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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设协〔2020〕51号

关于第四届建筑信息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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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四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的

通知》（皖设协〔2020〕32号），在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

指导下，安徽省工程勘察设计协会、安徽省建筑业协会、安徽省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组织专家对 52家勘察设计、施工、造价单

位及高校申报的 76个参赛项目进行了评审，47 个项目分别获得

一、二、三等奖提名。现将拟获奖项目相关信息予以公示（附件），

公示截止日期2020年 12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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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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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 996号省城乡规划建设大厦

六楼617室。

联系人：李仪 联系电话：0551-62876759

附件：第四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获奖项目提名名

单公示信息

2020年 12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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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获奖项目提名名单公示信息

        民用建筑类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1 民用建筑-综合
宣城市文景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

BIM技术咨询服务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

股份有限公司
疏东东、崔海雨、肖曼、张庆、王彪、何欣宇、刘晴晴、严春
、吴超、沙少杰、刘安凯、管澍、李倩、夏文龙、梁伟

二等奖

2 民用建筑-综合
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建筑信息模

型（BIM）应用咨询服务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

股份有限公司
疏东东、崔海雨、肖曼、张庆、王彪、何欣宇、刘晴晴、严春
、吴超、沙少杰、刘安凯、管澍、李倩、王耀彬、梁伟

三等奖

3 民用建筑-综合
合肥经开实验学校改扩建及合肥市明珠幼儿
园第一、第三分园新建及经开科技城幼儿园

工程

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高先志、马兵辉、冯运东、宣坤、屈创、张利杰、年运运、王
瑞鹏、郭坤、罗雅雯、余波、陈若冰、李东明、曹冰、郭凌峰

三等奖

4 民用建筑-综合 安庆会展中心
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夏伟、张欣、杨帆、余航、丁灿、许凯、史圣琦 三等奖

1 民用建筑-勘察设计 S1905地块科研办公楼正向设计应用 安徽寰宇建筑设计院
吴国保、梁绪、周珺、朱顺兴、苏祥东、李京容、张乐园、汪
雨、周业楼、赵勇

一等奖

2 民用建筑-勘察设计 安徽省农科院综合实验楼项目 B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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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煜、刘金
鑫、陈竟、生健

二等奖

3 民用建筑-勘察设计 中建产业基地装配式BIM正向设计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股份有限公司
支帅、高胜、薛楠楠、陈康、郑毅、王英、刘前进、李玮、涂
凡、袁银胜、余癸坤、马皖强、卢艳来、任禄、吴杨

三等奖

4 民用建筑-勘察设计 定远县永康镇中心卫生院
安徽新天柱工程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勇、王刚、刘井辉、季昊阳、宋伟、张金龙、翟娜、尹健、
陈飞、吕静

三等奖

1 民用建筑-施工
长丰县北城医院综合建设土建及安装工程Ⅰ

标段BIM技术应用
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高晓康、黄波、郑杰、梁清、吴健、严甄佩、李晶晶、王洋、
李淞泊、常珂珂、朱全成、彭玉洲、夏志超、胡玉波、潘胜锋

一等奖

2 民用建筑-施工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提高公司生产、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陈春、贺瑞、李正、章宜超、孙钊、陈化珊、宣辰晓、张海龙
、杨冬、程浩

二等奖

3 民用建筑-施工 罍街四期工程及包河区公共人防工程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

司
姚守涛、田朝阳、沈炳龙、苏子凡、吕凤阳、时义永、芦庆云
、顾长龙、常万英、陈晨、陈龙、邹晓方

二等奖

4 民用建筑-施工 紫云广场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

司
沈万玉、李伟、戴传新、倪信、冯依林、刘梦、刘嗣逸 三等奖

5 民用建筑-施工 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
安徽四建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朱璇、齐磊磊、汪小芳、王年生、马晨旭、郭文、陆维康、施
磊

