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8 年度山东省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作品专家评审

建议获奖情况公示表 

设计组：一等奖（10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中国·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BIM项目 青岛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哲、宋维泽、黄彬、郭桓光、邵文彬、滕君辉、

刘嘉欣、陈芳芳、王明林、武宗一 

2 BIM技术在华润中心项目中的应用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刘鹏飞、王效磊、肖绍华、代宁宁、陈静、刘欢、

杨朋辉、杨成、周敬、陈峰 

3 风河大桥 BIM设计及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鲁洪强、蒋海军、王利伟、李明军、赵连政、孔晨、

孔波、刘彬、谢金成、刘军 

4 BIM技术在 EPC总承包模式下的协同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昊、刘艳强、毕经通、赵钰平、王良超、秦志伟、

张志刚 

5 
长沙县人民医院超大医疗综合体 BIM 正向

设计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蒋龙、王岗、任照峰、张劲、李萍、王桂华、贾秋

玉、宋一旺、田少斌、綦振 

6 
大唐临清 2x350MW 热电联产工程三维数字

化设计技术应用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杜兰洲、谢永滨、董韶宜、郝倩、张明志、王玉京、

赵长青、蔡楠、刘鹏、杜军伟 

7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滨海

水库工程 BIM技术应用 
山东新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鹏、李恩辉、刘林娟、王泽志、曹鹏凯、白杨、

孟影影、付永建、片笑、吕孝鹏 

8 BIM技术在林庄棚户区改造项目中的应用 德州市建筑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郭凯、李蕊、韩雪、王超、王凯、张汉友、张希峰、

李红、姬广洋 

9 济宁学院附属高级中学新校区 BIM应用 
山东建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山东营匠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安俊贤、牛迪、毕研越、李淑琦、袁志博、张旭、

吴蔚迪、吴家琪、杨凯杰、程保鹏 

10 黄岛万科翡翠长江 BIM技术应用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段晓亚、柴伟龙、李晓华、姜盈君、任海雷、何思

成、牛红林、汤润、王灵菲、廖柏舒 



设计组：二等奖（25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太原路立交东延段工程 BIM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鲁洪强、任强、李蕾、司义德、蒋斌、曾武亮、马伟

青、王晓伦、卢涛、袁堂涛 

2 滨州市人民医院西院区项目 BIM技术应用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陈岚、张永齐、王强、范超、邵勋、李庆勇、曹珑芳 

3 BIM技术在弘德中学项目中的应用 德州市建筑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商永光、张树胜、王玮韡、杨雪、郭凯、邹云云、袁

方、杨春晓、张之辉、田硕 

4 
德州百脑汇资讯广场岩土工程及基坑支护

BIM应用汇报 
德州市建筑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杨春晓、宋凯凯、刘庆凯、徐媛媛、段然、韩建波、

石爽、韩润泽、常昊、曲进 

5 
青岛海尔崂山壹号院酒店项目 BIM技术应

用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段晓亚、牛红林、柴伟龙、李晓华、何思成、任海雷、

张钧茗、汤润、姜盈君、龚城 

6 
西客站片区高铁围合南 A-4地块房地产开

发项目 
山东建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安俊贤、毕研越、徐苗、李龙龙、杨凯杰、袁志博、

祝天成、范家良、后洪林、邹宝娟 

7 青岛深蓝中心设计阶段 BIM应用 青岛绿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索凌涛、孙国帅、李先健、王振琦、曹庆方 

8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办公楼设计 BIM技术综

合应用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建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兆文、于静、穆立春、苏钢、李庆刚、胡金峰、杨

玉桐、蔡宗鹏、于佃博、庞加宝 

9 
华能山东如意巴基斯坦萨希瓦尔 2X660MW

燃煤电站三维数字化设计技术应用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蔡楠、郝倩、谢永滨、张明志、刘万超、马永博、刘

鹏、杜兰洲、赵长青、李栋 

10 旭辉银盛泰正阳府 BIM技术应用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段晓亚、李晓华、柴伟龙、任海雷、何思成、王灵菲、

廖柏舒、李洪庆、牛红林、姜盈君 

11 
潍日高速公路宝通街互通立交项目 BIM 技

术应用 
山东华远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康恒兴、吕涛、陈宝强、郝萌、马伟强、赵建华、孙

璐 

12 
BIM技术在泰山医学院大学生活动服务中

心项目中的应用 
泰安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孙继生、李凯新、郝佳、杨金晓、邵远、韩帅、张金

荣、赵桂冬、刘志国、黄远征 

13 聊城市“三馆”项目设计阶段 BIM应用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张兴刚、张洋、高忠林、杜坤、白红艳、田亮、杨宽、

杨文哲、贾蕴秀、王玉亭 



14 双元路与双积路节点立交桥 BIM技术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鲁洪强、王召强、徐玉晓、董建勋、张忠磊、蒋斌、

司义德、徐洋、陈强、崔子成 

15 
BIM技术在江山路与前湾港路立交桥工程

的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鲁洪强、卢钢、高海亮、蔺世平、董建勋、刘军、崔

蓓蓓、于冉冉、房宝智、费菲 

16 
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场地 BIM设计应

用 
德州市建筑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杨雪、袁方、邹云云、张红新、李瑞、刘庆臣、叶杨

