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组   一类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 BIM在宁夏高院EPC总包管理中的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希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 BIM技术+信息化在哈工大高层次人才科研楼项目施工全过程应用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 BIM技术在西咸新区启航馨苑二期项目施工管理过程中的应用
陕西融发建设建团有限公司     

 西安建工市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4
BIM技术在广联达智慧建筑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拓展应

用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5 IPD模式下BIM技术的应用探索——龙湖彩虹郦城项目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BIM技术全生命周期应用
西部机场集团机场建设指挥部
四川开元能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7 陕西省设备安装工程公司棚户区改造项目盛安广场BIM成果 陕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8 西咸新区沣东路学校设计施工BIM创效应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 西安电子谷BCD区施工总承包工程BIM技术策划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 长安书院项目BIM技术在EPC模式中应用研究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11 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人才保障性住房（一期）项目全过程BIM应用
中建四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12 滨河酒店配套一期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3 “大唐盛世 古韵长安”古典中式风格西安改扩建工程BIM应用及关键技术研发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14 BIM技术在国家超算中心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众智睿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5 BIM技术在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榆林分院项目一期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 BIM技术在武汉太平洋金融广场项目施工过程中的精益管理应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 陕工院（EPC）项目BIM技术在优化、深化设计及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内蒙古乌兰恰特群众艺术馆建设项目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综合组   二类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 安康高新区建民安置房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2 BIM技术在南昌市轨道交通4号线望城车辆段工程中的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BIM技术在施工过程中的精益管理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智能钻探装备及煤层气开发产业基地项目BIM技术在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5 北沈家桥DK-4项目BIM应用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叁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 BIM技术助力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PC装配式
陕西建工秦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7 BIM技术在大临铁路站后“四电”及站房工程施工阶段的研究与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品润建筑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8 浙商银行科研中心（西安）项目BIM成果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9 西安高新区医疗产业园项目BIM应用落地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 延安圣地河谷文化旅游产业园区保育院剧场设计施工BIM应用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陕西旅游集团延安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1 依托于工科集团总部项目的大空间LOFT结构BIM应用探索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BIM技术在佰邻街商业综合体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正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3 榆林三馆项目 BIM 应用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三亚低碳智慧能源综合利用海棠湾示范区EPC项目全生命周期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15 BIM全生命周期在西安市航天城第二中学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 中海光明项目总承包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17 西安航天基地军民融合创新园A区项目BIM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盈湖建筑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18 空间双索面自锚式悬索桥-元朔大桥BIM技术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9 红岛安置房东部组团项目基于BIM技术综合管理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20 郑州小湖村安置区项目BIM技术在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1 西安东北部330KV架空输电线路落地工程三维设计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22 传化智联项目基于BIM的精细化管理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 BIM技术在呼和浩特市第十四中学校舍改造重建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4 BIM技术助力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精益建造"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5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程设计实训大楼项目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6 BIM技术在安康工人文化宫项目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 BIM技术在渭南市中心西片区·多功能馆项目中的应用
渭南远大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装公司 

28 宝湾大厦项目基于BIM技术精细化管理应用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 银川3GW高效电池EPC项目BIM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0 郑州融臻园项目BIM技术与装配式建筑的全过程创新实践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1 东方安置房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2 汉中市天汉大剧院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汉中市滨江新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3 OCT华侨城-创想中心（地块一）二标段BIM技术应用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4 西部生命科学园建设项目BIM应用汇报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5 张家口南综合客运枢纽BIM技术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综合组   三类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 中冶集团西北区域总部项目BIM应用成果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2 大型场馆项目基于BIM技术的快速建造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EPC项目BIM综合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基于复杂山地地形的延安文旅酒店项目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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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长安区第四初级中学EPC项目的BIM创新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6 泾渭新城三甲医院 PPP 建设项目 BIM 技术应用汇报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西安经开建设投资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分公司

