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东 省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山东省智能建筑技术专家委员会


鲁设协函〔２０２２〕１５号

关于公布第八届山东省优秀智能建筑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市勘察设计协会、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各勘察设计单位:

根据鲁设协函〔２０２２〕６号通知要求,我会和山东省智能建筑

专家技术委员会共同组织了第八届山东省优秀智能建筑评选活

动.经专家评选、网上公示,确定第八届山东省优秀智能建筑综合

工程金奖１６项、银奖１８项、铜奖１８项;单项工程一等奖４项、二

等奖７项、三等奖３项.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名单附后).

附件:第八届山东省优秀智能建筑评选结果

山东省勘察设计协会
山东省智能建筑技术专家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９日



第八届山东省优秀智能建筑评选结果

金 奖（16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广厦·聚隆广场建设项目智能化工程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厦门万安智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宏海卓邦置业有限公司

陈川、刘新建、魏中文、

童建、张文玲、张遥、张

翼凡、刘晓康

金 奖

02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

院）济南主校区（一期）工程建设项目

（D）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新泉城置业

有限公司

魏飞龙、孙洪磊、郭爱涛、

武祥磊、孙德艺、吴学文、

穆晓琛、寇寰

金 奖

03
省会文化艺术中心三馆二期项目智能

化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鲁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黄华光、刘岩、李昕、殷

现锐、袁飞、柏立富、刘

铁、苗宇飞

金 奖

04
济宁学院附属中学红星校区智能化系

统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君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宁学院附属中学

赵建国、刘强、唐志彬、

翟磊、邵东清、郝大伟、

郭宗奎、包国运

金 奖

05 省委党校新校区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

杨建华、张钊、宁志军、

胡永安、姜长川、李向东、

聂玉庆、刘先勤

金 奖

06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用房改造和

审判法庭建设工程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孙洪磊、毕经坤、武祥磊、

郭巍、王泽彤、王寿文、

马海龙、张翼凡

金 奖

07 城投 ·星城广场智能化工程 EPC 项目
施工单位：山东华埠特克智能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房殿刚、王传健、张文迪、

刘曙铭、朱传陆、张学东、

高洪美

金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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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中南山东烟台磁山旅游度假区仙客居

酒店

设计单位：山东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烟台仙客居酒店有限公司

辛本波、李文虎、董黎、

贾瑞云、候旭、燕永峰、

董升亮、施琦

金 奖

09
中国十七冶梁山县解决城镇大班额项

目一中校园智能化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东方星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梁山中冶教育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潘小畅、张同臣、王浩、

王庆任、李新利、陈广瑞、

王若笑、韩康家

金 奖

10
东营市市级机关战时人口疏散基地工

程提升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东营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孙鸿昌、张涛、贾卫、杜

厚岗、贾红卫、张圣来、

朱绍伟、杨建星

金 奖

11
中国十七冶集团技术中心大楼工程

EPC 项目智能化工程

施工单位：青岛亿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周世杰、张鹏飞、赵高本、

孙让利、许斌、赵峰本、

张树礼、唐孟

金 奖

12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门诊综合大楼智能

化工程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张钊、程超、任立全、孙

楠、韩强、韩晓龙、姜帅、

马啸天

金 奖

13
智能交通产业园信息化系统项目智慧

园区弱电系统集成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孔祥雷、王永、马继、丁

笑迎、刘宽、马伟业、杜

春磊、韦凯

金 奖

14
齐鲁银行大厦（原济南中央商务区历下

金融中心 B座）

设计单位：山东安泰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海涛、宋守杰、梁启泛、

陈兆艳、刘晓楠、于昭泉、

刘畅、李建永

金 奖

15 济宁市工人文化宫改扩建工程项目
施工单位：鼎盛泰德（山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宁市工人文化宫

何伟、刘珊、陈宣、谢帅

帅、张柱、沈文豪
金 奖

16
东城逸家房地产开发项目 4-1 号地块

配套公建智能化项目

设计单位：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刘志燕、张业政、赵淑胜、

宋章祥、张锦鹏、赵晓磊、

王宁

金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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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奖（18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河北省深州市医院门诊内科综合病

房楼智能化设计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河北省深州市医院

樊祥春、王芸、李敏、杨

晓东、郝江涛、宁晓培、

石礼武、尚兆功

银 奖

02 安徽合肥技师学院智能化工程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合肥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王红晨、董兴、王钰、张

会文、乔亚男、吴开达、

刘鹏飞、张震

银 奖

03
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汉峪金融商

务中心 A1一 5＃楼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鲁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黄华光、宿家克、丁庆亭、

见婷婷、郭纪跃、张崇军、

黄广超、白少星

银 奖

04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迁建工程
设计单位：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广饶县教育局