杨、岳秋杰、江波、张浴非 

17 胶州市三里河公园景观桥 BIM设计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鲁洪强、徐海博、邹淑国、刘钰杰、张兴波、冯为轩、

董希娜、薛玉林、仇延刚、江文杰 

18 BIM技术在萱蕙中学项目中的应用 德州市建筑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韩雪、孙丽茹、冯军、林泽华、陆滢春、王刚、刘畅、

王洁新、于飞 

19 城市轨道交通区间工程 BIM正向设计应用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凤洲、韩德志、李罡、石锦江、刘浩、郑广亮、纪

文武、曹正龙、赵子寅、王刚 

20 
城发（青岛）商业中心项目 BIM设计与施

工联合应用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季方、张敏、王辉、张庭廷、官新鹏、张盼耿、张微

薇、丁继伟、闫永平、徐阳 

21 
济南市大学城实验学校（小学、初中）建

设项目 BIM应用 
山东省城建设计院 李璟、金克利、扈鑫、王佩、多鹏飞、郭辉、闫冬 

22 烟台城发城市广场项目 BIM应用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秦桂明、高茂椿、孙睿、张军委、王建东、衣宝利、

赵林、郭琳琳、魏代晓、王万里 

23 昌邑鹏昊净水厂工程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焦文海、杨曦凯、田海成、王昊、郑伟杰、王丹石 

24 捷能集团总部大楼建设项目 BIM设计 青岛市民用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景臣、吴文杰、王钦泉、闫丽娜、吕欣 

25 新建章丘区为民服务大厅项目 BIM设计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王海亮、李天然、林雪、柴延贵、曹明利、王金祥、

李鹏飞、林久宇、纪祥和、谢云中 

设计组：三等奖（30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BIM 技术在青岛地铁 8号线中的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鲁洪强、王利伟、吴学锋、李明军、董波、赵连政、

孔晨、王英志、华宝宁、刘甜 



青岛市地铁八号线有限公司 

2 山东黄金山水郡 18#楼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顾国栋、武峰、李当生、张巍、石颖、赵强、刘圣

超、袁立树、高晓明 

3 BIM 技术在装配式住宅项目中的应用 山东建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安俊贤、毕研越、徐苗、李龙龙、杨凯杰、袁志博、

祝天成、范家良、后洪林、李广惠 

4 
BIM 技术在青岛新机场空管工程设计阶段

的应用 

中国民用航空青岛空中交通管理站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西南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吴勇、郭栋、刘刚、陈志峰、张洋、王鹏程、罗永

淼、林益猛、宁传麟、王岗 

5 
BIM 技术在郯城县大剧院幕墙工程中的设

计应用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姚传海、夏学华、刘圣昊、赵晓龙、刘凯、李恩增、

宋洁、张坤、张伟刚、王庆华 

6 
济南市刘长山路项目-隧道工程 BIM技术应

用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清泉、庞衍同、白康、庞培培、赵瑞、张文超、

马鲁岳 

7 
青岛地铁 1号线项目土建四标段 BIM综合

设计应用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设计院 

王晓刚、张秀山、鹿江、杜国栋、陈翔、田宁、刘

昭、李娅冉、张震、王灿 

8 
国电泰安 2x350MW热电联产机组工程三维

数字化设计技术应用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王胜男、谢永滨、赵长青、张明志、郝倩、刘鹏、

李栋、蔡楠、刘万超、李丛丛 

9 
青岛地铁 8号线胶东机场站及区间 BIM 设

计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地铁八号线有限公司 

赵腾亚、王然、邢家勇、张鹏、蔡斌、李一鸣、贾

雪、孙建军、董波、宫宇 

10 
烟台毅德蓝色半岛物联网基地 1#商务办公

楼及 5#商业楼 BIM设计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高佑明、赵剑锋、焦磊、王嘉琛、陈明军、王竹松、

温筱、姜海涛、刘丽佳、张红 

11 BIM 技术在张村河水质净化厂中的应用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刘利、麻广林、孟涛、宋永健、于小强、蒋发、刘

兴、杨飞、魏金杰、白少凯 

12 济南市中央商务区区域能源站工程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金标、王磊、杨敏华、庄兆意、续成平、杜涵、

胡静、蔡振兴 

13 万光中华城项目 BIM应用与介绍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周颖新、王启立、李明、沙常红、马晓英、程兴仁、

李沛霖、臧绍康、马康乐、毛茜慧 

14 BIM 技术在青云名苑项目设计阶段应用 
山东安盛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山东同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马雪娟、李培祥、朱香芬、李志文、李海港、杨成、

徐自栋、刘欢、周敬、夏志强 



15 北园大街快速路西延工程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彭侠、王胜华、徐志刚、李伟、张斌、杨昱、窦晓

宁、王珊、张宁宁 

16 青岛·松峪画苑 BIM+VR+全景云应用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季方、张敏、王辉、张盼耿、官新鹏、张微薇、张

庭廷、丁继伟、仲桂佳、闫永平 

17 
世茂·青岛国际中心项目全周期 BIM正向

应用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季方、张敏、王辉、张盼耿、官新鹏、张微薇、张

庭廷、闫永平、李君彬、徐阳 

18 
奥体时代广场——德州市全民健身中心项

目 BIM技术应用 
德州市建筑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王清俊、王晓丽、罗志勇、杨宝玉、徐龙、孙涛、

