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组   一类成果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035
西安丝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建设全过程BIM综合应

用
中能建西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034 BIM技术助力绿色低碳工业厂房精益建造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16
秦创原集成电路加速器（西安电子谷核心区）J区项目

BIM技术综合应用
西安建工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042
BIM助力中国首座特大型戏剧公园智慧建造-只有红楼

梦戏剧幻城项目
中建一局集团华北建设有限公司

119 基于CIM建设下的数字化应用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133 BIM技术助力大型商业综合体施工阶段的实施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17
榆林西沙七万吨水厂项目BIM技术在施工过程中的精益

管理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榆林陕煤建设有限公司

074
陕核新城印象组团项目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BIM数字化

管理应用

中核西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核地源实业有限公司                               

中核（西安）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51
保定市主城区城中村改造二期樊庄村安置区项目BIM技

术施工应用
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69
西安市第三医院二期扩建项目-基于EPC模式的BIM技术

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131 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线路BIM实施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71
欧亚国际（三期）商业项目BIM技术与智慧建造平台应

用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5 西安市红会医院高铁新城院区一标段BIM成果汇报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5 基于BIM技术的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工程设计及应用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248 BIM技术在百年住宅项目的智慧建造应用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0
国内首创“砖-砼复合结构”施工全流程的BIM应用

——“陶溪明珠”商业综合体工程
中建一局华江建设有限公司



214
基于BIM构件级模型精度的进度、物资、成本数字化联

动创新应用-顺丰航空基地项目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086 西安航天新城未来之芯项目施工全阶段BIM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39
西安地铁16号线无人驾驶车辆基地TOD项目施工BIM技

术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鑫源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27 西安电子谷项目BIM应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085 西安高新全球贸易港项目BIM+精益建造施工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95
BIM技术在西安航天颐和苑适老公寓项目的深度应用与

实践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组   二类成果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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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 基于BIM技术的数据中心项目碳减排探索与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华北建设有限公司

027
基于BIM技术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的施工

管理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059 绿色建筑展示中心项目BIM技术全生命周期综合运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058 BIM技术在延安保税物流中心（二期）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第十一建筑工程公

司

057 BIM技术在浐灞第二十三小学建设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054 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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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奥体中心控股有限公司

130 基于BIM的地铁限界综合检测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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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BIM技术在延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智中心项目施工阶段

精细化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1 基于BIM技术深化设计助力工程高质量建造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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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PC项目BIM深化全过程应用——中天珺玺项目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8
BIM技术在数字化建造示范项目施工中的应用——龙湖

丰泰里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9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T3航站楼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04
西咸新区世纪大道西段市政道路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

工阶段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铁二十局集团西咸新区世纪大道西段市
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总承包指挥部                                           

中铁建安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170 建筑信息化模型在复杂综合体高校建设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

司

176 树兰（济南）国际医院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山东公司

146 BIM在高装配率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6 EPC模式下杨凌综合保税区基于BIM的智慧化建造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1 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数字化建造技术全过程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273 BIM+智能建造助力中科院光电所科学城园区工程建设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32 BIM技术在北营学校建设施工阶段的应用与创新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276 渭南高新区张西小区项目 陕西盈湖建筑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266 BIM技术在深圳中医肛肠医院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07 包银铁路惠银站房工程BIM技术施工全阶段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68 BIM技术在皂河生态公园地下停车场项目中的应用 西安建工市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96
基于软件二次开发的重庆传感器产业基地多专业BIM正

向协同设计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318 "BIM技术在西安国际足球中心EPC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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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06 BIM技术在春之眼商业中心项目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337 青岛地铁泰山路站机电正向设计 北京东洲际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330 京秦高速全装配式桥梁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交四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329 北京经开区信创园一期项目施工阶段BIM应用 中交四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综合组   三类成果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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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005
BIM技术在陕西省政务和公安大数据中心项目中的智能

建造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04 西安先导院南区建设项目基于BIM的工程施工综合应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082
BIM+数字化技术基于自宜铁路ZYZQ-Ⅰ标段邓关中间站

