勘察设计院

长江航道重庆科研实验基地项目 BIM 应用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天府携创超高层办公建筑设计阶段
的研究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 技术助力济南都市阳台 C-4 地块项目全过程
正向设计

南京城镇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大北农生物农业创新园项目 BIM 设计与应
用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太平金融大厦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共湛江党校项目 BIM 技术应用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武夷肯尼亚分
公司、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内罗毕 CBK 中央银行工程项目设计阶段 BIM 应用

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青岛澳柯玛产业园 （东区）项目综
合应用

工业建筑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曲靖卷烟厂原贮丝房、成型车间搬迁改造 BIM
应用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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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成果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精雕数控机床生产研发基地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建设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北华北制药华
恒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华北制药华恒药业有限公司环保中心 BIM
应用

二等成果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 BIM 技术的河钢乐亭临港钢铁基地数字化
工厂构建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重型 H 型钢轧钢生产线

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哈萨克斯坦杜博夫斯基矿井数字化矿山 BIM 应
用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红旗长春基地 H 平台涂装车间
三等成果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BIM 及 PDM 技术在工业炉设计中的综合应用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华东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总
院

金桥出口加工区 4-02 地块通用厂房新建工程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二期工程及配套设施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五局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OPPO（重庆）智能生态科技园 BIM 技术应用

交通工程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91053 部队、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

BIM 正向设计在多用途码头工程中的应用

一等成果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巴拿马运河第四大桥工程项目总经理
部

Autodesk 系列 BIM 解决方案在巴拿马运河第四
大桥设计阶段中的创新应用
BIM 技术在科威特国际机场新航站楼项目中的
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林同棪国际工
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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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广州港
股份有限公司、中交四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南沙四期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BIM 设计应用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LNG）项
目扩建工程（二期）码头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二等成果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上浦高速沙溪信江特大桥设计中的
应用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上饶市
上浦高速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上饶东枢纽互通改扩建设计中的应
用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四
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BIM 数字化设计助力珠海桂山沉管预制厂超大
型浮坞门建设落地

中交天津港湾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某滨海科考码头 BIM 技术应用

深圳市土地投资开发中心、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皇岗口岸临时旅检场地建设工程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工程全要素对象 BIM 协同
设计与施工管理
三等成果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鹰潭港余江港区中童作业区综合码
头一期工程中的应用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基于 BIM 技术的交旅公路隧道设计与示范

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东星层建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

BIM 技术在北村枢纽互通立交桥梁施工中的深
度应用

山东华远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潍日高速公路宝通街互通立交项目 BIM 技术应
用

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重庆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奉建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安康至来凤国家高速公路奉节至巫山(渝鄂界)
段设计 BIM 综合应用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一期工程设计
中的应用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仪公路西段工程跨江大桥 BIM 正向设计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东部综合客运枢纽项目设计阶段 BIM 应用

铁路与轨道交通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综合交通枢纽的绿色实践-深圳市黄木岗城市综
合交通枢纽工程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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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成果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欧特克平台的隧道工程 BIM 解决方案和软
件开发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西站综合交通枢纽 BIM 工程应用

济南轨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轨道交通 R3 线 BIM 综合应用和价值体现

二等成果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中
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青矩工程顾问有限
公司

BIM 技术在长沙地铁 4 号线设计施工运维一体化
中的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商丘至合肥至杭州铁路太和东站房及相关
工程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 3 号线三期（南延）工程 BIM 正向设计
实践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动车段高级修扩能工程 BIM 设计及工程应
用
三等成果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轨道交通 18、22 号线 BIM 一体化设计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院集团山东建筑设计院
有限公司

济南轨道交通工程智能设计方法研究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西延高铁地质路基（岩土）BIM 技术在设计中的
应用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三线换乘轨道交通车站中的应用

市政工程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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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二期工程

一等成果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城市快速路改造中的应用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南湖水环境提升工程中的应用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BIM 正向设计技术集在柴家峡黄河大桥项目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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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赣州市三江大桥 BIM 正向设计及应用

重庆市设计院、重庆迈瑞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井双片区道路工程 BIM 技术应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第二水厂建设项目 BIM 正向设计及全
过程咨询
二等成果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蓝色星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渝长高速复线连接道工程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污水厂污泥处理处置新建工程（一期）
工程 BIM 设计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第五南方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交通公共设施建设中心