杜朋亮、李霞、崔明明、罗瀛霄 

19 
下疃社区 XT-05地块--地下车库 BIM应用

成果 
青岛市民用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景臣、吴文杰、王钦泉、吕欣、闫丽娜 

20 
BIM 技术在泰安市汶河景区湿地科普馆项

目中的应用 
泰安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展望、郝佳、胡翔、李凯新、刘珊珊、李丽妮、杨

金晓、孙庆华、黄远征、刘鹏 

21 烟台档案馆项目 BIM应用 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孙荣亮、孙红军、刘宝、赵远航、刘佳银、原治鑫、

王淞、王丽、逄连义、范国涛 

22 
BIM 技术在青岛地铁工程勘察设计中创新

性应用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石继斌、杨勇、董超、闹加才让、李坤、谢帆、王

川、孙建军、宗超、单朋 

23 
瑞沂中心——基于 Revit模型的多角度

BIM 技术综合应用 
临沂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张玉光、葛强、黄永胜、仇成浩、张海龙、李雨潇、

高梅、魏民、刘磊、贾艳敏 

24 
烟台华润中心万象汇项目岩土工程 BIM 应

用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春雨、杨永文、兹远涛、王本庆、王峰、刘伟珉、

孟宪超、于洪安、叶枝顺 

25 
BIM 技术在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项目中的应

用 
山东建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安俊贤、徐苗、王乾、李龙龙、毕研越、杨凯杰、

袁志博、祝天成、范家良、后洪林 

26 宁津县两区同建回迁安置房 BIM正向设计 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季方、张敏、王辉、官新鹏、张庭廷、闫永平、徐

阳、丁继伟、李君彬、岳文 

27 
BIM 技术在青岛地铁 6号线抓马山车辆基

地设计中的应用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闹加才让、石继斌、董超、史时喜、朱可睿、谢帆、

黄舰、吴学锋、郭福成、牛晓莉 

28 
烟台协信天骄岭海公寓项目岩土工程 BIM

应用 
山东岩土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孙春雨、孙靖钧、王本庆、刘伟珉、王峰、孟宪超、

于洪安、叶枝顺 



29 日照安泰广场 BIM应用 
日照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日照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之密、丁海棠、李海波、辛本峰、胡斌、韩林、

安浩、丁元凯、李欣原、曹永东 

30 东营市第二中学风雨操场及礼堂 东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刘向军、邢文杰、许义锋、姜新鹏、陈琳、赵良硕、

赵建玲、胡建琦、路利军、兰登军 

施工组：一等奖（19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BIM 技术在中国·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项目的落地应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王胜、张超、佟鹏、詹沛、王丽静、尹祥宇、贾麟、

齐堃、王剑阁、杜敦成 

2 BIM 技术在超高层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于科、王良超、乔元亮、李应心、张绪、魏书圣、

刘昊 

3 绿地中央广场 C-2工程 BIM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林磊、冯英、朱文志、张胜利、王耀、张先顺、苏

浩、史越、柴磊、宋海宁 

4 
潍坊北站站前广场 BIM技术深度应用探

索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朱金丰、高洋、赵雁男、翟昊、樊璐、董福臣、史

伟明、于坤、何九明、姜东方 

5 日照市丁肇中科技馆项目 BIM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王堃、林磊、陈浩、巩明远、刘传勇、周生部、刘

海勇、赵鹏、王云生、韩超 

6 
BIM，从模型到管理（山东黄金时代广场

超高层项目 BIM全生命周期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地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时代广场分公司 

山东建院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智汇云建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张海鸣、张迎松、张凯华、翟书青、樊兆鹏、王保

同、王志鹏、刘丽娟、周涛、孟一晗 

7 
青岛新机场塔台工程--BIM实施应用介

绍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蒋佳俊、董成、齐堃、张超、惠明明、武朝明、詹

沛、贾麟、左康雷 

5 
BIM技术在齐鲁之门B-2地块房地产开发

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孙立峰、陈佳、刘文同、赵业城、徐东辉、崔开磊 

9 
中国科学院青岛科教园工程 BIM技术深

度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建通浩源集团有限公司 

张堃、刘晓静、李林、杨津、赵军、陈志华、丁瑞

成、高明、丁存禄、杨坤 

10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南院区医疗综合楼项

目 BIM深化设计-施工一体化应用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吕风柱、季磊、张金鸿、刘鹏、高明利、符二昆、

刘光顺、崔泽文、姜绪光、李良 



11 
青岛新机场东航辅助生产基地 BIM创新

管理应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刘玉利、张超、王剑阁、王振飞、刘镇武、马振燕、

杜敦成、詹沛、盖松涛、周昊 

12 BIM 技术在钢结构专项施工中的应用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刘昊、王伟强、袁壮、盛大鹏、李祥朋、王良超、

龙厚涛 

13 费县文体中心幕墙工程 BIM技术应用 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姚传海、徐永法、张明宝、王贵亮、王清看、孟晓

明、刘祥、朱晓军、朱心庆、刘磊 

14 
青岛新机场公安及武警业务用房工程

BIM 技术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赵军、陈志华、宋雪甜、孙硕、张克磊、王歧、武

玉杰、刘灿、唐怡斐、刘治君 

15 
基于 BIM技术的装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

的研究与应用-临沂职业学院实训楼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新华、董锡同、李守涛、徐洋、沈建民、何大创 