丰百峰、王正正、李晓明、

宋嫱嫱、曹广辉、武从举、

顾洪涛、张倩

银 奖

05 诚基四期装修改造项目智能化工程
施工单位：济南科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历合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邱立伟、谷媛、杨诚、王

蒙蒙、于旭东、侯若冰、

吕连斌、刘延博

银 奖

06 融建财富时代广场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未来城置业有限公司

聂玉庆、张永磊、杨昊明、

刘先勤、李素玲、吴鸿振、

张翼凡、李林林

银 奖

07 宁津县便民服务中心智能化项目
施工单位：山东华埠特克智能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宁津县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张文迪、王传健、刘曙铭、

张坤鹏、林小伟、郑书林
银 奖

08
国华广场项目智慧园区综合管理系

统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华埠特克智能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安尉、刘曙铭、王传健、

张文迪、张洪基、卜胜男
银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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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齐鲁之门 A-2、A-3 地块房地产开发

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绿地地产（济南）有限公司

李文虎、辛本波、贾瑞云、

王明斌、刘传义、朱绍伟、

王天畅、徐霄翔

银 奖

10
临沂市人民医院东医疗区提升改造

项目智能化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天元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临沂市人民医院

孙士虎、董浩、赵虎、徐

田龙、李磊、曹金超、张

硕、徐瑞泽

银 奖

11
《只有河南·戏之国》项目智能化弱

电系统专业承包工程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河南建业实景演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迟增伟、张翼凡、刘涛、

李久福、朱勇、胡延凯、

汪兴鹏、朱良晓

银 奖

12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智能化工程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张钊、程超、任立全、高

岩、韩强、韩晓龙、刘曙

铭、王永军

银 奖

13
遵义市中医院（新蒲院区）智能化工

程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遵义市新京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张钊、任立全、高岩、孙

楠、韩强、刘曙铭、杨济

舟、王永军

银 奖

14 黄金国际广场项目智能化工程
设计单位：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黄金启东置业有限公司

赵旭、李秀清、刘明、卢

宪亮、颜国翠、赵宏、周

枞、王配华

银 奖

15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丘软

件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弱电

智能化（通讯、楼宇等系统）施工

施工单位：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丁笑迎、庞松鑫、孙滨、

邹歌、韩玉、魏峥、白如

斌、任仲聘

银 奖

16 淄博大学城一期建设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安泰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淄博校区工作领导小组

工程建设办公室

宋守杰、张建华、盖巧玲、

王海涛、马新宇、马建、

梁启泛、刘珊珊

银 奖

17 天风云墅项目一期智能化工程
施工单位：济南瑞源智能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西城世中置业有限公司

冯卫欣、刘涛、丁磊、杨

子玉、侯亚文、朱浩、贺

加栋、宋苏宛

银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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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齐河疗休养基地总承包工程 EPC
施工单位：同方德诚（山东）科技股份公司

建设单位：惠工（齐河）康复疗养有限公司

张振升、张永、刘猛、朱

英杰、商丽华、高琪、秦

盛祺、侯兴珑

银 奖

铜 奖（18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东郊饭店房地产开发项目智能化工

程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鲁信置地有限公司

范涛、刘新建、魏中文、

刘恺、殷宁、张翼凡、张

峰、许黎阳

铜 奖

02
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级统一

公共资源交易场地智能化设施建设

施工单位：山东鲁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刘岩、王涛、王静、岳甫

铭、田民、曾小燕、李欣

栩、张磊

铜 奖

03
民生·凤凰城 1号、8号院智能化工

程设计项目

设计单位：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民生置业有限公司东昌府区分公司

丰百峰、周中军、吴皓、

肖现华、卢霄、李霄、潘

园园、宫宇

铜 奖

04
山东国欣颐养集团大厦装修设计设

计及施工工程-弱电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君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国欣颐养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谢昌雷、孙广辉、翟磊、

唐志彬、包国运、盛轩、

钟瑶、甄鹏飞

铜 奖

05 青岛城阳万象汇智能化工程

设计单位：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青岛地铁华润置地开发有限公司

张汝敏、李树文、刘云彩、

赵洪宇、赵政博、孙常青、

孙毓康、孙钰

铜 奖

06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集团有限公司焦

家金矿生产管控中心建设

施工单位：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

张本森、初汶龙、林磊、

潘玮涛、孙伟杰
铜 奖

07
济南高新区埠东安置区项目一期工

程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山东金桥保安器材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东信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杨建华、姜长川、宋路平、

侯广亮、刘忠祖 、聂玉

庆、刘先勤、黄倩

铜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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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保利天汇项目智能化施工图设计
设计单位：山东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青岛保利广诚置业有限公司