滨海大道（总部基地段）交通综合改造工程 BIM
技术应用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眉山岷江大桥正向设计及 BIM 应用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宝安江碧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新建工程 BIM 应
用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成都
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草金路（晋阳路-永康路）改造工程 BIM 全生命
周期应用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绿梓大道北段新建工程中的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M+倾斜摄影在生态修复及城市修补中的应用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锡山污水处理厂分厂提标改造 EPC 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全过程信息流传递理念的 BIM 设计在重庆
万开快速通道工程的应用与创新
三等成果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济南市世纪大道道路建设工程（工业南路至龙凤
山路）
道路建设工程 BIM 应用

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苏州交通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苏州交投规划设计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苏州市高铁新城快速路连接线工程 BIM 技术应
用与智慧协同管理

厦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厦门市政管廊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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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雅安至叶城国家高速公路康定过境段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重庆快速路五横线陈家阁立交 BIM 技术应用

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无锡市政污泥处理 EPC 工程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汉川城区至汉蔡高速索河入口快速通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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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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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金琴快线北延段一期工程

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BIM 技术在江宁科学园污水处理厂四期 EPC 项目
中的应用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污水处理厂三期提标扩建工程 BIM
设计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兴业快线（北段）——集成化 BIM 建设管理系统

重庆市设计院、重庆优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解放碑地下环道工程 BIM 技术应用

水利电力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印尼芝拉扎工程数字化应用

一等成果
淮安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海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南京南瑞水利水电科技有限公司

古盐河西安路节制闸
乌东德水电站攀枝花市鲊石村移民复建工程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无人机+BIM+GIS”智慧水利应用
二等成果
国家电投集团四川电力有限公司、四川兴鼎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松潘分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剑科水电站建设管理 BIM 技术应用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长江干堤盐卡泵站工程设计中的 BIM 应用
三等成果

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工程全生命期的
应用

广西南宁水利电力设计院、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六
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邕宁水利枢纽工程中的应用与研究

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中山河闸工程中的应用

工程建设专项 BIM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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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成果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岁宝国展中心一期工程 BIM 技术应用
一等成果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建海峡（厦门）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厦门中建东北设计院有限公
司

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机电工程 BIM 信息化运用
与装配式设计施工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荣民金融中心超高层项目 BIM 技术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孝感市文化中心项目 GRC 幕墙施工 BIM 应用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双子座 EPC 总承包项目在岩溶区域深基坑
的 BIM 应用

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武汉大东湖深隧工程中的应用

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沌口六村项目装配式 BIM 全过程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晋江新丝路文教园一期总承包项目工程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平安金融中心超高层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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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BIM 技术在北部湾壹号项目高大随形拱结构施
工中的应用

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中建筑港集团有限
公司

青岛西海岸新区贡北路、海口路地下综合管廊
PPP 项目施工-运维 BIM 技术应用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工四
建集团有限公司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装饰工程 BIM 及相
关技术应用

二等成果
创羿（上海）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张江
国信安地产有限公司

张江科学会堂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莲花综合服务中心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深圳市晶宫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技术大学建设项目（一期）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施工Ⅰ标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冶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安徽金桥路跨西津河大桥路网项目 BIM 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
司、深圳市晶宫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广电金融中心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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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VR 精装技术打造金水建业凯旋广场商业地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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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正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双龙北线 B-03 地块土地
一级开发整理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横琴口岸及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工程机电专业
BIM 应用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试验中心、北京
市市政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湖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站施工 BIM 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拉萨贡嘎机场新建航站楼工程精装
修专业中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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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 技术在北京京东方实验楼装饰项目中的实
践应用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中建四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广电金融中心机电安装工程
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一局集团
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国际森林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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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工程银山车辆段上盖
项目工程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深圳广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中学(泥岗校区)外墙及精装修 BIM 施工应
用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项目装配式 BIM+一体化施工
管理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助力合谊万璟台住宅项目品质提升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北海冠岭山庄机电施工 BIM 深度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凤岗天安数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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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邦巴因至呵叻 6 号高速公路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