16 济阳县城区片区产权调换项目 BIM应用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王俊增、姚永涛、孙小凯、李荣路、田园园、赵衡、

孙元朔、杨庚、李胜杰、李寒 

17 基于 BIM技术的机电管线装配式施工 山东瑞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锋东、郑维国、宋纯飞、于建业、姚付坤、刘文

明、刘洋、高翠、李永福、岳耀尊 

18 
BIM 技术在轨道交通工程施工阶段安全

生产综合管理应用研究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地铁 8号线项目总部 

中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岛理工大学 

刘晖、刘宇、冯慧君、马小汀、李培国、王跃、何

跃川、李奇、周东明、刘健 

19 
山东路 15号创业就业实训基地工程 BIM

应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广博、何磊、闫守果、孙建、郝伟、刘光伟、毕

瀚文 

施工组：二等奖（37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BIM 技术助力项目管理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于科、王良超、李应心、亓胜华、童鲁军、许忠县、

罗忠鹏、刘斌、刘昊、张媛媛 

2 
青岛海尔全球创新研究中心项目 BIM技

术应用实践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林磊、朱宝君、刘德忠、张鹏飞、翟正杰、张志国、

刘家成、代晓朋、翟旭、官少博 

3 
BIM 技术在红岛会展中心项目钢结构工

程的专项应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齐堃、佟鹏、王剑阁、王丽静、詹沛、贾麟、尹祥

宇、周圣淇、李泳辰、杜敦成 



4 
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门诊病房综合楼工

程 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李辉、段镇、薛俊涛、张兴海、李佩、曹森、杨

峰、张维宁、汪桢、孙瑞政 

5 
青岛新机场工作区跨铁路桥梁及市政工

程 BIM技术应用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李春玉、安鹏、张毅、赵明炎、张贺 

6 
BIM 技术助力项目成功-山东农科院科创

平台二期 BIM应用 
山东瑞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孔凡元、冷明亮、谢洪栋、李伟、宋纯飞、张波、

姚付坤、刘文明、刘洋、孔德尘 

7 
BIM 技术在青岛万达东方影都酒店群项

目中的综合应用 
山东同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刘鹏飞、王效磊、肖绍华、李培祥、闫飞、李广绪、

代宁宁、赵鲁东、李琪、谢明洋 

8 
BIM 技术在宁津一中新校区建设项目中

的综合应用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建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廷山、王玉虎、尼振虎、曹庆冰、苏钢、杨玉桐、

王世龙、杨丰奕、朱磊、李成斗 

9 
BIM 技术在临沂高新区软件产业园一期

工程的应用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玉刚、周朋、李吉鹏、田新鹏、李春亮、王若凡、

吴迪、刘海成 

10 
中国·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项目精装

修工程一标段 BIM应用成果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卓远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刘彦辰、卢磊强、马佳鑫、陈春龙、田洋、刘先春、

朱勇 

11 
火车站换乘中心（GTC）地下空间大跨度

复杂结构 BIM技术应用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成国、于颖颖、宋金涛、李振、李春福、徐阳亮、

刘智敏、肖磊、王磊、朱可杰 

12 
青岛新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及停车楼工程

精装修 BIM技术应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习远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王宇飞、张超、王剑阁、马振燕、王广涛、张珂凤、

齐堃、王福龙、武朝明、黄乐楷 

13 
BIM 技术在拉菲公馆商业地块房地产开

发项目中的应用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同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李世军、邓如鹏、王俊增、白正茂、刘洪飞、王锡

璋、李振、陈静、赵鲁东、宋文彬 

14 

烟台市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

服务中心暨人力资源产业园项目 BIM集

成平台及施工应用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张敬朋、胡杰、梁宝芳、苑国涛、徐伟、温宏建、

蒋世祥、柳广春、于清勇 

15 
青岛新机场空管工程机电 BIM技术综合

应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吴书义、王胜、张超、王丽静、聂瑊、丁常胜、王

伟、蒋佳俊、王乾熙、苏禹竹 

16 中央美院项目土建专项 BIM应用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吴书义、王胜、张超、齐堃、刘小伟、尹祥宇、詹

沛、贾麟、李泳辰、左康雷 

17 
青岛地铁 13号线（五标段）装饰施工 BIM

应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兆龙、傅世山、王滨、刘文卓、韩继然 



18 BIM 技术在高密北站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王中军、范伟、李鑫、刘剑锋、张超、陈聪俊、代

楠、杨晓军、常志兴、王新 

19 
济南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长途汽车站

施工阶段 BIM技术应用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院集团山东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同筑智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李罡、种记鑫、唐卓华、杨勇、薛海儒、汪强、高

达、李颖、蔡肇赓、张克军 

20 BIM 技术助力项目施工落地应用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范文杰、甄浩东、王洋、边文科、姜国玉、李涛、 

21 
董家口至梁山公路宁阳至梁山段一标段

BIM 应用 

山东齐鲁宁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汇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刘源、田垚、林磊、刘信亮、杜华瑞、苗雷、王朋

中、丛宁、张朝、郭翔铭 

22 济南国际学校（EPC）项目 BIM应用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安春、李庆荣、王清、李广亮、伊佩强、王佩佩、

