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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设协〔2019〕62号

关于第三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应用大赛评选结果的公示

各会员单位、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举办第三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的

通知》（皖设协〔2019〕50 号）要求，我会组织专家对 43家勘

察设计、施工、造价单位及高校申报的 73个参赛项目进行了初评

和综评，46 个项目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现将评选结果予以

公示（附件），公示截止日期2019 年 12月 15日。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的评选结果持有异议，均可在公示

期内向安徽省工程勘察设计协会书面反映。书面反映材料应详细

写明异议的内容和事实根据。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签署单

位负责人和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加盖本单位公章；个人提出

异议的，应签署本人真实姓名、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复印件。

联系地址：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 996号省城乡规划建设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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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楼617室。

联系人：李仪 联系电话：0551-62876759

附件：第三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拟获奖项目公示

信息一览表

2019年 12月 10日

抄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标准定额处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处

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http://dohurd.ah.gov.cn/ahzjt_front/govxxgk/00298586X/2019-03-27/5e27c81c-6992-47ab-80f5-210f95be9019.html
http://dohurd.ah.gov.cn/ahzjt_front/govxxgk/00298586X/


第三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拟获奖项目公示信息一览表

编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1 民用建筑-设计 长丰县北城医院BIM技术应用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支帅、高胜、薛楠楠、马皖强、卢艳来、陈康、王英、郑毅、
李玮、刘前进、叶成茂、涂凡、袁银胜、余癸坤、饶天柱

一等奖

2 民用建筑-设计 合肥市中心图书馆BIM技术应用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支帅、高胜、薛楠楠、马皖强、卢艳来、陈康、王英、郑毅、
李玮、刘前进、叶成茂、涂凡、袁银胜、余癸坤、饶天柱

二等奖

3 民用建筑-设计
BIM正向设计在万达宝贝王室内装饰项目
中的应用

安徽皖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冯卫、丁健文、杨伟、谭小青、兰媛媛、江君波、杨莉娟、王
飞

二等奖

4 民用建筑-设计 马鞍山市第七中学体育馆项目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刘斌、赵广明、张浩然、郭玉杰、余平建、贺诗岚、宋巧雯、
邱善虎

三等奖

5 民用建筑-设计 合肥望湖国际城BIM全过程正向设计 安徽地平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黄安飞、江海东、吴前宏、陈曦、郑玉、张月圆、吴超、荣煜
、刘金鑫、陈竟、张温刚、王京京、凡池、生健、单亮

三等奖

1 工业工程-设计 马钢重型H型钢轧钢生产线BIM设计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尤嘉庆、郭玉杰、唐明姣、赵广明、吴庆非、宋巧雯、贺诗岚
、马寅东、戴冕、金鑫、徐国士、李阳阳、王磊、杨非、杨露

一等奖

2 工业工程-设计
BIM技术在安徽合肥东至路220kV变电站
工程中的应用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

邵松涛、杨帆、谢登科、程海浪、张亚玉、徐立、金士舟、孟
醒

二等奖

3 工业工程-设计
BIM技术在合肥轨道交通3号线全地下
110kV怀宁路变电站中的应用

安徽华电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李孝尊、吕冬春、邱新刚、王付军、马晓、柳小芳、宋云燕、
魏正奎、敖斌、董石头、刘磊、包树龙

三等奖

1 基础设施-设计
黄山市中心城区五水厂工程设计BIM技术
应用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孟玉、顾正亚、疏东东、尹文静、许震、沙骏、王彪、严春 一等奖

2 基础设施-设计
六安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前进
路桥梁工程项目BIM技术应用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孟玉、顾正亚、疏东东、魏永、陈照、孟德伟、王彪、曾亮、
兰辉萍、李鑫、雷婷婷、郑影、黄成、肖曼、何欣宇

二等奖

3 基础设施-设计
阜阳市城南新区五里路、竹园路道路及
附属物工程设计BIM技术应用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孟玉、魏永、疏东东、陈照、方庚明、孟德伟、王彪、曾亮、
许震、李光、付立静、顾正亚、邵自江、兰辉萍、何欣宇

二等奖

4 基础设施-设计
GIS+BIM技术在安徽金寨抽水蓄能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中的应用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

邵松涛、周贺、谢枫、刘耀中、王秀敏、严宇鹏、王锦涛、孟
醒、鲍松、钱程

三等奖



编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5 基础设施-设计
BIM技术在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供配电工
程中的应用

安徽华电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李昆梅、汤晓刚、张雯、张国峰、黄庆、王传双、黄珅、王陈
杰

三等奖

6 基础设施-设计
BIM技术在安徽宣城溪口35kV变电站新建
工程中的应用

安徽华电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李昆梅、汤晓刚、曾海兵、谈超、陈野平、王恩俊、徐硕、崔
虎

三等奖

1 民用建筑-施工 合肥市滨湖新区云谷创新园项目 中建七局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完颜健飞、丁杰、熊攀登、孟竞赛、宣以刚 一等奖

2 民用建筑-施工
基于BIM+智慧工地平台的精细化项目管
理-金浦电子产业园项目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冶置业（安
徽）有限责任公司

刘伟、王旭良、骆晓辉、叶胜军、李伟烽、袁有生、秦玉欢、
杨万伟、李冬晴、冯新儒

二等奖

3 民用建筑-施工 智能装备科技园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爱超、陈春、汪海飞、贺瑞、汪昊、章宜超、孙钊、吴阑阑
、陈化珊、檀松

三等奖

4 民用建筑-施工
信达·公园里三期项目二标段工程施工
总承包

合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玉国、刘磊、范凯、徐阳、尹云波、王亚飞、熊云、马金海
、王坤、董俊、宣辰晓、刘延庆、邵子军