宝马总装车间项目钢结构深化设计 BIM 应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
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福马路马尾隧道改扩建工程中的应
用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滨江金融中心 T2 塔楼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岳阳现代装备制造总装试验厂房施工全周期钢
结构 BIM 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石狮摩天城项目博物馆外立面装饰工程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虹桥财富中心项目 BIM 管理技术应用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区土建工程三标段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武汉大良造
建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洛阳轨道交通二号线市民之家站项目 BIM 技术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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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机场航站楼精装修工程 BIM 及相关技
术应用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北京铁路
建设有限公司

基于 BIM 技术在高速铁路桥梁中的数字建造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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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三星闪存芯片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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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古生化玉米加工厂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重庆
工业赋能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重庆市筑云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轨道六号线支线二期机电工程 BIM 技术综
合应用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东四环 BIM 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三中心”（丝路国际会议中心、展览中心、
奥体中心）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下城区项目施工阶段基于 BIM 技术的应用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S301 公路川海大桥连接线工程 BIM 技术施工综
合应用

中铁六局集团、中铁六局集团北京铁路建设有限
公司

基于 BIM 技术在大跨度、双转体、多匝道互通互
交桥梁（延崇高速公路）中的应用

重庆中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信息化需求的 PC 构件
高效 BIM 正向设计

天津三品天工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南焦城中村改造项目 7 号地综合体机电 BIM 应用
三等成果

中建科技贵州有限公司

贵州绿色建筑产业园 EPC 项目 BIM 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绍兴二环北路智慧快速路项目 BIM 施工应用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装配式轨道交通高架车站上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公司装饰与清
水混凝土分公司

BIM 技术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装饰项目的应用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雅苑项目基于模型的 BIM 技术研究及施工
应用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国瑞·西安金融中心项目超高层机电施工 BIM
深度应用

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工程塔台小区及空管配
套工程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柳东文化广场幕墙施工 BIM 应用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

基于 EPC 模式下的装饰设计施工精细化管理实
践-葛井苑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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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万博中央商务区数码产业总部商业楼 A#塔楼及
裙房钢结构工程

云南城投众和装饰有限公司

古滇绿色康养健康城（一期）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平安泰达国际金融中心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京东方重庆第 6 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南京跨外秦淮河冶修二路桥

广东龙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碧桂园凤雅苑 BIM 智慧管理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一局第一
建筑有限公司、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西安市科技八路快速通道施工阶段土建安装
BIM 技术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西宁市多巴新城风情东路新建道路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武汉大良造
建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兴泉铁路 XQNQ-7 标 BIM 技术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创意路项目景观桥梁、管廊工程 BIM 综合应用

中建四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勤诚达正大城花园二期项目施工 BIM 技术应用

河北善成工程项目管理公司、湖南省工业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汝南县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安装 BIM 技术应用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林湖美景 1 号院（二期）BIM 技术在施工阶段的
落地应用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桥梁有限公
司、重庆市筑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最大跨度公轨两用悬索桥 BIM+智慧建造技
术

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重庆龙湖沙坪坝枢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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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地铁 4 号线 01 标土建 3 工区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众麒麟公馆项目 BIM 技术应用

河南建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基于 BIM 技术在建业天筑批量精装修项目的应
用实践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榆林三馆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上海市地下空
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大楼项目装
饰装修阶段施工 BIM 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古建筑与 BIM+技术的完美融合--哈尔滨工程大
学青岛创新发展基地一期工程 BIM 技术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韶关滨江商务中心的施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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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大兴开发区北区 1 号地 DX00-0301-0144 地块 F3
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目机电安装 BIM 综合应用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 BIM 技术在金能 102#装配式动力站中的应
用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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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作车站中的应用

中铁十七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地铁 3 号线机电安装施工 BIM 技术应用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阙宸
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金台铁路杜桥牵引变电所 BIM 精细化建模及电
缆敷设自动优化技术在施工中的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融创装配式项目 BIM 技术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智慧建造，BIM 引领——潍莱高铁四标段施工应
用

湖南省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祁阳金沙湾（三期）建安工程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六建机电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

BIM 技术在东方雨虹新材料装备研发总部项目
中的应用

工程建设综合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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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公司

北方门户 全球会展--BIM 助力国家会展中心
打造全球会展新高度

一等成果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冶北京建筑工程
分公司

唐山新体育中心施工阶段 BIM 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徐闻港综合交通枢纽中心项目 BIM 设计及
施工应用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广西西
江集团红花二线船闸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
程局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广西柳江红花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建
设管理中的应用