站前工程的研发与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032
BIM技术在延安市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门急诊综合楼施

工阶段精细化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26 BIM技术在郑州地铁6号线08标项目建设全周期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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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031 十四运马术馆项目BIM应用汇报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承包

分公司创新发展中心

052
BIM技术助力紫薇·云璟时光EPC项目施工阶段精细化

管理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008 助力创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
BIM技术在陕西燃气产业研发与孵化基地项目施工阶段

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77
BIM技术在敬业园区1006号能力提升中心和1011号加班

楼等建设项目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98 BIM技术在西安地铁土建施工中的应用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107 基于BIM技术的全自动驾驶地铁车辆基地设计研究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35 南雷北雷项目BIM应用及效益分析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

司

347
BIM技术在“一带一路”文化中心幕墙工程中的综合应

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48
“高效建造  智慧管理”——大型会展场馆群的BIM应

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21 陕建丝路创发中心群体超高层BIM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9 桥梁全封闭声屏障工程bim设计及应用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089 湖光山色东绣项目BIM综合技术落地应用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4 渭南市抽黄供水北湾调蓄池工程BIM综合应用 陕西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95
肇庆万达国家度假区规划展示中心施工阶段BIM技术应

用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1 BIM在彬州融和城项目的应用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65
西安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场一期工程项目施工阶段BIM

技术应用
西安市政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0
BIM技术在成都天府万达国际医院项目施工阶段的综合

应用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43 BIM技术助力项目方案高效落地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3 西安市雁南公园服务配套设施项目BIM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8
长安区基础教育三年行动计划EPC总承包的全过程管理

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104
BIM技术在陕西新华发行集团西北出版物物流配送中心

项目施工全周期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0
EPC设计施工一体化数字建造技术在西安雁塔第一小学

项目的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240 BIM技术在汉中市龙岗高级中学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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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BIM技术在西安航天基地新经济产业园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9 深化设计助力劳务班组分包精益管理再提升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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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工布神韵  桃花映雪”藏式风格引领BIM技术在川藏铁

路拉萨至林芝段站房中的应用及推广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26 建筑工程设计阶段BIM技术的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234
环球印务扩产暨绿色包装智能制造工业园一期总承包

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北公司                           

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50 北京明月听兰工程项目管理中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1
鱼化寨安置性商品房项目基于BIM技术提高安置房项目

快速建造应用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3 东侨经济开发区第二中学项目BIM应用 陕西盈湖建筑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322 乐山市体育馆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用 中建六局西北建设有限公司

323 BIM技术在北京绿城·奥海明月项目中的精细化管理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28 曲江·德闳中学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2 BIM助力中海CID项目技术创效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5 BIM技术助推陕旅豪布斯卡项目高质量履约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88 基于BIM技术在大体量群体住宅的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24
BIM技术在高新区第三初级中学扩建暨社会共享停车场

建设项目EPC工程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7 基于兰州中医医院项目资料类施工技术BIM应用研究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

司

综合组   优秀成果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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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 格尔木市综合客运枢纽站BIM应用 中建鼎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055
BIM+智慧建造技术在京东方（重庆）智慧系统创新中

心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076 基于BIM技术在商业项目（G1901-11#）中的综合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039 BIM技术在龙城中央大道1-3a地块项目全过程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09 BIM技术在渭水朝阳项目施工管理过程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15 BIM技术在西安开元停车场项目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西安市政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47 延安市新区信天游文创餐饮街项目综合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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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先河未来里大厦项目土建及机电工程BIM技术应用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79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西货运区 BIM技术综合应

用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2 BIM技术在大型群体住宅项目中的集成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88
创新港高端人才基地项目BIM机电综合精细化管理与落

地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87
BIM技术在西安交通大学西部先进核能技术研究院（1

期）-科研楼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64 南关村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 BIM技术优化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84
BIM技术在大型综合群体性建筑施工阶段精细化管理应

