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第一届BIM应用成果竞赛暨
“中建八一”杯BIM成果竞赛预选名单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参赛成果名称 备注
预选          
等级

1
1、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费县文化体育综合活动中心BIM技
术应用

综合 一等奖

2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中央商务区360米超高层

中的应用
综合 一等奖

3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淄博市文化中心AB组团项目BIM技

术综合应用
单项 一等奖

4
1、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2、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3、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助力山东省科技馆智慧建
造

综合 一等奖

5 青岛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新机场综合办公及生活服务用
房二标段基于BIM技术施工管理模

式的探索与应用
综合 一等奖

6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东航辅助生产基

地基于BIM的创新管理应用
综合 一等奖

7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非线性复杂空间建筑中

的应用
单项 一等奖

8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国际院士港A1-A11项目BIM施

工应用
综合 一等奖

9 山东天元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西站换乘中心钢结构BIM技术

应用
单项 一等奖

10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 碱回收锅炉BIM技术应用 单项 一等奖

11
1、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2、山东弘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济州印象二期车库机电安装BIM技
术应用

单项 一等奖

12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威海国际经贸交流中心项目 综合 一等奖

13 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省农科院科创平台二期

项目中的全面融合应用
综合 一等奖

14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毛里求斯伊甸园文化娱乐广场幕墙

工程BIM技术应用
单项 一等奖

15
1、山东天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

BIM技术在尹家峪田园综合体幕墙
工程中的应用

单项 一等奖

16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济南华泉万象天地BIM技术研究与

综合应用
综合 一等奖

17
1、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2、山东德建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宁津县一中新校区建设
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综合 一等奖

18
1、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瑞森新建筑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的医疗项目精细化施
工管理

综合 一等奖

19 1、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助力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

精细化管理
综合 一等奖



20
1、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潍坊妇女儿童健康中心
项目中的应用

综合 一等奖

21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酒店精装改造设计施工一体化BIM

技术应用
单项 一等奖

22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创新引领 BIM驱动 打造绿色智慧
高铁站房--BIM技术在鲁南高铁

LNZF-1项目的应用
综合  一等奖

23
1、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2、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3、山东德建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有研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集成
电路用大尺寸硅材料规模化生产项

目BIM技术应用
综合 一等奖

24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G309-S101连接线工程BIM技术

应用
单项 一等奖

2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山东省交通医院南院区医疗综合楼

BIM施工应用
综合  一等奖

26 荣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OceanWe海洋创新工坊项目BIM技术

的应用
单项 一等奖

27
1、日照天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日照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日照东港万达广场项目BIM技术创
新应用

综合 一等奖

28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环翠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BIM应用

汇报
单项 一等奖

29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火车站换乘中心（GTC）地下空间
大跨度复杂结构BIM技术应用

综合 一等奖

30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的项目精细化管理 综合 一等奖

31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大型医院项目施工中的

应用
综合 一等奖

3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齐河财富中心项目BIM应用总结 综合 一等奖

33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济南市长清区人民医院
（新医院）建设项目中的应用

综合 一等奖

34 山东锦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文博中心项目BIM技术应用 单项 一等奖

35
1、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2、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中国·红岛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项目的落地应用

综合 一等奖

36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理工大学嘉陵江路校区图书馆

工程施工阶段BIM综合应用
综合 一等奖

37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章丘区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安装项目中的应用
单项 一等奖

38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在济青高铁红岛站站
房工程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建造

综合 二等奖

39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汉峪金融商务中心A5-3地块BIM综

合应用
单项 二等奖

40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助力大体量装配式停车楼

施工
单项 二等奖

41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IM技术在空间钢结构设计施工中

的应用
单项 二等奖

42 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潍坊市中医院东院区机

电工程中的应用
单项 二等奖



43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滨州人民医院（西院区）项目机电

工程BIM技术创新应用
单项 二等奖

44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京沪高速公路改扩建一

标段综合应用
单项 二等奖

45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装配式产业园综合办公楼BIM技术

创新应用
单项 二等奖

46 青岛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国际院士港二期项目二标段

BIM应用实例
综合 二等奖

47
1、济宁市汇源建安有限公司                                 
2、青岛习远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3、山东倍特力地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钢管束剪力墙装配式建
筑项目中的应用

单项 二等奖

48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济阳县城区片区产权调换项目BIM

技术应用
单项 二等奖

49 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 鼎成大厦BIM应用成果 综合 二等奖

50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日照市科技馆BIM技术综合应用 综合 二等奖

51 中铁十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潍坊站南站房项目BIM技术应用 综合 二等奖