青岛信宇置业有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 BIM 技术的“三位一体”全过程数字化管理
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在信联天地项目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

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馆、游泳馆和综合训练馆
PPP 工程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长江航
道局

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 6 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
建设管理 BIM 技术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前海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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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太
保养老产业发展（成都）有限公司、上海建工一
建集团有限公司

太保家园•成都国际颐养社区一期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石家庄正定新区智慧中心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水（个旧）至元阳高速公路 BIM+3DGIS 技术集
成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无锡市天宇民防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M 综合应用驱动华为光工厂施工建造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一期工程（第一批）项目 BIM
技术应用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市伍家岗长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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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项目实施性 BIM 技术综合应
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工程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南纪门长江大桥设计和运维上的综
合应用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IM 技术在之江实验室(西区）项目 EPC 模式下
的综合应用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BIM 技术在雄安新区南拒马河防洪治理工程中
的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泰康之家湘园
二等成果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
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吉易科技有限公
司

运河亚运公园（原城西公园）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君典
建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综合医院 BIM 施工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开发区北区 DX00-0301-0144 地块多
功能用地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雄安新区多层多舱综合管廊及配套市政道路施
工 BIM 技术综合应用

四川岷江港航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华图山鼎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友界科技有限公司

岷江航电枢纽 BIM 设计优化与项目管理综合应
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怡置北郡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苏州毕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约克北郡三期项目施工阶段 BIM 技术应用

河北善成工程项目管理公司、湖南省工业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汝南县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BIM 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1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场馆——BIM 综合管
理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三馆项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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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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一局集团华北建设有限
公司

国家游泳中心冬奥会冰壶场馆改造及南广场地
下冰场建设工程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横琴口岸及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工程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沈阳金昌商务中心项目工程建设综合 BIM 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市住宅工程
管理站、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大学•深圳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Ⅱ标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集成式 BIM 实施助力人才公寓（聚贤苑）打造装
配式建筑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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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雄安站站房及相
关工程施工 BIM 一体化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建深圳
装饰有限公司、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宜家购物中心项目二三期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岸区谌家矶还建住宅及配套设施项目 BIM 技
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重庆市市政设计
研究院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研发基地工程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闵行区七宝生态商务区 18-01A、
18-01B 商办项目总承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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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河源阿里巴巴云计算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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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体育馆改扩建等工程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及排练配套设施工程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二
工程局有限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基坑工程 BIM 设计施工综合
应用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东安湖体育公园“一场三馆”工程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BIM 打造中国电力科技创业智慧园区——支座
式双塔结构全过程精细化建造管理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中国地铁上盖第一高楼深湾汇云中
心项目的施工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艺尚锦江文创中心施工总承包项目 BIM 技
术综合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河口国际会展中心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亚运体育场馆项目施工阶段 BIM 技术深度
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项目施工阶段 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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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高新市政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

雄安新区昝岗片区再生水厂工程 BIM 综合应用

上海仲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原构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扩建鼓浪路一号地块 J 区商品住宅项目中的 BIM
设计施工全流程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恒大麓山湖项目工序穿插施工管理 BIM 应
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国际会议中心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天安数码城项目设计施工阶段 BIM
深度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青建智慧建
筑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大厦项目施工阶段 BIM 的智慧化全专
业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平凉社区 02B1-06 地块办公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新机场南航基地四标段工程 BIM 综合应用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会文化艺术中心三馆二期项目施工管理
中的 BIM 应用成果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州都安高速 BIM 技术全面应用实践

中铁建工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重庆地铁 10#线朱家湾车辆段的综合
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华晨宝马涂装车间及车身库 BIM 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设
计院有限公司、广州市南沙区建设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南沙）医院

中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标准厂房扩建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化智慧化并举提升济阳路快速化改建工程
上海市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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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中建八局南方建设有
限公司

创智云城项目二期 2 标段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机场卫星厅及其配套工程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公安局第三代指挥中心 EPC 总承包项目
全过程 BIM 技术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华贸项目 A 区商业综合体 BIM 应用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三局集团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中恒数字建造技术（苏州）有限
公司

苏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工程胥口车辆段及上盖
平台施工项 V-TS-17-1 标工程 BIM 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