7 西安空港新城国际会展中心BIM技术施工综合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8 BIM技术在丝路国际体育交流培训基地中的施工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9 BIM技术在岚山国际航贸综合服务区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0 BIM技术在西安丝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项目中的应用
中能建西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1 BIM技术在山西师大新校区图书馆工程施工阶段综合应用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12 BIM技术在学校建筑工程中的综合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13 沣西新城创新港幼儿园、小学项目BIM技术实施应用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BIM技术在地铁施工中的深度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15 综合应用 BIM 技术提高房建集群项目信息化技术管理水平
中铁一局集团（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16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际陆港医院工程EPC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7 陕西考古博物馆项目BIM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 BIM技术在EPC医院项目中的应用 中建三局西北公司第一经理部

19 中建海峡锦江131地块（二标段）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 BIM技术在咸阳古渡新家园二期（五标段）项目施工管理过程中的应用 西安建工市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1 中科院地环所项目BIM+互联网技术应用与研究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2 物联网技术构建智慧化海绵城市庆阳市东郊湖建设工程项目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北京智慧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3 金泰新理城3.3期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24 BIM技术助力河北国控总部基地项目精细化管理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25 西咸新区北营学校基于BIM技术施工全过程应用
陕西建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26 BIM技术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南湖院区工程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 绿地智创金融谷BIM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8 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9 基于数字模型的西安曲江电竞体育场馆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30 太周创新产业园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交二公局东萌工程有限公司

31 锦业时代C区-D5大道工程——超高层建筑施工BIM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32 白桦林漫步一期工程施工项目BIM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盈湖建筑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33 BIM技术辅助公建综合体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34 BIM技术在金属增材制造智能工厂建设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5 青白江万达广场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6 咸阳体育广场及五环公寓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37 丝路（西安）前海园项目BIM技术应用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中南建工设备安装公司有限公司

38 BIM技术在西安火车站北广场及周边市政配套工程建设运营项目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9 深圳航空西安分公司生产基地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0 新唐街商业综合体项目施工建设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41 清水川储煤场封闭工程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洗选煤运营分公司

42 BIM技术在超高层综合体项目的策划与实施—环球西安中心项目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 BIM技术在港务区中轴生态公园项目中的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44 沣西新城文化公园项目施工BIM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沣西建设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45 BIM技术在甘肃省靖远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的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市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 府谷新区尚品君悦商住项目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7 金鸿·行知坊项目-A组团综合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8 BIM技术在沣西新城新业雅居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沣西建设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49 西安市高新城阳光里项目一期工程BIM技术应用 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50 龙湖新壹城地下室土建及机电工程BIM技术应用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 华润未来城DK—6项目（西区）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组   优秀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 BIM技术助推老城区复杂环境下医院改扩建项目建设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 张家港市金港镇人民医院 西安欧亚学院

3 BIM技术在商丘市金融中心项目的应用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4 杨凌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中心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 BIM技术助力西安市重点民生工程-儿童福利院项目精益管理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6 BIM技术在兰州生物疫苗生产车间工程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7 BIM技术在曲江-流光云谷创意产业园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
基于多项目复杂地形条件下BIM技术应用—深圳市坪山区疾控地块整体开发项

目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9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综合实训中心项目BIM实施成果 中核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 兰州-兰石豪布斯卡超高层办公楼基于BIM技术的工程施工综合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1 BIM技术在佛山城北全地埋式污水处理厂设计、施工、运维中的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市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2 BIM技术在函谷关人防疏散训练基地研究与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13 泉州五中桥南校区项目BIM实施成果 中核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4 沣西新城平安大厦BIM信息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沣西建设有限公司

15 定边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在建） 德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
交大一附院病房综合楼在项目设计验证、前期策划、施工优化中的BIM应用与

研究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 超限复杂结构大型商业综合体智慧建造管理-以西安高新苏宁广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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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中汇煤化商往项目BIM技术应用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