程康康、崔玉杰、陈思语 

23 

青岛新机场东航山东分公司基地（一期）

机务维修区工程项目基于 BIM技术的总

承包管理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理工众诚智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周浩、王尊明、陈诚、吴帅、张仁泉、刘庆阳、李

宏波、李扬、徐震、刘斌 

24 济南市新泺大街工程施工 BIM技术应用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刘子松、张远波、王昌、聂孟光、 杜轩、李海宾、

王志强、刘相陆、梁海林、禚丽丽 

25 
乐陵市人民法院审判法庭项目 BIM技术

应用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德建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本贞、胡凯、于付振、高立敏、王忠伟、胡金峰、

杨玉桐、王哲涵、张天威、苏钢 

26 
青岛新机场酒店项目 BIM辅助机电施工

管理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习远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王超、王振飞、蒋佳俊、詹沛、韩绍祺、段军、张

雷、高竞超、王洪仁、吴永庆 

27 
济南市北园大街快速路西延建设工程匡

山立交保通行改造项目 BIM实施方案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芃、苏红燕、王晓云、肖钦广、姚久星、顾昆、

韩志广 

28 
枣庄矿业集团枣庄医院综合病房楼项目

BIM 应用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王俊增、白正茂、孙小凯、赵轲、孙远来、杨振鲁、

黄光智、田园园、徐长柱、赵新宇 

29 BIM 技术助力项目施工综合管理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许强、李慧、崔永刚、王宁、耿宝琪、于雨 



30 
BIM 助力青岛澳柯玛智能产业园（东区）

项目 

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习远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刘瑞鹏、仇勇军、辛鑫、闫震、刘杰三、付忠祖、

张丽、宋菲、朱峰、张腾腾 

31 
临沂阳光国际肿瘤医院门诊病房楼 BIM

实施应用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单连全、张建平、王世利、胡晓璐、高迎军、宋舒

鑫、孔皓、王洪义、刘兴坤、闫建成 

32 
青岛新机场能源中心及综合楼工程 BIM

技术应用 

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王洪仁、李泽昌、牛浩然、赵海莲、吴永庆、胡杰、

李彤彤、高京作、王斌、 张超 

33 青岛新机场项目 GTC精装 BIM应用汇报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董开满、陈玉胜、鲁娟、袁绍超、张子越、许健、

王柄超、金峰、邬泽群 

34 中国科学院青岛科教园一期一标段项目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宋超、宋广峰、王伟杰、吉华彬、吴云连、张皓宁、

孟翘、程斌、张晓楠、郭本友 

35 
济南东客站综合交通枢纽地下结构 BIM

应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冯英、臧传龙、李勤兴、徐亮、傅海涛、朱文志、

张先顺、冯志魏、刘毅、薛琼瑶 

36 
青岛市城阳区第二人民医院迁建工程

BIM 应用汇报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建生、张豪、李康、管祥雨、谭伟光、韩德伦 

37 国华时代广场项目 BIM技术应用之路 

山东国华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盖振华、程相伟、吴超、薛超、李梅、陈坤、戴冠

毅、褚海鸣、国彬书、盛卉 

施工组：三等奖（57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BIM 技术在重点高等院校施工管理中的

综合应用实践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林磊、朱宝君、岳钊、耿泽、张爱伟、翟正杰、张

志国、代晓朋、翟旭、华舴向 

2 淄博大剧院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卜庆涛、赵文恺 

3 时代总部基地项目 BIM应用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李亚栋、王睿、孙小凯、张云鹏、于洋、王涛、于

龙、李寒、仲宝龙、鞠保强 

4 
建筑智能信息化辅助智慧工地与绿色施

工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徐伟、丁党盛、周少鹏、于海洋、刘天宇、王建、

徐康、熊紫阳、刘鹏 



5 
BIM 技术在单县第一中学教学综合楼项

目中的应用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孟振、储国平、孙义永、李国振、焦成材、王志伟、

李令洋、梁学磊、张国良、李继勋 

6 BIM 技术助推项目管理水平提升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融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李传旺、王晓昆、费忠阳、商长恒、程睿、宋金花、

黄磊、王强、刘静、潘爱华 

7 日照体育公园工程项目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王堃、王海玉、张帆、徐召彬、王亚君、郑磊、闫

永龙、卜宪军、赵迎军 

8 
宣城市水阳江大桥闭合段北段工程 PPP

项目 BIM应用实践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袁猛、蒋周潼、韩雪光、陈成鹏、段帅、石义、郑

珊珊、孟翔宇、孙文博、赵泽如 

9 
科技引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济南 CBD市

政工程 BIM应用汇报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中央商务区工程建设指挥部 

刘信亮、林磊、李俞凛、王允东、孙启河、庚同哲、

梁蓉、随会芹、王鹏飞、雷其刚 

10 
井冈山路小学工程项目综合施工 BIM应

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文智、代升泉、周锟、姚泽坤、石洪谦、丁鑫、

刘方正、蒋进、陈振业 

11 

空中客车 H1135青岛总装线制定厂房及

配套设施项目 BIM+项目管理助力完美履

约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吕风柱、王军伟、张金鸿、刘鹏、高明利、张韶阳、

赵诗猛、刘帅辰、刘天琦、修利丰 

12 
济南儿童医院内科病房楼 BIM技术落地

应用 
山东浩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尚玉杰、董现珍、邢仁勇、孙玉明、赵恒、王俭龙、