首都体育馆改扩建等项目-首体、赛事中心 BIM
逆向蓝图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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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津武清区万
达商业有限公司

武清万达广场在“BIM 总发包模式”下的施工 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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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
理有限公司

上海图书馆东馆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晋江市 P2018-22 号地块项目 - 信息化装配式
施工管理 BIM 应用技术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江镇万达广场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阜阳市图书馆、博物馆项目 BIM 技术综合应用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援莱索托马塞卢地区医院门急诊医技楼 BIM 技
术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助力妇女儿童健康中心项目施工建造
模式提升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委党校新校区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湖南省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有限公司、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山水空间站式医院融合体—桃江县人民医院项
目设计施工综合 BIM 应用

三等成果
淮安市水资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中亿丰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恒数字建造技术（苏州）有
限公司

BIM 技术在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新院项目综合应
用

中铁四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市春申湖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元和塘西隧道
BIM 综合应用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四川良友建设咨询有
限公司

BIM 技术在国际航空枢纽施工阶段的应用——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国航基地工程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安德烈斯蒂乐动力工具（青岛）有限公司三期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张村河小学改扩建工程
BIM 技术在中海·雲鼎大观群体工程施工过程中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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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 技术在大型馆藏类建筑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安创谷科技园一期 1 标段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常德市大型医养中心与福利院建设
项目综合应用

中建四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会展湾东城广场（一期）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正习高速第九合同段关于基础设施 BIM 技术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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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梓山湖生活配套区施工阶段 BIM 技术多专业应
用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电车）供应链资源管理中心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建工建筑产业
化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建邦华庭装配式住宅项目 BIM 技术的应用
与实践

中铁建工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成都地铁 8#线十里店站、理工大学
站、杉板桥站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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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南沙区建
设中心

BIM 技术在大跨度三主桁钢桁拱桥施工全过程
中的深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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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桥水厂不停水升级改造工程中的 BIM 技术应
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中元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
分公司

援柬埔寨中柬友谊医疗大楼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公路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
限公司

大小井特大桥建设期 BIM 技术研究

山东青建智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青建集团股份
公司

BIM 技术在依山美郡装配式项目中的应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BIM 助推青岛新机场东航机务维修区工程的总
承包管理落地应用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国际健康城生命健康创新中心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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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口径空间光学载荷综合环模实验平台项目施
工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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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地铁 7 号线一期工程 7 标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郑州碧桂园峯景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项
目施工阶段 BIM 综合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建海峡（厦门）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数字福建 VR 双创产业孵化基地的应
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合肥高新区文化服务中心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童世界项目公共建筑 BIM 应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馆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厦航总部大厦项目施工阶段 BIM 全过程应用

中建中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红岛经济区西部组团工程山角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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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三十万平米项目施工管理及钢筋精
细化管理的探索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BIM 在北京 2527 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山东青建智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青建集团股份
公司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综合交通中心 BIM 技术落地
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华东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陆侧
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交通中心工程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广州建设
有限公司

基于 MBSE 的地铁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整体解决
方案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项目管理在前海国际会议中心项目中的应
用实施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技术大学建设项目（一期）施工总承包 III
标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中迪广场

中建七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新蔡县第二人民医院 BIM 技术施工应用

苏州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有限公司、苏州嘉盛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中恒数字建造技术（苏州）有限
公司

苏州虎丘 C 地块定销房建设工程 BIM 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五局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OPPO（重庆）智能生态科技园 BIM 技术应用

北京住总第一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北京环球影城度假酒店项目施工管
理中的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华时代（长沙）超高层 LOFT 项目施工阶段 BIM
技术与智慧工地的集成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欢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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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科技园（创业孵化
基地)项目二期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河南大建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 BIM 技术综合应
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新机场东航配餐区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龙湖 IPD 项目施工阶段钢筋工程 BIM 技术深
度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综合改造工程

中泰华安建设集团

中国民商理事会总部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助力“青年才郡”盈安大厦大型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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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第二教学楼（第二教学
楼等 2 项）、大学生活动中心（大学生活动中心）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良渚新城第一小学 EPC 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景德镇国家粮食储备库搬迁还建工程

中铁建工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铁路新建站房和既有线改造工程中
综合应用

中铁建设集团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京沈铁路客运专线站房工程 BIM 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万科大都会滨江工程