用
陕西建工沣西建设有限公司

127 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安居工程BIM施工运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25 沣翼现代智造园项目BIM技术应用 陕西金桥建设有限公司

138 BIM技术在绿地能源国际金融中心项目中的应用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132 中共安康市委党校（安康市行政学院） 安康市长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10 BIM技术在技术策划中的研究与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5
BIM技术在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海天苑大楼项目中的

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56 中共宁夏区委党校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BIM综合应用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67
BIM技术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电子信息产业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设计、施工中的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市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94 肇庆鼎湖万达广场项目BIM管理技术应用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6
沣泾大道-机场专用高速-T5航站楼交通枢纽工程总承

包 -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91 BIM技术在延安万达文旅小镇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92 中南大明宫项目BIM技术探索应用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153
BIM技术助力智慧建造在中心城区商业综合体深业中心

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9 BIM助力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迁建项目精细化管理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7 BIM技术在岳旗寨教育用地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9 华南城1668新时代广场项目BIM技术探索应用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187 西安锦麟天钻院项目BIM应用分享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9
铜川市董家河循环经济产业园标准化厂房项目陕西
（良鼎瑞）融达线型材料工程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253 BIM技术在金泰东郡项目DK4四区的策划与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2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迁建项目（一期）——BIM应用推

动中医传承创新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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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西咸新区第一初级中学（东区）项目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4 南小巷北段棚户区改造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7 晶都商业中心EPC总承包管理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313 BIM技术在地铁场段室外给排水设计中的应用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345
BIM技术在框架-核心筒结构形式 办公楼建设项目中的

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50 西安地铁8号线电子城站施工图BIM综合应用 中铁一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334 勉县某单位迁建及地下停车场建设项目BIM技术应用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353 固镇县医疗产业园项目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52 BIM技术在地铁8号线会展中心站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309
西安高新区周宋欣苑安置性商品房（GX3-36-8）地块

EPC工程总承包一标段BIM综合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项组   一类成果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033 榆林东沙文体馆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66
BIM技术在空港新城城市中心公园施工管理中的创新应

用
陕西绿宇明光景观装饰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43 BIM技术在西安市精品住宅工程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22 BIM技术在科学公园站北侧综合体项目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83 塔吉克斯坦独立与自由公园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092
BIM技术在西安国际港务区2017年棚户区改造一期安置
房项目施工阶段施工、管理及车库喷淋系统装配过程

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80
BIM助力西安国际港务区丝路全球贸易港（一带一路）

项目高效建造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60 BIM数据链助力省运会展中心落地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9
BIM技术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病房

综合楼项目机电施工中的创新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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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BIM技术在地铁10号线2标段1工区项目中的应用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164
BIM技术在深圳地铁16号线共建管廊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与研究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252
基于BIM的工厂化全预制装配技术在华西天府医院制冷

机房的应用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37 西安地铁16号线机电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230
巫镇高速项目利用BIM技术解决复杂地理环境下的钢拱

桥施工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223
基于BIM+GIS的全要素、全周期数字建造技术在西安市

轨道交通六号线二期项目的应用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308 BIM在西安国际足球中心钢结构工程的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320 “产城相融  人居相融”暨高品质都市生活区BIM应用 陕西铜川煤矿建设有限公司

314 依托于丝路中心塔项目的钢结构BIM应用探索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26 BIM+智慧工地技术在西安宜家项目的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施工单项组   二类成果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024
BIM技术在中兰铁路ZLZQ-Ⅱ标段桥隧施工过程中的应

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038
BIM技术在西安轨道交通8号线芙蓉东路站土建施工的

研究与应用
中建七局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017 天府国际艺术城项目bim技术的应用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046 BIM技术在哈尔滨中医院项目多维度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044
智慧建造+固废减量化技术在超高层建筑施工“碳减排

”中的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002
西安地铁八号线工程施工总承包1标段长鸣路车辆段土

