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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建协发〔2022〕38 号

西安建筑业协会
关于公布西安市第六届“唐都杯”
BIM 应用大赛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西安市第六届“唐都杯”BIM 应用大赛评审工作已经结

束，收到的参赛作品涵盖工程建设全过程中 BIM 技术在施工

各个方面、阶段的综合应用，经过初审、模型评审、答辩、

终评等环节的评审，共有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单

位报送的“广州龙城康复中心项目在施工阶段 BIM 技术深度

应用”等 198 个项目获奖。最终施工综合应用、院校两组别

共评出一等奖 25 个、二等奖 36 个、三等奖 63 个、优秀奖

74 个，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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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广大建筑企业、获奖单位及个人以本次大赛为契机，

借鉴优秀成果典范，持续发力，促进 BIM 技术不断革新。积

极推动 BIM 技术落地应用，将 BIM 做深做实，加快推进企业

信息化建设，助力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我市建筑行业

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

附件：西安市第六届“唐都杯”BIM 应用大赛获奖名单

西安建筑业协会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西安建筑业协会综合管理与科技推广部 2022年11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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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六届“唐都杯”BIM 应用大赛
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施工综合应用组

一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作品

1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龙城康复中心项目在施工阶段 BIM 技

术深度应用

2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数字化建造示范项目施工中的

应用—龙湖丰泰里

3 中煤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澄城县天佑医院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4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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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应用

5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先导院南区建设项目基于 BIM 的工程

施工综合应用

6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西安言必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科大讯飞项目基于 BIM 的智慧建造应用

7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盈湖建筑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骨科医院迁建项目

8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西安中央文化商务区控股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华润·悦玺项目的应用

9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

BIM技术在中兰铁路ZLZQ-Ⅱ标段桥隧施工

过程中的应用

10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T5 站前商务区市政项目 BIM 技术综合应用

11
北京东洲际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陕西广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泰山路站机电正向设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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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总承包工程基于 BIM 的“双优化”实

施应用

13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BIM 综合应用

14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机电安装项

目中的应用

15
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设计施工一体化下 BIM 技术在环球印务扩

产总承包项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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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基于 BIM 技术在商业项目（G1901-11#）中

的综合应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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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泰苑小区二期项目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

BIM 数字化管理应用

18 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地铁 10 号线土建工程中的实践

与应用

19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助力中海 CID 项目技术创效

20 西安建工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项目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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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陕西唐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盈湖建筑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唐源项目

23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新城未来之芯项目施工全阶段

BIM 技术应用

施工综合应用组

二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作品

1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汉中两院一中心项目B地块

的应用

2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商业写字楼综合体项目机电安装 BIM

技术应用

3 陕西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 BIM 技术深化设计助力北湾调蓄

池工程高质量建造

4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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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IPD模式下BIM技术的应用探索——龙

湖彩虹郦城项目

6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郑州地铁 6号线 08 标项目

建设全周期应用

7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西安地铁 10号线 2标段 1

工区项目中的应用

8 中能建西北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海燕•碧海园 1~6#及地下车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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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西安地铁土建施工中的应

用

10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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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地铁 16 号线机电 BIM 技术应用

12 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浒墅关车辆段施工 BIM 技术应用展示

13
源创谷（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颍河花园”钢结构装配式 EPC 项目—

施工阶段 BIM 综合应用

14 陕西融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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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汉中龙岗高级中学项目信

息化集成应用

16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医院改扩建项目

BIM 技术应用

17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澄县精乐汇（一）期项目 BIM 技术引导

预制加工降低碳排放

18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科学公园站北侧综合体项

目中的应用

19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海康威视西安科技园建设项目（二标

段）

20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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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中新生态城万达广场项目机电

工程 BIM 技术运用

22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BIM+GIS在杭温铁路8标项目管理中的

应用

23 西安市建总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井研县城南新区 PPP 项目体育

公园体育馆 BIM 应用

24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BIM 助力海东河湟新区世界城项目精

益建造

25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高新全球贸易港项目 BIM+精益建

造施工应用

26 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
“枫林九溪”东区 F地块项目二标段工

程 BIM 技术应用

2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鑫源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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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建安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连云港至宿迁高速公路 LS-SQ1 标工程

项目施工阶段 BIM 技术应用

29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鱼化寨安置性商品房项

目一标段 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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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空港沃家花园二期（健康驿站）项目工