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华润万象城三期项目-基于 BIM 技术的精细化商
业建筑总包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山东齐鲁宁梁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BIM 技术指导宁梁高速智慧建造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铭佳易筑科技
有限公司、杭州数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建设“三校一院”—北京四
中雄安校区施工阶段 BIM 技术应用

中恒数字建造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苏州泛亚
万隆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市吴中建业发
展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尹山湖医院扩建工程项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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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 技术助力京沪高速公路改扩建一标段项目
施工智慧建造

上海瑞腾国际置业有限公司、上海建工一建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源点大厦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州市综合商务区南区广场规划建筑工程 A 栋
青州市档案馆及 B 栋青州市民活动中心

浙江慧远工程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温州市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温瑞大道南段快速路一期工程（瓯海大道至温州
南）BIM 咨询服务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央美术学院青岛校区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竹园片区污泥处理处置扩建工程

工程全生命周期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BIM 技术在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主场馆卢赛尔
体育场全生命周期中的创新应用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智慧快速路工程建设管理中的 BIM+大数据
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基础
应用
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一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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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

成都空港新城企业总部-全生命周期 BIM 应用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波卷烟厂“十二五”易地技术改造一期全生命
周期 BIM 应用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冬季奥运村人才公租房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河
南新田置业有限公司

新田印象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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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雄安站站房及相
关工程全生命周期 BIM 应用

二等成果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全寿命应用-以南
宁市心圩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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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二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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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 技术赋能超大型老旧水厂的升级改造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施工 BIM 综合应用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
司、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BIM 技术在装配式 EPC 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

垒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政管廊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厦门中平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厦门市环东海域美山路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BIM
全生命周期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七里湖综合治理工程 PPP+EPC 全流程 BIM 应用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商合杭高铁裕溪河特大桥轨道工程设计建造
BIM 一体化应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北京市政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河市城区污水处理厂工程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车辆基地上盖开发项目 BIM 应用

三等成果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南湖水环境提升工程全生命周期 BIM 应用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型体育场馆项目全生命周期 BIM 数字化深度
应用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通州建总
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万晖置业有限公司

科技绿色示范学校的 BIM 全过程应用——岱山
南侧初级中学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市投控发展有限公
司

纯 BIM 咨询管理模式在中国国有资本风投大厦
项目的应用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安装科研楼 BIM 全生命周期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南山医院改扩建（二期）项目 BIM 绿色智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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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应用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缅甸某水泥厂数字化项目管理 BIM 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一局华
江建设有限公司

延庆冬奥村及延庆山地新闻中心二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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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平安泰达金融中心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贝英吉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松浦大桥大修工程设计与施工阶段
的应用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创新园二期项目Ⅰ期工程总承包（EPC）BIM
应用

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沿江
攀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G4216 线宁南至攀枝花段高速公路 BIM 建设管理
系统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南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BIM 技术在南宁市武鸣高级中学定罗湖校区工
程中的设计与施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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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EPC 模式下“BIM+智慧工地”精细化管理在南京
新媒体大厦项目的综合应用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医院

拓展应用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信和业投资
有限公司

基于数字技术的超高层建筑消防综合管理系统
——以中信大厦应用为例

一等成果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91053
部队

高桩码头 BIM 正向运算式设计拓展应用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南湖水环境提升工程 BIM 技术研发及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路改造

林同棪（重庆）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滨江商务大厦工程 BIM 全过程应用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港
湾（东帝汶）有限公司

东帝汶帝巴湾新集装箱码头工程 BIM 设计应用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基于水运工程 BIM 设计标准的船闸工程专项应
用
二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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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齐鲁交通发展
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东环段建设期 BIM 技
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管理分公司、齐鲁交通（济南）
术综合应用
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河北工业大学、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装配式混凝土 3D 打印赵州桥 BIM 设计与智能建
造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澳门路小学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多维扫描的城市片区更新——深圳南头古
城 BIM 应用

中铁建华南建设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大数据驱动广州市轨道交通市域快线工程智慧
建造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四
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BIM 数字化设计助力珠海桂山沉管预制厂超大
型浮坞门建设落地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披荆斩棘走新路——西南地区某新材料研发中
心项目 BIM 协同设计拓展应用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外滩贯通和综合改造提升项目一期工程