三等奖

5 民用建筑-施工
徽商银行总部基地建设内装饰工程施工
（一标段）BIM咨询服务

安徽宝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徐飞、胡康、齐方旭、陈若冰、金鑫、马骏、陈普力 三等奖

1 基础设施-施工
安徽102省道改建工程阜阳颍河特大桥
BIM应用项目

中铁十局集团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刘伟、申旭明、程功臣、张光耀、宁涛、潘立辉、高虎、陈稳
干、李涛、张义江、李张辰、李彪

一等奖

2 基础设施-施工
BIM技术在郑州地铁6号线建设管理中的
应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分公司

梁超、李铁栓、董海峰、陈誉、余振、曹坤 二等奖

3 基础设施-施工
BIM技术在银西铁路（陕西段）YXZQ-4标
漠谷河2#特大桥项目中的应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工程分公司 陈文尹、邢彪、赵兵、凌峰、李子鹏、夏俭盟 二等奖

4 基础设施-施工 南艳湖全民健身中心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爱超、陈春、汪海飞、贺瑞、汪昊、章宜超、孙钊、吴阑阑
、陈化珊、檀松

三等奖

5 基础设施-施工
肥西县产城融合示范区综合管廊BIM应用
项目

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魏英、方强利、苏宏、潘子洋、琚泽进、陆文超、王坦、郝玉 三等奖

1 民用建筑-造价 宿州市银河四路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杰、欧阳罡、韩毅、王璇、李稳、许顺、张坤、马超、谭舒
元、张小勇

一等奖



编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2 民用建筑-造价 北京房山龙湖熙悦天街项目 安徽恒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吴迪、沈萍萍、陈金成、许晨光、张蕊、谷琦、潘少俊、包媛
媛、翟少峰、程超

二等奖

1 基础设施-造价
高新区综合管廊一期工程PPP项目跟踪审
计BIM技术应用

安徽鼎信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陈玉明、张青、杨海峰、汪林、刘伟杰、何晓青、查磊、李
杰、杨秀娟

三等奖

1 民用建筑-综合
蚌埠市第四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BIM全过
程咨询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疏东东、王耀彬、崔海雨、王珍、张庆、肖曼、王彪、曾亮、
刘晴晴、黄成、何欣宇、严春、余贵华、梁伟、陈润

一等奖

2 民用建筑-综合 亳州还原小区B区1标段 中建七局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完颜健飞、文申兵、熊攀登、孟竞赛、宣以刚、王运 二等奖

1 工业工程-综合
安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电力科技智造园
项目一期工程

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俊、丁芮、郑智新、王健、储涛、袁丹、叶修喜、白羽冰、
王晖、郭丽双

三等奖

1 基础设施-综合 广州明珠湾大桥BIM技术深度应用 中铁时代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周声宇、施勇定、朱强、杨爱林、杨梦纯、赵健、何巍、李连
杰、汪洋、孙海波、段涛、胡法强、许洋、谢思敏、陈婉

一等奖

2 基础设施-综合
基于BIM技术在大型交通枢纽郑州高铁南
站中的应用

中铁四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胡柱奎、范伟、王安会、徐书国、严哲、韩军、魏卓异、李鹏
飞、董逢春、朱林、张登国、李明智、张波、黄赛赛、冯凯良

三等奖

3 基础设施-综合 清三冲初期雨水调蓄工程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胡阳、刘陈、王伟、陈旻、胡东亮、俞澍川 三等奖

1 高校 三河图书公园 合肥工业大学 王德才、宣晓东、赵于畅、张震、文楚童、罗康丽、丁轶琨 一等奖

2 高校
模糊的公共性--社区图书馆设计BIM应用
探索

合肥工业大学 宣晓东、李早、冯子豪、谢珊珊、张莉、靳艳 二等奖

3 高校
合肥工业大学工程管理与智能制造研究
中心

合肥工业大学
关群、王凯军、周宗锋、张朴睿、汤子祥、李耀、陈语阳、高
远

二等奖

4 高校
长征大桥BIM应用及基于BIM施工过程的
监控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
何沛祥、黄飞鸿、高磊、徐润哲、王国庆、邓洪杰、王鹏、廖
一汉

三等奖

5 高校 教师公寓楼 安徽理工大学
褚作勇、李里、费凡、杜玉洁、黄贝贝、万金桥、王素娥、陈
文娟

三等奖



编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6 高校
BIM技术在实验实训综合楼中的研究及应
用

安徽建筑大学（安徽省BIM工程中心） 陈东、张健、马巍、陈旭、汪逢阳、章力栋、陈铭、邵晨玥 三等奖

7 高校 数据影响方案——图书馆设计 合肥工业大学 王德才、宣晓东、宋鑫、周杰、张孟莹、陆文昌、唐铭霞 三等奖

8 高校 砼路人 皖西学院 涂劲松、卞祝、洪洋、庞聪、何庆松、汪庆、李雪平 三等奖

9 高校 新闻学院学生公寓 安徽理工大学
李里、金佳林、张慧东、骆赢、庄琪、陈玉莲、申逸航、董雨
洁

三等奖

10 高校 学生活动中心 安徽理工大学 褚作勇、黄云峰、曹博、高建锋、吴玥、杨申、琚晨晨 三等奖

11 高校 “语箫雀阁”住宅楼 安徽建筑大学 张少杰、周雪晴、仇子文、何胜、王子建 三等奖

12 高校 “憬园”酒店建筑方案设计 合肥工业大学 宣晓东、王德才、曹原、黄琪珂、赵梦兰、朱家俊 三等奖

13 高校 主教学楼 安徽理工大学 储凯锋、李岩、许有成、谢子文、刘恋、葛肃敏、谢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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