张成军 

13 生物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BIM技术应用 
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张鹏翔、鞠长胜、王平、侯宇胜、陈建、陈为鹏、

冷俊颖、胡杰、刘芝营、张超 

14 沂水中心医院项目钢结构工程 BIM应用 山东天元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田士江、伊永强、王中伟、王伟、赵鲁杰、王怀鹏 

15 
G309-G101连接线工程项目 BIM应用实

践 

济南城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杜连平、赵世超、朱加凝、王伟、王伟伟、陶星、

刘福成、董平生、程建新、崔学涛 

16 
青岛积米崖渔人码头船餐厅土建施工

BIM 应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兆龙、傅世山、王滨、刘文卓、张凯 

17 
BIM 技术在蓬莱市社会福利中心 PPP项

目中的应用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靳刚、王嘉伟、辛焕业、温斌、王丽、张凤玲、赵

衡、罗新迎、杨庚、李玥 

18 
BIM 技术在济南东客站交通枢纽工程中

的应用 

中铁四局集团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张宇、孙靖文、傅海涛、韩刚、朱兴福、贾东风、

郭建民、于潇、闫夫顺、滕超 



19 城硕大厦项目 BIM应用成果汇报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卓远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杨杰、崔福志、巩振芳、朱强、杨炫 

20 小水清沟村改造配套学校 BIM应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崔金辉、杨鑫、王滨、刘文卓、肖景楼 

21 
济南市市中区后龙窝庄村民委员会城中

村改造保障地块一建设项目 BIM应用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孟凡兵、罗振、毕亚文、王鲁、徐洋、公维平、白

文林、孙成富、王东方 

22 
BIM 技术在莒南县人民医院 PPP项目中

的应用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朱华、刘永青、张成、朱孝红、李向龙、冯尚攀、

刘海成、赵新华、杜念泽、邓同金 

23 
烟台市毓璜顶区改造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机电施工 BIM技术应用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梁文波、汪俊波、孟磊、沙建奇、徐威东、徐瑞、

王伟、孙先达、贾月强、闫鹏燕 

24 
迁建开发区职业中专工程 BIM技术综合

应用与创新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陈德刚、孙晓莉、郭召辉、仉兴虎、文章明、张丰

林、吴庆海、薛桂香、王培琦、张雅君 

25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七标段辛祝路

站施工 BIM技术应用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张琳瑶、陈成鹏、何佩义、王珺、夏映贤、李翔、

沈长亮、刘传英、吴晨、姚方振 

26 BIM 在青岛华润城项目施工中的应用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刚、王成龙、张慧、王俊、石运超、崔树芬、王

政香、宋浩、尹逊斌、白昌龙 

27 青岛新机场联检办公楼施工 BIM应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佳、周浩、李晓华、刘俊磊、李学忠 

28 鲍德新悦国际广场项目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凤善、王洪新、李金龙、李策、李华、张飞飞、

李福、王刚、赵盈伦 

29 蓝山海岸三期项目 BIM技术施工应用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冯振、李翔宇、马明振、柳宁宁、乔业成、张佳卓、

孙鑫、丛志威、毛西振、王政国 

30 
青岛国信金融中心项目安装专项 BIM应

用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霄鹏、王健斌、王健勇、王浩浩、孙万灵、李淑

杰、曹妍聆、吕燕翔、张建伟、王士博 

31 
BIM 技术在青铁华润城项目机电工程中

的应用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丰娟、刘德远、卢启东、李勇臣、李杰、刘智敏、

徐阳亮、姜言秋、孙健、毕祥龙 

32 
BIM 技术在威海市双创中心项目施工过

程中的应用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戚政政、于林、丛斌 



33 明佳花园项目 BIM+智慧工地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刘鑫鑫、郭立祥、任义浩、刁强 

34 园林大厦项目 BIM技术综合应用与探索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禄钊、薛仁宗、徐晓辉、伊通、杜文宪、张栋焜、

张庆华、李文泉、张和征、董梅 

35 青岛董家口大厦项目 BIM技术应用 
青岛董家口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亿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波、吴昆、张婕妤、薛鹏、黄子瑜、李海丽、王

翔宇、柳绪河 

36 
BIM 技术在世茂小鸭 A-2地块项目中的

应用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自统、刘梦飞、李春林、董建国、王乐、刘立梅、

王传钰、原苑、宋天宇 

37 
BIM 技术在费县人民医院安装工程中的

应用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成法、沈永杰、阚长园、闫康、刘克东、杨茂盛 

38 
华通·唐岛七星二期 C6、C7号楼项目安

装阶段 BIM应用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霄鹏、王健斌、王健勇、李淑杰、邵光磊、庄先

鹏、王浩浩、吕燕鹏、曹妍聆、陈斌 

39 
威海建设集团高区第四小学工程 BIM技

术应用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绪跃、王建峰、马栋德、刘照俊、宋叶青 

40 
BIM 在青岛市地铁 8号线胶东镇站外立

面、钢结构项目中的应用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刚、张慧、谷春昕、王成龙、许林、王政香、石

运超、王俊、崔树芬、刘云彪 

41 
BIM 技术在青岛新机场东航山东分公司

基地（一期）货运区工程中的应用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绿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史世鹏、刘志强、张涛、张广鹏、何孟霖、孙公伟、