北京睿蓝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层建筑及管线一体化设计展示及管理

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轨
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上海博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基于 BIM 的车站智慧运维管理平台

三等成果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工程公司

TMD 大型甲醇转化炉项目模块化施工 BIM 应用

深圳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沙井排涝泵站智慧运维平台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基于 BIM 设计的引徐济安饮水工程 Web 应用开发

北京数字营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
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融创文旅城室外乐园 BIM 综合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冶（上海）钢结构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宝冶集团南京建筑有限公司

南京美术馆新馆项目施工阶段 BIM 技术综合应
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基于 BIM 的数字化施工交付实践（微创医疗创
新、临床注册与商业化线站式发展中心）

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奥体中心三馆幕墙工程 BIM 应用

中交一公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IOT）与 BIM 在新疆 G575 项目桥梁
施工质量控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 BIM+GIS 太焦高铁施工综合协同管理平台
系统的研发及应用

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汾阳路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治项目 BIM 应用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足球场 BIM 信息化施工拓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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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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金融城 416 米超高层项目淤泥地质条件下
超大超深基坑施工阶段 BIM 协同应用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杭政储出[2017]12 号地块旅馆兼容公共交通场
站用房工程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航天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飞奥智慧能源示范 BIM+新能源数字化实践
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云南）数据中心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首都新机场预应力工程的高精度 BIM 技术应用

智慧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类 BIM 应用
特等成果
重庆市设计院、上海蓝色星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两江四岸核心区 CIM 与物联网技术应用

一等成果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同能源革命科技创新园 A 区
二等成果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广州港
股份有限公司、中交四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南沙四期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BIM 智慧应用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站城一体化开发模式 BIM 实践的研究
三等成果

中交（厦门）投资有限公司

中交厦门 A5 子地块综合体

苏州泛亚万隆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吴中
苏州湾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太湖新城能源中心绿色能源可持续技术及 BIM
全过程管理应用

共克时艰贡献
特等成果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
有限公司

BIM 技术助力火神山医院建设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雷神山医院

优秀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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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小汤山医院升级改造应急工程（新建 1500
床临时病房）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救治临时医疗用
房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郑州岐伯山医院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广州优比建筑咨询
有限公司

BIM 正向设计提升广东省中医院项目复杂医疗
建筑创新应用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龙潭医院临时全负压病房施工阶段 BIM 技
术综合应用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族库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应急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中建一局集团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应急病区）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应急院区

上海悉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悉地国际设计顾问
（深圳）有限公司、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泰康同济（武汉）医院“方舱医院”改造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兴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应急院区项目
BIM 应用

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雷神山医院医护休息区改建区工程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雷山新冠肺炎专治医院 BIM 技术综合施工
应用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BIM 技术为湘粤大地医护工作者保驾护航

江苏达实久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地坛医院改建项目 BIM 应用

BIM 应用新秀
四川旷谷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一期前殷停车场三维可
视化平台应用

天津津港建设有限公司

中部新城北起步区 BIM+GIS 可视化管理应用

通用技术集团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长城五号矿井选煤厂储装运系统

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京港澳高速-省道 102 与四港联动大道组合式互
通立交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新建京雄城际铁
路六标项目）

京雄城际铁路六标 BIM 技术应用

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低排泵站 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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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繁峙县金程矿业有限公司年产 120 万吨球团工
程

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鑫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四号线一期【施工 13 标】施
工全过程 BIM 技术的应用

泰安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BIM 技术在泰山岱庙古建筑研究保护复原中的
应用

济南金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G105 京澳线平阴绕城段改建工程 SG-1 标段
BIM 技术综合应用

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路幼儿园装配式钢结构项目基于 BIM 的全
过程解决方案

长沙市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万科魅力之城 2.1 期

江西锦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江西省高速公路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宜春至遂川高速公路建设项
目办公室、江西交信科技有限公司

宜春至遂川高速公路 BIM+GIS+IOT 技术应用

山东新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汇大厦 BIM 技术应用咨询与管理

西藏鲲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华勤建设有限
公司、西藏云佳德设计有限公司

西藏技师学院 EPC 总承包施工项目 BIM 技术应用

最佳 BIM 应用企业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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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设计院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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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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