建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037 基于BIM技术的项目施工管理综合应用 陕西庞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55 BIM技术屋面深化应用——金玖置地项目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6 BIM技术助力智慧医疗建筑高效建造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4 斗中路跨陇海铁路干线T构转体桥BIM技术施工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113 宝鸡市双塔双索面斜拉特大桥BIM技术施工应用研究 中铁一局集团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116 骨科医院项目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9 榆林市运动员村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2
西安浐灞生态区下穿灞河隧道项目BIM+智慧工地施工

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217
BIM在铜川市玉皇阁二号桥及引线工程建设施工阶段的

应用与创新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256
泾河新城泾河智谷项目（一期）一标段基于BIM机电深

化助力精细化过程施工管理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铁一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198 大唐西市·千和郡二期BIM技术施工应用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50
德邦物流西北总部研发及物流中心项目室外管网专项

BIM技术应用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136 沣东i时代项目BIM智慧建造应用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120
西安市莲湖区第二学校工程总承包项目（EPC）机电

BIM技术应用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145
高海拔地区特色建筑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BIM技术综

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71 正和中心项目施工阶段机电深化BIM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5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西北（西安）航空电商物流中心项

目BIM技术助力物流厂房项目精细化高标准建设
陕建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233
陕西长安航旅酒店集群项目（一期）BIM机电综合精细

化管理与落地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7 BIM技术在沣西新城第五学校项目的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咸阳
分公司

272 山岭地区丽攀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管理应用 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87 白鹭湾小镇建设项目EPC总承包管理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38 BIM技术在轨道交通建设中的应用 中建八局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300 宏园尚品B区项目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9
“BIM+”智慧建造技术在仿宋酒店建筑群施工阶段的

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333
北斗星基增强系统运营服务中心基地建设项目BIM技术

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渭南
分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6 潭家村DK-1DK-2项目基于叠合楼板的BIM技术应用探索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32 西安国际康复医学中心建设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17
BIM辅助万科金域东郡（三期）项目 在机电安装工程

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274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机电安装施工阶段BIM技术应

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项组   三类成果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036
BIM技术在西咸新区第二水厂出厂管道工程施工（第八

标段）中的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062
BIM＋GIS技术在新伊高速公路XYTJ-6项目数字化施工

中的综合应用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006
BIM技术在西咸能源金贸区中央公园及地下空间综合开

发工程CD区中的应用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023
BIM技术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T5站前商务区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中 顶管技术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18 天台六路过绕城高速立交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25
丝绸之路风情城立面主题包装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项

目施工BIM应用
陕西鼎盛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053
北方长龙军民融合产业基地项目施工阶段智慧建造BIM

综合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010 BIM技术在住宅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060 韦罗高速公路工程BIM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028 BIM技术在九州佳园项目场地布置及结构施工阶段应用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070 泾河新城体育中心钢结构安装BIM应用实例 中建八局钢结构工程公司

148
青新藏（格尔木）陆港商旅物流中心（三期）项目BIM

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154 BIM技术在西安丝路剧场施工阶段精细化管理的应用 陕西有色建设有限公司

081 高陵创想中学项目BIM技术在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067
西工大翱翔小镇科为智能飞行器产业园项目施工阶段

BIM技术综合应用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科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094 BIM技术在碧水润園项目机电安装工程中的应用 宝鸡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099 陕西国际体育之窗项目钢结构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

公司

091 经开第五学校BIM技术应用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109 硬科技企业社区一期二阶段项目BIM技术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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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T5站前商务区市政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第二市政工程公司

161 BIM技术在二二工程-西安项目动力中心的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199
郑州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工程西段系统安装施工 BIM

技术综合应用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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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四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179 富平县第二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BIM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3 梁家跨河景观桥项目钢结构BIM技术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

