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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设协〔2021〕57 号

关于第五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
大赛评选结果的公告

各会员单位、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举办第五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

大赛的通知》（皖设协〔2021〕41 号），大赛获奖项目信息

已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28 日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未接

到任何异议，现对获奖项目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附件：第五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获奖项目

提名名单公告信息

安徽省工程勘察设计协会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安徽省建设监理协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安徽省第五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获奖项目提名名单公告信息

 民用建筑类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1 民用建筑-综合 六安市人民医院门急诊楼改扩建项目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新天柱工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军昌、汤善龙、韩公正、杨贤宏、王先祥、沙满超、郭晓礼、
张春、王刚、刘井辉、支帅、卢艳来、马皖强、任禄、汪洋

一等奖

2 民用建筑-综合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建筑信息模型

（BIM）应用咨询服务项目
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崔海雨、王耀彬、疏东东、严春、管澍、李倩、沙少杰、张庆、
刘晴晴、肖曼、何欣宇、王珍、刘世杰、夏文龙、梁伟

二等奖

3 民用建筑-综合 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全过程BIM技术应用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中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支帅、万圣全、高胜、胡发兵、郑毅、王广甫、余癸坤、范演演
、刘前进、李彬、任禄、赵磊、袁红超、卢艳来、马皖强

二等奖

4 民用建筑-综合 北城玖玖广场 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珂、王雷、付文平、高双喜、杨帆、刘陈、黄成、周辉、于漾
、夏东泽、余航、史圣琦、李猛、赵陈龙、刘军

三等奖

5 民用建筑-综合 经开JK202101地块项目 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章卫东、徐马云龙、高坤、龚玮、沈瑞全、郭华镇 三等奖

6 民用建筑-综合 阜阳九里安置区二期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沈万玉、李伟、刘梦、刘嗣逸、戴传新、王从章、童敏、李向阳
、江章荣

三等奖

7 民用建筑-综合
徐州淮海国际陆港大厦设计施工BIM技术综合应

用
中铁时代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周先祥、孙世胜、汪磊、施勇定、夏磊、胡法强、许洋、谢思敏
、汪洋、段涛、王艳虎、宋会亮、范佳宝、常文德、张创开

三等奖

1 民用建筑-勘察设计 合肥科技馆新馆BIM设计深化应用 安徽寰宇建筑设计院 吴国保、周珺、苏祥东、李京容、张乐园、朱顺兴 一等奖

2 民用建筑-勘察设计
BIM正向设计在巢湖温泉文化展示中心项目中的

应用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高松、刘畅、任禄、吴杨、支帅、张小兵、刘凡、马皖强、高胜
、李玮、高东媛、褚可为、吴庆华、乐明星、陈康

二等奖

3 民用建筑-勘察设计
安徽建筑大学南校区室内体育馆（多功能师生活

动中心）改造工程BIM正向设计
安徽建筑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曹宏伟、马睿、汪逢阳、王霁云、樊攀、辛倩倩、程海峰、陈东 二等奖

4 民用建筑-勘察设计
BIM助力中国互联网·阿里巴巴江苏云计算数据

中心南通金属园项目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丁健文、杨伟、陆天成、杨莉娟、谢法进、唐涛、王飞、赵强、
丁振龙、邱双双、徐继超、王丽侠、骆艺、刘海涛、鹿煜

三等奖

1 民用建筑-施工建造 合肥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二期项目 中建四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姚守涛、张晓光、吕凤阳、苏子凡、熊科军、沈炳龙、姬小伟、
黄小云、程业员、巩青博、袁剑、陈威、邹晓方、汪跃、王金科

一等奖



2 民用建筑-施工建造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护理院建设工程BIM技

术综合应用
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高晓康、高瑞凯、吴亨、王洋、王达、吴健、张尊战、张超、朱
少阳、谢单单、耿梦雪、潘海滨、江然、文梦杰

二等奖

3 民用建筑-施工建造 磨店家园二期D地块BIM技术应用 安徽寰宇建筑设计院 吴国保、周珺、苏祥东、李京容、张乐园、朱顺兴 三等奖

4 民用建筑-施工建造 合肥金融广场 C地块BIM技术应用 安徽地平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黄安飞、江海东、吴前宏、张月圆、郑玉、陈竟、荣煜、张翼飞
、陈曦、汤骞、丁俊杰、凡迟、生健、单亮、王京京