三等奖



6 民用建筑-施工
滨湖金融服务中心三期项目-金融科技大厦

工程
中建七局第二建筑有限公

司
完颜健飞、刘光辉、胡建华、熊攀登、孟竞赛、华恩乐、宣以
刚、张梓嘉、路涛、李迎根

三等奖

7 民用建筑-施工
合肥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新建工程BIM技

术应用
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高晓康、樊攀、高瑞凯、潘海滨、张尊战、李晶晶、叶健、王
达、张超

三等奖

8 民用建筑-施工 和顺·沁园春项目 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吴明良、程宝龙、丁康、王中东、郑磊、张志伟、王余 三等奖

9 民用建筑-施工
淮南卫生学校山南职教园区新校区BIM技术

应用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张泽、陈道兵、刘余德、王小女、赵庚、夏婷婷、许榕、洪霄
杰、陈文彬、王政保

三等奖

10 民用建筑-施工 安徽公安职业学院整体搬迁工程
中建七局第二建筑有限公

司
完颜健飞、张延、吴寒、罗礼军、熊攀登、孟竞赛、宣以刚、
华恩乐、邓韦澍、张祥

三等奖

11 民用建筑-施工 天门湖租赁住房项目工程总承包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陈春、汪海飞、李正、王海俊、吴阑阑、陈化珊、孙钊、宣辰
晓、蔡叶鸣、孟庆波

三等奖

1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国家邮政局合肥灾备中心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胡阳、刘陈、王伟、黄成、徐明强、俞澍川、胡东亮、丁民利
、赵耀

一等奖

2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泾县新四军铁军精神干部党性教育基地项目
安徽恒升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江增秒、沈萍萍、武文杰、张迅、李文亮、王锐、赵婷、程超 二等奖

3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宿州市循环园科创中心项目工程总承包

（EPC）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欧阳罡、张小勇、韩毅、张杰、王璇、谭舒元、陈曦、曹春雨
、赵雷、杨涛

三等奖

4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中共颍泉区委党校新建项目BIM技术研究与

应用
安徽正诚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陶勇、徐今朝、刘葛、唐文状、武新林、李涛、王戈平、陶玉
龙、张亚男、吕越鸿、汪鑫、高云翔、王俊

三等奖

5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宣城市城建·世纪阳江工程 阶梯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吴文胜、叶少来、许勇、王慧芳、陶应生、万磊、方徐港、崔
秀萍、周薇薇、何孔飞

三等奖

        工业工程类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1 工业工程-勘察设计
马钢原料场环保升级及智能化改造工程一次

料场C型料棚工程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尤嘉庆、王昭君、郭玉杰、朱瑞、宋巧雯、王男、赵广明、余
平建、陈亚妮、傅超、杨丽、张小宁、王磊、鲁明东、宋阳

一等奖

2 工业工程-勘察设计 BIM技术在防城港喷煤总承包项目中的应用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杨继敏、张璐、张扬、李杰、邹思云、武嘉文、常凤、周俊路
、廖小锋、赵杨新星、张紫晓、于红艳、洪昌文、李思璐、董
祖伟

二等奖

3 工业工程-勘察设计 广西华谊乙二醇项目集成PDMS应用成果展示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许超、任申龙、程献、姚大元、张飞、汪淼、周逸乔、顾沛然
、苏婧怡、罗志远、王福喜、吴越、闫庆洋

三等奖



4 工业工程-勘察设计
虚拟制造与虚拟建造在数字化车间的应用 -
山东临港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年产22万吨精密

铸造生产线项目

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陈俊、丁芮、郑智新、汪海波、林家民、白雨冰、李粟、王阳
、牛亚、孙明杰

三等奖

1 工业工程-造价咨询 宿州双创产业集聚基地工程
安徽凯盛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程立、牛小柱、秦邮邮、姚康、牛永强、沈兵、故兴尚、周文
韬

三等奖

        基础设施类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1 基础设施-综合
北京至雄安新区高速公路河北段SG2标建筑

