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

江苏省建设工程 BIM 应用大赛竞赛结果名单（BIM 技术单项应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成果名称
广东台山核电站 1 号机组核岛土建工程
施工 BIM 应用
BIM 技术在新型桶式基础结构防波堤
工程设计中的应用——连云港 4 区围堤
工程
苏州地铁胥口车辆段施工 2 标 BIM 应
用成果
南京双子座 EPC 总承包项目在岩溶区
域深基坑的 BIM 应用
BIM 技术在高邮市站前路隧道工程施
工阶段的深度应用
BIM 技术在无锡东蕾苑施工二标段项
目的应用
横江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二标段 BIM
技术应用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 CX-WX2 标太湖
隧道项目 BIM 综合应用
溧水区无想国际创业小镇建设工程（城
隍庙文化街区）项目古建筑大木结构
BIM 应用

参赛单位

主要完成人

成果等级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贺卫兵、陈明国、杨忠勇
杨 尚、陶玉平、钱伏华

一类成果

1、连云港港口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罗迎春、倪思琦、黄 洋
陆晶晶、李 立、徐传超

一类成果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瑞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正方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2、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心区发展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裴永磊、赵 亮、赵 俊
朱 潇、高嘉祺、金燕洁
易川东、谷彦霖、罗 燕
张壮壮、李 纲、张忠浩
管盈铭、付理想、孙有松
施冠楼、钱 伟、李 根
张军阳、浦冰铁、王树全
陈卫军、钱 龙、盛妍婷
张晓辉、林 文、杨佳树
李 桐、万 欣、洪 敏
顾晓彬、袁伟坡、何 洋
佘春涛、曹旭梅、焦 洋
张 帅、沈存星、张润东
朱建其、谢厚清、周肖飞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一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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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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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苏州城北路（长浒大桥-娄江快速路段）
改建工程 LM01 标 BIM 技术施工过程
应用实践
BIM 在西安市幸福林带建设工程 PPP
项目的应用
武汉光谷 XX 地块住宅精装项目 BIM 正
向设计
南通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土建施工 05
标 BIM 技术应用
泰康之家吴园（4#楼）康复医院机电安
装工程 BIM 技术应用
扬州西区万达广场项目 BIM 技术在施
工阶段深化设计应用研究
常州市高新区两馆两馆中心 BIM 应用
新建冷链仓储、办公楼、产品配送综合
展示中心及辅楼工程数智建造实施介绍
BIM 技术在南通中央商务区 A-01、02
地块的综合应用
泰州市中医院新院区二期工程 BIM 应用
商业用房建设项目（飞马商城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南京国际化名医中心项目土建施工
BIM 应用

参赛单位
苏州中恒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江苏无锡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建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成果等级

陆慧峰、刘海宁、潘小军
王如成、薛景民、朱黎明

二类成果

李 智、王照辉、朱爱梅
刘旭生、吕冬沛、童安康
郭智伟、王 将、陆 凯
周健康、张 泓、陈省彬
李洲华、张 翔、邢炜亮
王 杨、张 秋、张晓飞
刘宏桂、程庆凯、吴乃红
孙 杰、钱帅杰、吴 济
王海波、吴飞飞、储 啸
郭 腾、陶顺俊
孙 皓、陶 强、仲天艺
恽 琪、韩 磊、陈轶文
汪少波、冯 雷、李龙飞
余 鹏、倪晓东、余 杰
周建勇、解复冬、陆佳华
刘 兵、施雨秋、郁 雪
刘荣青、陈 力、吉 祥
巫建荣、杨 浩、鞠 浩
程庆凯、刘宏桂、曹 宇
张志辉、丁寒竹、周 宇
章征平、石 强、陈永俊
李 敏、宗 峰、张安磊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二类成果
三类成果

序号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成果名称

参赛单位

NO.2017G07 地块项目土建施工BIM 应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康那香扬州华东二厂项目全生命周期
BIM 综合应用
南京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
D.009.X-TA02 标土建三工区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常州皇粮浜宾馆室内装饰工程 BIM 正
向设计及施工
BIM 技术在 333 省道北澄子河大桥系杆
拱桥梁施工阶段的应用
九圩港二线船闸 BIM 技术应用成果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数据中心项目
BIM 应用
博雅智慧教育创意产业科技园项目
BIM 设计应用
南京正太中心项目 BIM 应用
南京海峡两岸科工园海桥路配建小学
项目 BIM 应用成果
江北新区滨江水环境提升利用系统工
程四期项目 BIM 应用
BIM 技术在新民雨水泵站的运用

江苏伟业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瑞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锦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正太集团有限公司
民航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久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锦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侯鹏飞、张 强、殷晨昕
王建博
于军龙、刘 渊、汤荣庆
高 俊、韩玉凤、王梓谦
朱 儒、刘 晓、龚 峰
程许林、杨晋柳、李 扬
郭智伟、王 将、张观众
王一臣、潘中坤、戴永芳
徐新文、周兆存、付理想
任 义、薛 秋、钱锦春
张永胜、李善超、杨 森
袁 野、王 威
杨劲松、李 娇、朱 磊
侯靖钰、张大快、崔岩岩
连志刚、王 尧
田 野、张梦林、彭思远
王金园、沙文鹏、薛金馨
季 凯、秦 林、邢泽敬
薛 茗、黄安珉、叶佳坤
施载亮、沈 辅、叶绪君
晋松涛
眭富国、杨 力、季 君
肖雪莲

成果等级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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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34
35
36

成果名称
装配式建筑 BIM 信息管理应用——中
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学院一期项目
新华人寿保险合肥后援中心一期数据
中心机房工程 BIM 技术应用
无锡金轮民丰城市商业广场项目 BIM
技术应用

参赛单位
南京宏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成果等级

荆 松、张 智、夏 俊
郑 杰、杨 槐
刘国争、王 典、陈英男
毕 林、刘 淼、刘 彬
赵本超、吴继坤、陈思宁
孙宇峰、顾 浩、陈禹良
王建禄、张 斌、施 峰
丁 杰、顾 成、刘晓伟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37

吾悦广场项目 BIM+智慧工地技术运用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38

无锡龙湖天矩 BIM 应用

无锡市锡山三建实业有限公司

张京一、陆天柱、李放铭

三类成果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
郭

三类成果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朱友才、张晓彬、王
沈 震、丁唯烨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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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永丰产
业基地 HD-00-0401-0099 地块二类居住
用地项目 BIM 技术在设计施工阶段应用
徐州新盛广场（暂定，原华厦广场）G
楼酒店机电安装工程

政、强 化、卜万清
彬、李健康、姜 伟
烨

三类成果

三类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