三等奖

1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枞阳县人民医院外科综合大楼项目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胡阳、王伟、俞澍川、许良、胡东亮、杨敏、丁民利、马骏、汪
晓菲、李旭、贾小振、王书恒、武晓虎、陈铭、何德志

一等奖

2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合肥相王城市广场项目 安徽华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李顺达、常杰、李钢垒、余自云、顾友春、王小彬、邱国营、徐
婉倩、黄磊、戎晓伟

二等奖

3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BIM技术在宿州市宿马园区三级医院的综合应用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杰、韩毅、欧阳罡、陈曦、王海龙、徐明星、王璇、谭舒元、
曹春雨、穆瑞林、许顺、徐敬伟、张坤、马松、崔娇娇

二等奖

4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阜阳红星美凯龙BIM+结算审计研究与应用 安徽正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陶勇、徐今朝、刘葛、唐文壮、武新林、李涛、王戈平 三等奖

5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肥西县人民医院二期工程跟踪审计与BIM（技

术）应用
安徽建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夏明德、范一庆、吴琴、王玲燕、朱宇弘、夏里杰、王广会 三等奖

6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中建国际工程总部项目 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陈玉明、汪林、何晓青、张银锋、高一多、吴惠、张洋、仇彩虹
、宋伟伟、张青、杨华鑫、仝妹、张辉、郑晓雨、纪祥

三等奖

7 民用建筑-造价咨询
合肥滨湖金融小镇启动区A地块施工总承包项目

BIM技术应用
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陈玉明、汪林、何晓青、张银锋、高一多、吴惠、张洋、仇彩虹
、宋伟伟、张青、杨华鑫、仝妹、张辉、郑晓雨、纪祥

三等奖

1 民用建筑-建设监理 BIM+监理在埇桥区委党校新校区的创新应用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小勇、韩毅、陈曦、王海龙、王璇、曹春雨、穆瑞林、李翼鹏
、潘庆、王洪波

二等奖

2 民用建筑-建设监理
合肥四维图新大厦项目全过程项目管理BIM应用

研究
国华工程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郁磊、高柏迎、张磊乐、卢光天、郑忠、许晓霞、祁世海、许晓
伟、赵云、高于青

二等奖

 工业工程类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1 工业工程-勘察设计 产能减量置换技改项目140t电炉炼钢工程项目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尤嘉庆、刘高、赵广明、宋阳、宋巧雯、唐明姣、洪枫、王磊、
杜丽华、张小宁、王男、李艳华、周庆子、周治宇、赵美艳

一等奖

2 工业工程-勘察设计 智慧化高炉车间BIM技术应用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赵奇强、陈涛、董祖伟、邓书良、桑斌、滑小杰、崔东、郑权、
赵国磊、常凤、王磊、陈冬、唐宇、杨绪平、邹思云

二等奖



3 工业工程-勘察设计 九江东线廊道 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柏琳、吕琳、李启、赵进、朱鑫鑫、赵晓虎、王宇航、付娟、汪
禾宇、倪劲松、张毅恒、沈志涛、冀龙泉

二等奖

4 工业工程-勘察设计 BIM技术助力马钢南区厂容整治规划项目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詹正富、刘斌、李志鹏、李艳华、张浩然、马梦雪 三等奖

1 工业工程-施工建造
武汉港化学品船舶洗舱站项目陆域污水处理站工

艺设备安装
安徽拓水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许军飞、王程鹏、何黎、刘跃、方娟、雍武 三等奖

1 工业工程-造价咨询 太湖县城东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安徽京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熊水荣、汪洋、甘少武、孔浩源、张学芬、严安文、熊李燕 一等奖

2 工业工程-造价咨询 马钢（武汉）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新建工厂项目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茅志辉、刘彬、吴梦圆、邱善虎、汪湛、夏克修、宋阳 二等奖

3 工业工程-造价咨询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智造产业园16号楼BIM+

跟踪审计
安徽达坤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徐鹏、陆守法、郑洁、汤玲、陈灿、李凌、董少珍、朱一丹 三等奖

1 工业工程-建设监理
BIM技术在宿州市绿色家居产业园标准化厂房项

目（一期）工程监理过程中的应用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万义飞、韩毅、陈曦、徐明星、王璇、赵雪荣、谭舒元、陈川、
潘庆、曹家宾

三等奖

 基础设施类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1 基础设施-综合
BIM技术在公路桥梁设计、建设、管养全寿命周