程总承包二标段 BIM 技术应用

31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膜力创新工厂项目基于 BIM 技术

的设计施工阶段协同管理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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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应用

33 西安建工交建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国际人工智能创新园项目

中的应用

施工综合应用组

三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作品

1
西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德信北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张掖市 A1 桥项目的应用创新

2 中建六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基建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3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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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珠泉路市政工程中的应用

5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鑫茂国际项目施工 BIM 应用

6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富平陶都坊项目中的应用

7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正荣紫阙台（东区）项目地下车库 BIM 技术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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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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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10 陕西建工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助力劳务班组分包管理提质增效

11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二二工程-西安项目在机电安装施工阶段的

BIM 技术应用

12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幸福里六期东区住宅楼中的应用

13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在技术策划中的研究与应用

14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心城区施工项目 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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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西安地铁八号线车站主体结构施工深化 BIM

技术应用

16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东营市胜园街道祥泰小区棚改项目 BIM+智慧

工地应用

17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沣渭壹号院项目 BIM 综合应用

18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助力西安地铁八号线新(含)长区间项

目智慧建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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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BIM 技术提高安置房项目快速建造应用

20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西北区域总部项目 BIM 技术应用

21 北京六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建造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C08 项目中的全

过程综合应用

22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地埋式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全过程应

用

23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咸阳经济开发区秦创原临空智造园项目 BIM

应用

24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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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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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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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兴隆安置性商品房D区项目BIM管理精益建造

28 中电系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BIM在至善唯新基因治疗药物中试平台项目中

的应用

29 中建八局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西安地铁八号线施工中的应用

30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咸阳市特殊教育中心建设项目

31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艺术馆扩建工程项目 BIM 技术成果

32 中核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万锦城住宅小区开发项目3-R5地块及3-K2幼

儿园项目 BIM 应用

33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技术助力空天动力创新产业园项目精细化

管理

34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西安言必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高新区 GX202106 号地块项目—基于 BIM 的施

工应用

35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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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

37 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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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玉环万达广场项目机电安装 BIM 技术应用

39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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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纺渭路租赁型保障房项目中的应用

41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台六路过绕城高速 BIM 技术应用

42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顺•六合居•金水湾陕建六建集团办公楼项

目施工 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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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应用

44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盈湖建筑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

司

咸阳市中医医院建设项目 BIM 成果应用

45 中国建筑工程（澳门）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澳门离岛医院项目施工中的综合应

用

46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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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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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48 南通市中南建工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吉利配套住宅二标段地下车库综合机电

49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包银铁路惠银站房工程 BIM 技术施工全

阶段应用

50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白鹿汀洲二期项目中的应用实践

51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西货运区 BIM 技

术综合应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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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港学镇中心二期在 BIM 技术的应用

53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西安丝路天际项目超高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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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55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铜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中的落地应

用

56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云水天境项目中的精细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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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龙城中央大道 1-3a 地块项目中全

过程应用

施工综合应用组

优秀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作品

1 中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深圳地铁14号线共建管廊工

程 1标段一工区项目施工阶段的应用

2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西市﹒千和郡二期项目 BIM 技术施

工应用

3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西安分公司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BIM 技术应用

4 陕西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沣华熙城安装工程中的应用

5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小学教学楼土建施工部分 BIM 指导

施工

6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保利锦上项目 BIM 技术应用

7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安康高新区飞地新经济产业

园 4#-1 中的综合应用

8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经开区第五幼儿园项目 BIM 应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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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源学生智慧终端研发中心项目基于

BIM 平台的水电安装碰撞检查

10 陕西华山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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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山东华滨建工有限公司
东营经济开发区第四小学施工阶段 BIM

应用

12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白云高新轨道交通产业基地施工阶段

BIM 深化应用

13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雁南公园服务配套设施项目 BIM

综合应用

14 陕西天地建设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天地源兰樾坊项目机电安装

中的应用

15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德邦项目室外管网 BIM 技术应用

16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紫云府 DK11 项目的应用

1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欧亚学院西区学生服务中心项目

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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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保利天悦地块十二项目施工阶段 BIM 技

术应用

19 西安市政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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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助力铂仁国际项目建设

21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旬邑县医院内科住院综合楼工程模型

22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西安言必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泰康之家项目基于 BIM 的施工应用