52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理工大学食堂项目BIM技术应

用精细化施工
综合 二等奖

53 青岛土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的装配式住宅总承包
综合管理（万科新都会项目）

综合 二等奖

54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济宁市文化产业园项目

的综合应用
综合 二等奖

55
1、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2、济南融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平阴档案馆新馆建设项目BIM                  
技术应用

综合 二等奖

56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IM技术在济高观山悦房地产开发

项目应用
综合 二等奖

57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的项目管理应用 综合 二等奖

58

1、山东荣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荣成市建筑工程事务服务中心                                   
3、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4、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荣成少年宫BIM应用成果展示 综合 二等奖

59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环球汇金广场项目基于BIM技术的

工程施工综合应用
综合 二等奖

60
1.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2.济南融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凤凰中心A、B座总承包
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综合 二等奖

61 山东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市长清区四馆项目BIM技术应

用
综合 二等奖

62
1.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济南欧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国际学校(EPC)BIM应用 综合 二等奖

63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医院新
建项目门诊病房综合楼工程施工

BIM技术应用
综合 二等奖

64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武城双一年产5万吨复合

材料制品项目的应用
单项 二等奖



65
1、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2、山东
德建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市人民医院门诊楼扩建工程安
装BIM技术应用

单项 二等奖

66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工业大学-轻工实验实训中心

项目BIM应用成果简介
综合 二等奖

67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第二有限公司 艺术实践中心项目BIM技术应用 综合 二等奖

68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新机场东航山东分公司基地
（一期）辅助生产区精装修工程一

标段BIM应用成果
单项 二等奖

69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丘市人民医院北区新院二期项目 综合 二等奖

70
1、山东荷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山东卓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BIM在菏泽市民文化中心中的应用 综合 二等奖

71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项目BIM技术应用 单项 二等奖

72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体育场馆钢结构制安工程BIM应用 单项 二等奖

73 山东华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新

院区机电安装工程中的应用
单项 二等奖

74
1.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济南四建集团智能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市轨道交通R3线一期工程控制
中心BIM技术应用

综合 二等奖

75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海岸文化大厦项目BIM技术应用 综合 二等奖

76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市民中心（西区地块）项目BIM技

术综合应用
综合 二等奖

77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浪潮科技园S02科研楼项

目中的综合应用
综合 二等奖

78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红岛-胶南城际轨道交通工
程公共区域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二标

段BIM应用成果
单项 二等奖

79 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国际院士产业核心区先导区
（生物医药区）A-11#楼展示中心

装修工程BIM应用成果
单项 二等奖

80 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桐林园工程中的综合应

用
综合 二等奖

81
1、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
、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红岛国际会展中心南酒
店项目装饰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单项 二等奖

82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蓬莱海市幼儿园项目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BIM技术应用
综合 二等奖

83 烟台市清泉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烟台大学实验中心工程BIM成果综

合应用
综合 二等奖

84
1、山东天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
、山东天元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中的研究与
应用—临沂职业学院实训楼工程

单项 二等奖

85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莱山中心小学教学楼工程BIM应用

展示
综合 二等奖

86 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市中医医院东院区医疗综合楼

（标段二）土建施工BIM应用
单项 二等奖

87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区人社局项目BIM集成平

台及施工应用
综合 二等奖



88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市毓璜顶区片改造二期工程建

设项目施工BIM技术应用
单项 二等奖

89
1、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济南欧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园（济南）项目三标
段BIM土建应用

单项 二等奖

90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瑞莱城市广场商业综合体A商务楼

工程机电施工BIM应用
单项 二等奖

91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红岛安置房西部组团 单项 二等奖

92
1.中铁四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2.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地铁1号线机电七标南岭路
站BIM技术应用

单项 三等奖

93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省机关经八纬一人防工

程一期施工中的应用
单项 三等奖

94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图书信息大

楼BIM技术实施情况介绍
单项 三等奖

95 山东三箭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枣庄集团枣庄医院外科综合病房楼

BIM技术应用
单项 三等奖

96 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天和美术馆工程师BIM技术应

用
单项 三等奖

97
1、山东凯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东营凯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东营作明建筑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京汇广场项目中的应用 综合 三等奖

98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的智慧建造-BIM技术
在新媒体制作中心的总包应用

综合 三等奖

99 山东益达建设有限公司
博兴县法院审判法庭及政务服务中

心PPP项目BIM技术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00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黄岛静脉产业园项目的