公司



140
BIM技术在秦汉新城秦风学校项目精益建造施工过程中

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88 城南锦绣项目BIM精细化管理与应用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6 BIM+GIS在杭温铁路8标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180 正和中心项目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2 BIM技术在预埋附着式悬挑架中的创新应用与研究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81 BIM技术在忠县电竞场馆及配套设施项目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82 BIM技术在重庆文旅城室外主题乐园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241 西安地铁十号线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239
榆阳煤炭物流园区EPC总承包项目储煤场钢网架工程

BIM应用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韩城

分公司

196 陕西高新云墅项目 BIM技术应用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36
中国CO2(二氧化碳热泵)研发中心及产业基地项目BIM

技术综合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283 BIM技术在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项目上的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206
陕西省东庄水利枢纽泾河大桥项目施工阶段BIM技术应

用
中铁建安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 双江公寓公租房项目BIM应用成果展示 中国十七集团建筑建筑工程技术分公司

290
BIM技术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际陆港医院工

程EPC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209
BIM技术在金域蓝湾项目地下车库机电施工过程中的应

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6 佛山市城北污水处理厂地埋式改建工程智慧BIM技术 中铁一局集团市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354 西安地铁八号线3标段车站维护工程BIM技术应用 中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38
BIM技术在富平庄里研发中心项目地库机电施工管理过

程中的应用
陕西融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42 长安大学渭水校区21号学生公寓机电BIM综合应用展示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35
BIM技术在银川永泰城（4#用地）项目地下车库三期机

电安装工程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85 BIM技术在星皓和悦项目二期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7 装饰装修在BIM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装饰有限公司

321 超薄电解铜箔新能源智慧工场EPC-全周期BIM研究 中建六局西北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项组  优秀成果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019 BIM技术在张掖市A1桥项目的应用创新 西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13
西沣路地区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DK-6-2BIM技术应用与

实践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公司

071 渭南蓝光雍景湾项目土建施工BIM技术应用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12 沣西新城新沣和园施工一标段DK3项目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21
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中心二期（自贸大厦

部）装饰装修项目施工BIM应用
陕西鼎盛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020 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新校区装饰装修项目施工BIM应用 陕西鼎盛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063 隆清城建安工程三标段项目临建布置 中能建西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152 基于煤矿地面生产系统的BIM技术实践与研究 陕西天工建设有限公司

090 BIM技术在沣景路泵站管理用房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沣西建设有限公司

075 碧桂园云顶项目一期—车库机电管线综合优化应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078 麟法高速公路工程项目BIM应用 中能建西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110
渭南高新区创新创业科技孵化中心（企业总部大厦）

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5 BIM技术在天地源兰樾坊项目的应用 陕西天地建设有限公司

073 BIM技术在空港实验学校项目技术管理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8 G211旬阳过境隧道群及汉江大桥二级公路改建工程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177 三一云城一期项目BIM技术助力装配式工程建设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221 BIM技术在莱安领域项目loft模式建筑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2 BIM技术助力江西嘉福万达广场项目精细化管理 西安建工第五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93 兴庆区如院新建项目BIM技术应用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7 BIM技术助力星樾澜湾项目精益建造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22 空港幸福里棚户区改造（六期）项目（西区）BIM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1
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校区学生生活E区食堂BIM技术综

合应用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212 恒泰新家园项目基于BIM技术的文明工地策划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8 BIM技术在西安丝路天际项目施工总承包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264 BIM技术在紫云府DK11项目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4 上杭融侨观邸（四期）项目经理部BIM技术应用成果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7 陕建航天新天地基于BIM技术应用汇报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1 BIM技术在陕建航空康养城项目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七部



325 BIM在西宁市多巴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工艺中的应用 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349
BIM技术在西安地铁八号线新（含）长区间施工管理中

的应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80 中南·漫悦湾项目BIM技术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0 华润未来城市F地块（一标段）项目BIM智慧应用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331 BIM技术在深基坑支护中的应用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9
BIM技术在安康高新区飞地新经济产业园项目II标段F-

DK4-1#楼的应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51 西安地铁八号线车站主体结构施工深化BIM技术应用 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355 BIM技术在城市地铁建设施工阶段中的应用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工程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