19 献县中医院BIM综合应用 西安欧亚学院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20 林芝干部休养基地教学综合楼BIM应用成果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21 BIM技术在二十四B地块项目的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22 BIM技术在引领项目方案优化和技术管理方面的应用与研究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23 BIM/CIM智慧运营平台在城市基础设施运维管理中的应用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24 未来之芯（航天高技术应用中心）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公司有限公司

25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高端人才生活基地南洋东院项目BIM成果应用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盈湖设备安装公司 

26 扶风县人民医院急救住院综合楼土建及机电工程BIM技术应用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 陕西省泾河东庄水利枢纽工程空间Y型钢箱拱桥BIM设计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28 BIM技术在西安高新第二中学改扩建工程项目中的应用 中能建西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29 乐山市井研县PPP项目幸福公园新建工程体育馆BIM应用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0 碧桂园凤凰城二期二标段5~11#楼项目施工阶段的B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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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IM技术助推集团高端人才生活基地南洋东院项目高质量履约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2 富平县城市公共文化设施项目BIM应用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3 BIM技术在总承包管理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4
BIM技术在洋县移民（脱贫）搬迁产业孵化基地物流园区1-6号仓库施工中的应

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5 沣西新城新沣和园项目施工一标段DK-1BIM技术应用情况总结汇报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沣西建设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36 BIM技术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学镇中心道科广场及莱科国际项目应用 陕西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7 中韩产业园孵化中心基于BIM技术的施工过程管理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8 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应急指挥平台建设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报告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9 西安航天基地祥居雅苑项目的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0 金泰·假日花城五期工程项目BIM应用 中核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1 BIM技术在郑济铁路施工管理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七工程公司

42 BIM技术在铜川妇幼保健院项目中的管理与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3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内科综合楼 西安欧亚学院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44 BIM技术在地铁工程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成果 中交二公局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45 铜川王益法院项目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
BIM技术在靖远县靖乐渠环境治理工程七馆一中心项目、设计、施工、运维中

的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市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7 四川思阳世纪外滩酒店 西安欧亚学院

48 郑州市轨道交通10号线03标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9 BIM技术在中梁印小区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BIM机电管综排布在科为瑞府地下车库中的应用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1 韩南韩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DK1-5#楼BIM技术应用 陕西铜川煤矿建设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52 延安保税物流中心b座项目一期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3 西部3S空间基地三期创新大厦项目BIM技术应用分享 中煤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4 BIM技术在大荔县锦悦府住宅小区一期中的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5 渭南市临渭区梅园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3#楼BIM综合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

56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第一净水厂（一期）EPC总承包项目BIM的应用 西安市政道桥建设有限公司

57 BIM技术在地铁机电施工中的应用 中交二公局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58 雁塔区北沈家桥DK-4一标段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9 西安创新国际名城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的应用探索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总承包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60 BIM技术助力融创云湖府项目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 天地源兰樾坊一标段工程BIM技术在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天地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项   一类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 BIM技术在大跨度网架项目中的创新实践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汉中分公司

2 咸阳彩虹第8.6代液晶显示器件150K产能扩产技改项目BIM技术应用 陕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 BIM技术在大跨度斜拉桥工程探索创新应用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4 基于BIM+IOT+协同平台技术的填海造陆地区超深基坑项目数字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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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5 陕建-西安项目钢结构工程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6 复合材料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JY02复材厂房）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西安高新区创业新大陆地下隧道及综合体工程智慧工地 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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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西安市地铁十五号线一期工程BIM技术应用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9 BIM技术在深汕大道网状吊杆拱桥及管廊施工中的应用 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0 无人机+BIM 技术在沂源市政公路项目中的正向规划设计及施工应用 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1 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二期）主体育馆项目机电BIM应用 中建八局西北建设有限公司