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01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利国际金融广场项目BIM成果综

合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02
1、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东亚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机电工程BIM施工应用标准化
研究

单项 三等奖

103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融建财富时代广场项目智慧建造管

理实践
综合 三等奖

104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齐河山师东海实验学校项目BIM技

术综合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05 德州天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IM技术在昱景东方住宅小区一期

施工中的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06
1、青岛安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青岛地铁1号线瑞金路站机电系统
安装工程BIM应用汇报

单项 三等奖

107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老城区复杂环境地下综
合管廊工程中的关键技术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08
1、山东鲁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山东华幕建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区中医医院建设项目
BIM技术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09 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单县第一中学教学综合

楼项目管理中的综合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10 山东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开泰耳鼻喉头颈外科医院新建
工程BIM技术在建设过程中的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11 山东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管理学院实验教学综合楼项目

BIM技术综合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12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碧水明珠项目BIM技术应用成果 综合 三等奖

113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理工大学中央院系东区BIM技

术应用成果
单项 三等奖

114 青岛新华友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育才学校改扩建工程BIM成果展示 综合 三等奖

115 山东诚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嘉祥农商银行科技营业

楼中的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16 山东泰山普惠建工有限公司 岱岳实验中学小学部 单项 三等奖

117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丘市市民之家二期5#楼 综合 三等奖

118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唐岛七星二期C6#C7#楼工程施工

BIM综合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19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普通住宅项目中的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20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青岛地铁13号线项目装

饰工程中的施工应用与创新
单项 三等奖

121
1、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3、山东慧建天宝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新机场项目装饰装修工程的德
才BIM体系化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22 山东诚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曲阜师范大学学生公寓2

号楼中的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23 山东景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市消防远程控制指挥中心项目

BIM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24 迪尔集团有限公司
梁山前能热电联产项目锅炉BIM技

术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25 山东诚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祥县社会福利中心综合（康复）

楼BIM技术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26 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复杂工况综合管廊施工BIM技

术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27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莒县人民医院BIM技术施工

综合运用
综合 三等奖

128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董家口大厦项目BIM技术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29 青岛亿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利源诚泰薛路中区项目BIM技术

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30 山东鲁班建设集团总公司
临沂兰山农村合作银行南坊支行综

合楼项目BIM技术应用成果
单项 三等奖

131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广富隧道综合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32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职业学院产教融合工程实训基

地机电安装BIM应用展示
单项 三等奖

133 烟台市红旗置业有限公司
烟台盈科•品园项目BIM施工综合应

用
综合 三等奖

134 山东开拓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东岳膜工程研发中心一期土建

施工BIM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35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兰山农村合作银行综合

营业楼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36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鲍德新悦国际广场项目

中的综合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37 山东天元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日广中心项目机电工程

的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38 山东道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金都世家一期21#楼地下

车库机电工程中的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39 山东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烟台业达孵化研发生产

车间工程中的综合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40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鲁商中心酒店商业楼BIM技术综合

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41 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新建项目BIM应

用
单项 三等奖

142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大学实验实训楼项目施工阶段

BIM技术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43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东湖水厂工程中的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44
1、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青岛中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8号线胶东镇站BIM应用与
创新

单项 三等奖

145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古现第二小学项目的深

化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46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中心·威海湾九里六期土建施

工BIM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47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齐河碧桂园·泉都汇B区

温泉酒店项目的综合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48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红岛安置房东部组团成果文件 单项 三等奖

149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莒南县人民医院PPP项目

中的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50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水泉五期装配式项目BIM技术深化

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51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国际肿瘤医学中心门诊医技综
合楼、地下用房、1#病房楼BIM技

术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52 山东日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奥林新能源研发中心BIM技术

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53 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港口医院BIM技术应用成果 单项 三等奖

154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中房福莱盛景项目施工

的深化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55 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西沙安置房及配套公建

项目中的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56
1、山东建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山东聊建现代建设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新河社区项目中的综合    
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57 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司 黄河馨苑二标段BIM应用 单项 三等奖

158 东营天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碧桂园鑫都·天樾BIM应用展示 单项 三等奖

159
1、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青岛德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青岛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瑞源中医医院工程BIM技术应
用

单项 三等奖



160 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鲁东大学北区第一学生

餐厅项目的综合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61 山东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IM技术在银丰玖玺城A5二标段建

设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综合 三等奖

162 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BIM技术在书画艺术中心项目

施工中的应用
单项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