吴超、田新敏、魏源丰、李娟 

42 
BIM 技术在坊子凤翔碧桂园综合楼的应

用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冯尚攀、张文居、杨茂山、杨金梁、高明德、郭玉

波、杜德清 

43 
BIM 技术在宁津一中新校区一期二标段

施工中的应用 
德州天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郭杰、翁俊慧、董大钊、王力龙、叶金龙、张建春、

李兰振、杨永清、高德峰、吴小龙 

44 青岛山一战遗址博物馆 BIM应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兆龙、傅世山、刘文卓、王滨、高义征 

45 
旭辉银盛泰·金域蓝山二期项目 BIM应

用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毕亚文、吕允海、雷心、刘振亮、田文华、李晴、

许霄寒、单发宝、尹来强 

46 
院士港产业核心区先导区（生物医药区）

A-11#楼展示中心钢结构 BIM应用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晓平、邹彬、杨斌、刘英波、刘琲 



47 
BIM 技术在高速铁路路基边坡防护支挡

结构施工深化设计的应用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李涛、李树敬、李中辉、薄健、刘鹏飞、李朋颖、

李磊、张松、解桉婷、陈凯 

48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人民医院 BIM综合

应用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公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唐小熊、高义、谢颖仕、陈越飞、刘家胜、王善华、

占祥林、居建福、张勇、陆海安 

49 BIM 技术在住宅项目中的应用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齐建忠、梁晓威、任壮、李鑫、崔佳、陈可格、张

玉霞 

50 BIM 技术在润德大厦项目的应用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牟科学、罗亚飞、伊功善、耿玉峰、柳庆超、荆战

江 

51 BIM 在菏泽市展览中心项目中的应用 
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卓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邵敬东、孙芳、冯芝龙、解静、刘菲菲、李淼、丁

博文、张锋、裴永刚、丁晓博 

52 
泰安水泉社区回迁楼五期一标装配式

BIM 应用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赵善民、张鲁钢、王桂玲、刘少志、程传松、戴峰、

陈强、刘汝洪、吴多发、李兆进 

53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BIM技术应用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扬、刘海兰、李广、赵风琪、刘玉昆、孙凤丽 

54 
BIM 技术在济南市轨道交通 R3线一期工

程龙洞停车场项目中的应用 

中铁三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华幕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刘国杰、柴永刚、陈志强、边招远、姜军、林存金、

孟庆柯 

55 东方医院青岛分院工程 BIM应用 青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思远、吴广志、曹兆军、付长春、葛旭东、鲁娜、

吴若迪、杨兆蕾、刘涛、郭娟 

56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服务业公共

技能实训楼 BIM技术落地应用 
山东浩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尚玉杰、董现珍、邢仁勇、孙玉明、赵恒、王俭龙、

张成军 

57 
BIM 技术在跨高速公路连续梁施工中的

应用 
中铁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李涛、李树敬、尹金明、薄健、刘鹏飞、李朋颖、

李磊、张松、解桉婷、陈凯 

综合组：一等奖（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青连铁路青岛西站 BIM技术综合应用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设计院 

青连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栾光日、庞希海、赵启建、王磊、王晓刚、韩雪莹、

王兴鲁、鲁文科、刘庆岭、周世亮 



2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BIM应

用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凌云、郭洪涛、韦菁、冯英、牟晋勇、朱文志、张

胜利、于名斌、王耀、张先顺 

综合组：二等奖（4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济南市轨道交通 R1号线 BIM技术应用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同岩土木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潘军、路林海、荣强、褚亮敏、刘丹丹、李志国、

刘鹏、刘家海、李罡、韩林、胡冰冰、孙志海 

2 青岛地铁 13号线 BIM技术系统性应用 

北京中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西海岸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张君、吴学峰、华宝宁、刘甜、王者永、邢春阳、

宗超、单朋、侯希宝、郝雁锋 

3 BIM 技术在龙湖住宅项目中的应用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泰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南、李丽、孙苗、于政喜、吕珏、陈静、周敬、

刘欢、王亚迪、刘亚军 

4 
BIM 技术在鲁能领秀城 A2地块的综合应

用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 

孙苗、陈雷、田哲、王晓斌、李广绪、马振江、赵

鲁东、李琪、李玉婷、张胤 

综合组：三等奖（7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济南市西部会展中心项目（展览中心部

位）BIM应用实践 

济南西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杜连平、石增军、焉保川、朱加凝、郭本栋、董政、

林磊、董效杰 

2 
BIM 在青岛地铁 13 号线工程幕墙、钢结

构和精装中的应用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君、吴学峰、刘刚、华宝宁、刘甜、王成龙、张

慧、王政香、谷春昕、石运超 

3 全周期一体化管理下的 PC-BIM创新实践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东筑工（德州）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成都能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魏建民、王玉文、王晓冉、孙少飞、王延国、郭静

静、刘鹏涛、杨健、熊吴越、彭森林 

4 
青岛地铁 6号线项目土建一标段基于

BIM 协同平台的综合管理应用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设计院 

青岛市西海岸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王磊、王晓刚、朱丹晖、田宁、陈翔、吴洋、张丽、