12 BIM技术在地铁16号线大型车辆基地的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鑫源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3 BIM数据集成管理助推内蒙古革命历史博物馆项目机电安装工程高品质建设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施工单项   二类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 BIM技术在锦源大厦项目机电安装全过程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GIS+BIM 技术在宜遂 B1标施工策划中的应用 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3 BIM技术在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516号厂房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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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5 华润万象里项目BIM助推超高层集成应用、可视建造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6 基于超高层住宅项目施工过程中的BIM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7 基于BIM的SVN服务器探索——观澜酒店、综合体项目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 西安地铁6号线钟楼站项目BIM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9 BIM技术在西安火车站北广场改造项目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10 陕西省某干休所综合改造项目BIM技术探索应用 西安建工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1 BIM技术在国际港务区临港产业园一期EPC机电安装项目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BIM+信息化在深圳地铁十四号线石芽岭站协同管理应用
中铁六局集团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3 BIM技术打造泰康之家优质医养社区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4 BIM技术在筒仓群中的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天工建设有限公司

15 咸阳市中心医院医技住院综合楼项目机电BIM精细化管理与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 西安文化交流中心项目A+B模式下的机电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7 绍兴苏宁广场项目机电施工BIM精细化管理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8 BIM技术在西安航天基地东兆余安置项目一期DK-1项目中的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19 甘肃省妇女儿童医疗综合体项目机电BIM技术应用 中建八局西北建设有限公司

20 中医药健康产业园企业服务中心建设项目BIM技术应用 通号工程局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21 西安地铁八号线新（含）长区间土建BIM技术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22 BIM技术在西安地铁停车场综合体施工阶段应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分公司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3 BIM技术助力保利熙岸林语项目建设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4 智慧装配、增质增效—装配式住宅工程BIM技术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5 BIM技术在韩南韩北村城改安置房DK1项目中的数字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韩城分公司

26 309号工程与军机客服中心机电安装BIM管理与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 西安地铁10号线一期工程I标段一分部BIM应用 中交一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施工单项   三类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 榆林市东沙文体馆BIM施工应用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BIM技术在西安长安沣东碧桂园三批次项目中的智慧管理应用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 BIM技术在小舜江特大桥86+164+86m曲弦钢桁加劲连续梁中的应用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杭绍台铁路项目经理部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 西安市地铁八号线1标段四分部土建施工阶段BIM应用研究 中建八局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5 银西高铁彬州东站连接线道路EPC工程总承包项目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6 线性工程复杂环境下BIM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7 BIM技术在国际港务区迎宾大道市政提升工程中的应用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 BIM技术在红光村城中村改造DK-3二期工程中的应用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9 智能京雄BIM+GIS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10 BIM技术在西安市体育中心外围提升改善工程中的应用 中建一局西北公司

11 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地景商业BIM应用成果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公司

12 长输热网BIM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13 曲江· 德闳中学项目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爱琴海一期一标段基于BIM技术的铝膜及钢筋深化应用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新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5 BIM技术在新筑新城二期机电安装项目中施工管理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 荣光 . 陇汇广场二期工程施工BIM技术研究及应用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西安分公司

17 空港幸福里BIM技术探索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18 基于项目管理的BIM安装深度应用 宝鸡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9 BIM技术在咸阳市实验学校操场及地下停车库项目深基坑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基于BIM技术智能化在幸福林带项目混凝土双曲屋面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21 BIM技术在轻工业厂房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2 BIM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23 BIM技术在澄城县乐楼精进寺塔区域棚户区改造安置楼项目中机电管理应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 关中固体废物处置利用中心项目BIM技术应用成果汇报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 BIM技术在长治小常片区EPC群体项目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

26 BIM技术助推超高层机电施工精细化管理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7 陕西沣东新城医院-现代大型医疗建筑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28 西安建筑行业阿房宫养老公寓及养老服务中心项目BIM技术精细化管理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9
雄安新区棚户区改造容东片区安居工程（A,F社区）配套综合管网工程一期机