信息模型（BIM）应用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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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骏、肖曼、何欣宇、王彪、刘
安凯、严春、许震、李光、付立静、顾正亚、邵自江

一等奖

2 基础设施-综合
兰州新区G341立交工程EPC项目设计施工一

体化BIM技术应用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谢洪新、陈修林、戴玮、时威、汪慧君、殷亮、陶鹏、欧佳佳
、安忠明、景映东、刘志中、徐亮、闫轶夫、曹志磊

二等奖

3 基础设施-综合 蜀山区清一冲、清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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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刘陈、黄成、徐明强、俞澍川、胡东亮、丁民利
、赵耀

三等奖

4 基础设施-综合
新建福厦铁路7标晋江制梁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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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磊、胡法强、段涛、谢思敏、孙海波、汪
洋、许洋、季啸尘

三等奖

1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安徽汤庄变-皋城变500V线路开断接入石店

变工程数字化设计应用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吴睿、周贺、谢枫、刘耀中、王秀敏、严宇鹏、王锦涛、孟醒
、李森、张树林

一等奖

2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BIM助力新基建·中国移动济南数据中心二

期工程
安徽皖都规划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冯卫、李萌、丁健文、杨伟、陆天成、杨莉娟、谢法进、解学
文、唐涛、杨韬、张智、马末妍、陈德峰、桂亚运、奚巧莲

二等奖

3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安徽省寿县九里保庄圩工程三维协同设计
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薛宏林、林圣德、陈堃、管华明、费胜、陆陈、邹凯宁、张洋
、潘升旗、李杰

三等奖

4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500kV石店变电站工程BIM技术应用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邵松涛、谢登科、陈海浪、张亚玉、金士舟、徐立、张倩妍、
季鹏程、贾贤、孟醒

三等奖

1 基础设施-施工
G347安九二期望江至宿松段一级公路工程杨

湾河特大桥BIM应用项目
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邓炜、常乃坤、郭永刚、王凯、董祥君、王中恩、汤瑞、侯凯
、金爱东

二等奖

2 基础设施-施工 城市大型综合基建项目的BIM应用四部曲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曹子俊、李军、谢兰敏、金玲玲、史纪申、江勇、王东、金强
、付志伟、于周旭

三等奖

3 基础设施-施工
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江淮沟通段施工

J001-2标派河口泵站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朱静雅、徐娣、吴霄琦、焦钘宇、程怀江、杨建国、王宏森、
夏利剑、张伟、王谦、汪秋峰、朱立桥、魏星、潘孝兵、褚作
勇

三等奖



4 基础设施-施工
基于BIM施工的城市超深地铁车站关键技术

应用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丁飞、张杰、孙仁浩、刘畅、张雨薇、杨新文、王建德、张明
涛、文继要、张明明、周黎明、许效峰、曹宇、孙振雨、吴百
川

三等奖

1 基础设施-造价咨询 无锡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土建01标BIM及管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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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倩、
鲍方磊

二等奖

         教学类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1 教学 宁西上行跨江淮运河128m系杆拱桥BIM应用 合肥工业大学
何沛祥、王国庆、邓洪杰、何程瑞伟、孙倩龙、郑攀、高磊、
黄飞鸿

一等奖

2 教学
消隐的边界——基于BIM的社区活动中心设

计
合肥工业大学 李早、靳艳、朱玉蕊 二等奖

3 教学 银发日间照顾中心暨长青学习会馆设计 合肥工业大学
宣晓东、王德才、梅亚岚、左琪、王裙茜、郑赛博、范悦铭、
谢捷

三等奖

4 教学
山脚下的呼吸——银发日间照顾中心暨长青

学习会馆设计
合肥工业大学 王德才、宣晓东、胥曌、杜靖怡、王越闵、果志洋 三等奖

5 教学 “书核”——社区图书馆设计BIM应用探索 合肥工业大学 宣晓东、王德才、张莉、黄琪钶、赵梦兰、吴冠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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