期的应用
安徽宏泰交通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余宜林、丁祖跃、周银宝、汪学明、谈亭、叶东祥、马超、马明
、李祥、金礼赞、吴节松、尤佳林、邓红梅、王坤、籍小虎

三等奖

1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合肥高新区长江西路沿线立交工程规划设计 合肥市市政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叶华强、张乾坤、刘毛中、柴宏喜、张恩辰、夏兴兵、王仁、王
一飞、张兴其、宋磊、庹业鑫、程东、李文职、袁进霞、王磊

一等奖

2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合肥市市政道路及管廊工程设计BIM技术应用-文

忠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陈修和、吴志刚、王立、王旭东、唐国喜、田帅帅、何飞、石睿
、徐亮、曹智磊、刘志中、戴玮、孙文、陶鹏、李业根

二等奖

3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德州至上饶国家高速公路合肥至枞阳段施工图设

计BIM技术应用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毛洪强、过年生、孙业香、张百永、孙洪德、许魁、胡明华、黄
雨佳、王旭、欧佳佳、肖冲、黄晨、田帅帅、孙小磊、蔡权慧

三等奖

4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新站区护城路（魏武路-淮海大道）综合管廊工

程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谢洪新、冯华、汪宏、任启明、张睿、郁杨、刘亮、郝士云、何
亚各、周鹏、王志峰、胡晶莉、马利斌

三等奖



5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引江济淮派河口复线船闸工程BIM技术应用 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亚武、夏高响、佘然、韩越、李文远、卫林枭、鲁小伟 三等奖

6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BIM技术在下塘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规划设计的应

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崔斌、吴道云、袁亮、刘兵、徐林、阚建、刘娟、洪德高 三等奖

7 基础设施-勘察设计 煤化工园220kV变电站工程BIM应用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志毅、邵松涛、谢登科、陈海浪、金士舟、张亚玉、徐立、张
倩妍、贾贤、季鹏程

三等奖

1 基础设施-施工建造
BIM技术在合肥市郎溪路2标段道路桥梁工程应用

-打造一条智慧化管理的高架快速路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安徽工程有限公司

侯立君、马乐乐、蒋孝云、严来章、李双双、刘宗族、杨东、王
亚坤、王伟、苏红华、尹强、廖志洲、宋超、周伟明、李唐海

一等奖

2 基础设施-施工建造
BIM技术在复杂交通环境下城市互通立交扩建工

程中的应用
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孙伟、张玉明、王生涛、王教山、王健、杨庆 二等奖

3 基础设施-施工建造
BIM技术在城轨同层大跨度双层钢桁架拱桥施工

中的应用
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王生涛、张玉明、邵嘉兵、杨庆、简君、鲍艮平 三等奖

1 基础设施-造价咨询
BIM技术在符离片区2800亩景观提升项目清水段

工程的综合应用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杰、韩毅、陈曦、马松、徐明星、王璇、郑子涵、曹春雨、崔
娇娇、许顺

一等奖

2 基础设施-造价咨询
南阳火车站广场地下空间利用和车站路下穿新华

路项目
马鞍山寰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王昭鹏、徐振、穆守建、陈雅君、张安康 二等奖

3 基础设施-造价咨询 泾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基地建设项目 安徽振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胡永峰、黄海明、李炜、钱根友、李勇、叶同军、李文亮、施友
柱

二等奖

4 基础设施-造价咨询
安庆高新区山口片综合开发PPP项目勇进路大桥

工程
安徽宜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红星、徐宏跃、董泽顺、杨涛、陈思宇 三等奖

 教学类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奖项

1 教学类 基于BIM技术的矮塔斜拉桥精细化建模及应用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何沛祥、郑攀、谈思云、何程瑞伟、孙倩龙、高扬、王国庆、邓
洪杰

一等奖

2 教学类 城市疤痕的新生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王德才、宣晓东、苏泓铭、童惜昀、刘卓然、丁佳语、喻鸿儒、
陈家玮

二等奖

3 教学类 宣城市宛陵融创中心设计规划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方诗圣、沈奇罕、修贤好、余浩东、张岚涛、向海、徐子铭、郭
昕旸

三等奖

4 教学类 郑蒲港新区医院一期 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宋红、骆国刚、朱瑞雪、黄洁、周美玲、程宏、朱梦婷、李慧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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