电工程总承包1标段BIM技术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0 BIM技术在华山医疗养生中心装饰装修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31 东方文化广场项目机电安装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2 临空智慧云港一期BIM在机电安装中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3 无锡南门站装配式车站BIM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34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高端人才生活基地南洋东院项目F1-09、03地块BIM应用汇

报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公司

35
BIM技术在西安国际港务区2017年棚户区改造一期安置房项目中施工管理的应

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6 BIM技术在宝鸡（国际）职业技能实训中心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7 BIM技术在红会医院项目大型冷却水管道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公司

38 BIM技术在十四运电力改造提升项目技术管理落地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39 BIM技术助力兴平西吴水厂项目精细化管理 陕西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0 BIM技术在铜川妇幼保健院机电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公司

41 昆明市综合交通国际枢纽建设项目基坑支护工程BIM施工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项  优秀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 BIM正向设计在内蒙古桥梁的应用创新
西安德信北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
BIM技术在新建潍烟高铁接连既有青烟高铁上下行四条联络线跨越、邻近施工

组织应用研究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3 BIM技术在安康机场排洪涵洞工程中技术攻关的创新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4 BIM技术在综合管廊施工管理过程中的应用 西安建工市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5 G211旬阳过境隧道群及汉江大桥二级公路工程BIM应用 陕建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6 西安浐灞生态区下穿灞河隧道项目BIM+智慧工地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7 中交二公局广州地铁十二号线第四项目部BIM应用 中交二公局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8 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学新校区-大跨度钢结构BIM应用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9 国道542线达州至开江段公路工程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10 BIM技术在贵阳轨道交通三号线全盖挖逆作车站的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11 青岛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土建5工区BIM技术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12 BIM技术在西安国际港务区向东路（港务大道—贺韶村站）市政工程上的应用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13 BIM技术在宝鸡国际职业技能实训中心项目机电安装工程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 BIM技术在徐州地铁3号线机电安装中的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5 中建商务广场机电BIM技术应用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16 中海·萃景苑地下车库机电安装BIM技术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西安体育学院鄠邑校区三期机电BIM综合应用展示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 玉环万达广场项目施工阶段机电深化BIM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 陕建—西安项目BIM应用成果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20 紫薇东进DK2-I标段机电安装工程BIM技术应用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公司

21 BIM技术在地下室机电安装综合排布中的应用—中国铁建·国际城项目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 BIM技术在西安东北部330V架空线路落地迁改项目中的应用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23 BIM技术在皂河水环境提升工程中的应用
西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与轨道交通学院

24 BIM技术在地基与基础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5 西安中国会所项目BIM技术综合机电应用 南通市中南建工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6 雍照华庭机电工程施工BIM技术应用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 太白县龙王河水库工程施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28 BIM技术在机电安装工程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 BIM技术助力黄陵姬水湾花园小区项目精细化管理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 碧桂园·拾光里项目在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 远洋御山水项目土建BIM应用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2 天地源兰樾坊二标施工阶段BIM成果 陕西金桥建设有限公司

33 BIM技术在苏宁雲著（二期）项目中的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34 商洛碧桂园-翡翠湾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35 天地源云水天境项目BIM应用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36 BIM技术在样板间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7 绿地城（冬煦苑）项目BIM应用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8 BIM技术在富平四季阳光酒店工程技术管理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9 BIM技术在临夏幸福城项目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0 BIM技术在西安电子谷项目中的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41 榆林市中医医院拆迁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42 乌鲁木齐恒大文化旅游康养城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43 乌鲁木齐恒大养生谷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序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44 国际（鹤壁）科技创业园建设项目BIM技术施工全过程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5 彬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楼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BIM技术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 BIM技术在玫瑰园二期错位悬挑大露台施工中的创新应用与研究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7 银西高铁彬州东站前广场项目BIM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8 BIM在粮食物流园施工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49 BIM技术在幕墙施工中应用 陕西海西亚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50 西安恒大童世界复杂结构BIM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1 BIM技术在酒店办公楼外幕墙施工应用 陕西海西亚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