王兴鲁、宗超、巴文博 



5 
BIM 技术在二星绿色节能住宅建筑中的

应用 

滨州北海财金投资有限公司 

滨州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孟令尧、王景强、王成杰、成鑫、姜靖涛、王永明、

张哲、张超、许京鹏、季英杰 

6 
山东理工大学 6、7号实验教学综合楼

BIM 技术综合应用 

山东理工大学 

淄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魏继国、秦真、刘金鑫、曲明军、崔冉冉、李雨蔓、

王银广、原振峰、孙丽颖、高尚 

7 日照市港口医院 BIM技术应用成果 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相超、王玉成、郭炀、马雪、赵琳、卢峰、赵阿敏、

赵荣娟、范开鑫、刘奕鹏 

咨询组：一等奖（3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BIM 技术在滨河新居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山东同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孙苗、刘亚军、杨朋辉、杨成、刘欢、徐自栋、夏

志强、张胤、李琪、谭红珊 

2 
济南轨道交通工程 BIM技术应用咨询与

管理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院集团山东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虎、李罡、李志彪、蒋宏涛、石继斌、杨勇、李

大勇、郝佳星、胡月、强鹏鹏 

3 
临沂高新区污水处理厂（PPP项目）基于

BIM 的全过程工程咨询 
金中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明芬、郑相君、丁新彤、陈奔、薛利、李敏、范

金娟、郁梦思、杨子晨、周金洋 

咨询组：二等奖（3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凤凰岛·凤凰之舟工程 BIM成果 青岛魔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张晓龙、王书斌、付彦旭、杨海鹏、刘桂秀、张琛、

宋佳伟 

2 

智慧建设 BIM 云平台助力被动房全周期

管理（首例被动房 BIM FM运维能耗管理

应用 

潍坊市万泰置业有限公司/山东智汇云建筑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王海涛、王磊、王卓、陈维栋、翟文丹、郭炜晨、

王俊 

3 
BIM 助力青岛华润中心华润大厦及裙房

项目 
青岛习远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仇勇军、张丽、张雷、朱峰、高竟超、宋菲、黄莉

媛、张腾腾、王广涛、孙振坤 

 



咨询组：三等奖（4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BIM 助力青岛港（安置楼）项目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港建分公司 

青岛习远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贾春田、杨培杰、李仁江、黄磊、仇勇军、昌翔、

孙瑶瑶、郑洪、张政、李宝泉 

2 
BIM 技术在银座大酒店工程建设中的综

合应用 
山东蓝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王鹏、宋涛、郑扬、王国锋、王文顺、胡猛、胡顺

宾、潘云丰、刘建美、周慧 

3 
绿地西河片区 A-1地块 1#楼 BIM造价咨

询应用 

中正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中正信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李来华、孙宝元、赵秀娟、闫肖明、刘桂响、赵芳

雨、张南南、李祥灿、宋波、代秋红 

4 龟湖街坊建设工程 BIM综合应用 山东建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明希峰、车磊、刘康、冯培显、王传帅、董兆威、

袁群、赵晓慧 

技术创新组：一等奖（1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BIM+GIS技术在轨道交通中的拓展应用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李罡、李虎、张志强、刘鹏飞、王效磊、刘宁、沈

通、薛琼瑶、孟若琳、郭孝林 

技术创新组：二等奖（4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参数化协调正向设计

研究 

烟台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蔡黎光、华福才、夏赞鸥、韩德志、房宗昕、吴江

滨、王刚、彭朋、李珂、于淼 

2 
基于 BIM技术的物资编码系统在济南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中的应用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李罡、张志强、李虎、刘鹏飞、王效磊、刘宁、潘

雷、高元军、孟若琳、刘欢 

3 BIM 技术在地下空间规划建设中的应用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郑岩、孙苗、王效磊、孙梅强、李娜、秦燕北、刘

琴琴、吕诚瑞、李浩然、苗猛 



4 
Dynamo&Revit二次开发及数据传递的应

用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段晓亚、柴伟龙、李晓华、汤润、徐兰辉、姜盈君、

任海雷、何思成、王灵菲、廖柏舒 

技术创新组：三等奖（4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1 全生命周期 BIMS协同管理云平台 
中垠地产有限公司 

山东智汇云建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张亚峰、王庆林、王军、甄玉清、史晓伟、张典柱、

王卓、陈维栋、翟文丹、郭炜晨 

2 
基于 BIM三维可视化智慧建筑全生命周

期运营管理平台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窦安华、孙洪磊、王帅、刘著国、曹磊、李守明、

陈浩、李向昆、霍宝玉、林磊 

3 可视化三维电缆敷设设计技术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谢永滨、杜兰洲、马永博、张明志、郝倩、赵长青、

王胜男、刘万超、刘鹏、郝文婷 

4 火电厂烟风道三维数字化设计技术应用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张明志、刘万超、蔡楠、马永博、刘鹏、赵长青、

谢永滨、杜兰洲、王胜男、王玉京 

院校组：一等奖（空缺） 

院校组：二等奖（空缺） 

院校组：三等奖（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成员 指导老师 

1 联合财富广场 BIM模型及应用 山东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吕显伟、杜兆莉、李丽丽、杨雨、赵岩、刘洪图 王文静、谢丹凤 

2 
威海市双创中心学员公寓装配

式 BIM技术推广项目 
威海职业学院 孙诗哲、王政、成丽媛、张丽、张东晶 孙诗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