23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助力延安城市文化旅游综合体

五星级酒店项目提质增效

24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无干扰地热能、沣润和园（二期）地热

能供暖机房施工项目

25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水城印象一期（世茂云江月）项目 BIM

技术探索应用

26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龙飞·君悦府项目中的应用

27 中建八局西北公司第一分公司 曲江新区医院项目 BIM 成果

28 中核华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利凯新城二期（西标段）项目材料 BIM

应用

29 西安建工第五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助力江西嘉福万达广场项目精

细化管理

30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陕铁院高新校区 4#、5#实训

楼施工阶段的应用

31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西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工

程-综合楼施工过程中的应用

32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航空基地乡村振兴公共服务中心 BIM 综

合应用

33 陕西盈湖建筑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渭南高新区张西小区项目

34 陕西建工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北京精雕高端数控机床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的应用

35 宝鸡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碧水润園项目机电安装工程

中的应用

36 西安建工绿色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BIM 在彬州融和城项目前期的应用

37 中煤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西部3S空间基地三期创新大厦项目BIM

技术应用分享

38 陕西建工沣西建设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沣景路泵站管理用房项目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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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恒泰新家园项目基于 BIM 技术的施工过

程管理

40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基于 BIM 技术在大型展览中心的综合应

用

41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先河未来里大厦项目土建及机电工程

BIM 技术应用

42 陕西盈湖建筑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项目 BIM 技术

应用

43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公司
金地天空之城（三期）项目 BIM 技术应

用与实践

44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曲江树屋酒店项目施工过程中的

BIM 应用

45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蓝田玉山灾后重建项目

46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汉滨区高井中学 BIM 技术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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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应用

48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柳林酒业提质技改项目金属酒库

BIM 应用

49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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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顺义区高丽营镇 02-08-01、02-08-02

地块 F3 其他类多功能用地项目（1#办

公商业楼等 15 项）钢结构楼栋 BIM 应

用

51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东分公

司

襄阳儿童医院项目 BIM 技术在施工阶段

应用

52 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艾索信息产业园一期项目的

应用

53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信息化”在彬州金蘭府雅悦住宅

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

54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远端

停车场项目·全专业 BIM 技术应用

55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建乾陵游客中心项目

56 宝鸡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渭南蓝光雍景湾项目土建施工 BIM 技术

应用

57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南·漫悦湾项目 BIM 技术应用

58 中铁新丝路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地铁 8号线 3标段工程 BIM 综合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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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陇南市公共卫生应急中心建设项目 BIM

技术应用

60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西安市精品住宅工程中的应

用

61

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大成建筑有限公司

经开区信创园一期项目 BIM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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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应用

63 中煤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巴州煤炭物流储运基地钢结构项

目中

BIM 技术的应用

64 陕西华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安区小居安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65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项目机电工程 BIM

技术运用

66 中铁三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西安地铁八号线三标施工阶

段的深化应用

67 陕西建工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浐灞第二十三小学项目中

的应用

院校组

一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作品

1 西安欧亚学院 涞水县医院北院区建设项目医技楼

2 天津仁爱学院
BIM 技术在深圳市罗湖区新医院项目设计阶

段的集成应用

院校组

二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作品

1 天津仁爱学院
基于智慧建造技术的江西某医院新院区医

技楼创新应用项目

2 天津仁爱学院
万科南站商务城设计施工一体化 BIM 集成

应用

3 天津仁爱学院
数字化.可持续 BIM 技术助力同济某酒店智

能化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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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组

三等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作品

1 天津仁爱学院
智建珠海，绿色驱动——数字化技术助力珠

海市某学校设计施工阶段智能应用

2 西安欧亚学院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建设工程

3 西安欧亚学院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大楼

4 西安欧亚学院 秦汉新城产业园区 6号楼

5 天津仁爱学院
“呼吸”——智慧建造技术在河北某办公楼

的智能应用

6 西安欧亚学院 阿城人民医院

院校组

优秀奖
序号 参赛单位 参赛作品

1 吉林建筑大学 AGene 科技建设项目

2 天津仁爱学院
基于 BIM 技术的广东佛山独栋办公物业楼

项目创新应用

3 吉林建筑大学 夏威夷群岛酒店

4 西安欧亚学院 国际商贸酒店

5 吉林建筑大学 地平线购物中心

6 吉林建筑大学 欧亚北部购物中心

7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修文中医药科教产业园时珍学院学生公寓

6#楼基于 BIM 全过程造价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