马石岩、田成名、陈杨、

任进、嵇敬文、于志良、

张腾、王海丰

铜 奖

09
青岛龙湖胶州北京路项目（上河城二

期）

设计单位：山东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青岛胶澳华程置业有限公司

李文虎、辛本波、张海丽、

任进、迟曙光、马腾、刘

扬、贾瑞云

铜 奖

10

太白湖新区人民医院改造提升及应

急医疗中心建设 EPC 项目智能化工

程

施工单位：山东东方星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宁北湖省级旅游度假区人民医院

潘小畅、张同臣、黄凯、

王浩、茹喜庆、赵洪博、

李新利、韩康家

铜 奖

11 济南高新金融商务大厦改造工程
设计单位：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孙鸿昌、张涛、黄广超、

杜厚岗、贾卫、王保策、

高海峰、李强

铜 奖

12
欣悦大健康产城融合示范园区一期

工程项目

施工单位：青岛亿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欣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杨丽丽、王翼鹏、王伟、

林春玉、赵强、颜世甲、

贾平、初鑫

铜 奖

13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便民服务大厅

及人防掩蔽、人防物资库工程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姜长川 、赵恒佩 、房超、

董余卫 、薛志勇、张凯、

许可、郝文强

铜 奖

14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新

办公楼楼宇智能化系统集成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正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薛良、孙保康、刘国华、

郭冬艳、王栋、马伟业、

耿一哲、马帅

铜 奖

15
山东老年大学新校区改造项目智能

化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安泰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老年大学、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宋守杰、李洪涛、张建华、

盖巧玲、李毓滢、黄勇鹏、

杨瑞祥、郑敬珂

铜 奖

16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综合

病房楼工程

设计单位：山东安泰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梁启泛、刘珊珊、盖巧玲、

王海涛、陈兆艳、李毓滢、

刘晓楠、杨瑞祥

铜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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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一期建设)单体

项目智能化系统设计

设计单位：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大学

董元航、刘志燕、王静、

杨兴群、耿守浩
铜 奖

18
龙口市城市智能体和大数据中心项

目智能化设备采购

施工单位：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龙口市龙芯大数据有限公司

赵一麟、林磊、徐兴建、

李林、徐磊东、解景阳、

王卫平、吴洪坤

铜 奖

单项工程类

一等奖（4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设计创意产业园 1#办公楼•华科设

计大厦

设计单位：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聊城建科置业有限公司

梁万波、丰百峰、周中军、肖现

华、卢霄
一等奖

02
威海高新区山大实验学校智能化工

程

施工单位：山东捷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威海高新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谷永辉、刘昌军、王晓磊、盛冰

晶、于兴源
一等奖

03
济南市职工文化事业发展中心职工

健身中心改造提升工程

施工单位：同方德诚（山东）科技股份公司

设计单位：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市职工文化事业发展中心

翟兆国、王培磊、李本浩、郭宁、

孔建飞
一等奖

04 临沂市委党校新校建设项目
施工单位：山东天元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临沂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徐广斌、卢明伟、巩孝敬、侯维

欣、李国桦
一等奖

二等奖（7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历下区文体档案中心项目剧场舞台机

械设备和灯光音响等采购及安装工程

施工单位：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市历下区档案局、济南中央商务

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郑明明、王玉浩、王涛、

张长宁、宋建喜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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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济南市轨道交通 R3线工程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和气体灭火系统设备供货及安

装一期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宏雁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单庆林、张令江、牛栋涛 二等奖

03
新港小学项目智能化及多媒体教学设

备采购项目

施工单位：山东捷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体育处

谷永辉、刘昌军、王晓磊、

于兴源、邓子明
二等奖

04
金茂青岛C10地块中欧科创园智慧园区

运营平台

施工单位：慧捷通（青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中国金茂青岛公司

董黎、崔栋超、马琨、张

玲、曹伟
二等奖

05 济南华润中心二期项目
施工单位：山东众海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华润置地（济南）有限公司
白振华、郭宝鑫、许滨 二等奖

06
济南城市建设大厦可视化智慧楼宇管

控平台

施工单位：济南瑞源智能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山东黄金启东置业有限公司

卢玉昌、张翔、李英超、

秦成彬、王配华
二等奖

07
鲁南高铁临沂北站站前广场（南广场一

期）

施工单位：山东天元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临沂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李文清、王发涛、李传彬、

鲁守浩、王加山
二等奖

三等奖（3 项）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参与人员 获奖等级

01
莱州市人民医院老年病房楼等项目消

防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君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莱州市人民医院

刘睿、张大同、朱海滨、孟利、

姚庆伟
三等奖

02 鲁商·凤凰城
设计单位：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菏泽鲁商置业有限公司

聂玉庆、田超、袁旭东、刘先

勤、鞠凯
三等奖

03
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智能

化工程

施工单位：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烟台业达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王相超、黄琳、邹宇、万二玲、

黄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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