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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程建设业卓越BIM大赛
2017年大赛中国项目成果令人瞩目

15位独立评委,其中3位来自中国

➢ 来自32个国家的145个项目– 中国是整体项目最多的国家，

其次是美国和荷兰

➢ 决赛入围32个项目（4个领域各选出前8个入围项目），中

国有10个项目入围

➢ 4个优秀的中国作品突出重围，成功在“施工类”、“可

持续发展类”及“建筑类”三大类别的评选中捧得大奖！

➢ 3位来自中国的评委加入到全球独立的评委专家组

Notable Entries

Construction Category

China Zun Tower

China Construction Third Engineering Bureau Group Co., Ltd

Beijing, China

Building Category

Hohhot City Saihan District National Fitness Center Project

Tianjin architecture design institute



新启程
FY17中国区合作伙伴年中会议

AEC Excellence Awards – 2017年一等奖获奖项目

迪拜
未来博物馆

新墨西哥国
际机场

天津周大福
金融中心项目

特拉维夫大学
环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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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 - 施工类一等奖

中国尊项目 - 施工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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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 - 建筑类二等奖

天津解放南路社区文化体育中心项目 - 可持续发展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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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工程建设业卓越BIM大赛颁奖典礼现场



• 来自全球29个国家的162份参赛作品

• 19个杰出项目从162份作品中脱颖而出

• 中国提交的作品数量，超越美国、印度
等国家，达到大赛之最

• 9个中国项目捧得大奖

2016年全球工程建设卓越BIM大赛



建筑设计类一等奖——北京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凤凰国际传
媒中心

建筑设计类单项奖 - 计算设计
奖——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
司丁肇中科技馆



2016年全球工程建设卓越BIM大赛中国项目成果

一等奖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

二等奖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

院

上海后世博商业建

筑区

单项奖 - 计算设计奖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
丁肇中科技馆

建筑设计类

二等奖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腾讯北京总部大楼

单项奖 - 大型基础设施施工协同奖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HydroBIM在水电工程上

的深入应用

单项奖 -大型建筑施工协同奖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腾讯北京总部大楼

施工类

二等奖

上海轨道交通17号线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轨道交通

设计研究院

上海轨道交通17号线

单项奖 - 最佳小型项目奖

香港特别行政区渠务署 石湖墟污水处理厂

基础设施设计类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甘肃省会宁县河畔镇中心小学“趣学智能舱”工程

特别慈善奖



2016全球工程建设业卓越BIM大赛颁奖典礼现场



参赛的意义：

✓ 在国际舞台展示“中国数字化建造”成果

✓ 国际前瞻技术的交流与学习

✓ 国际项目合作的机会

✓ 获奖作品将在以下渠道进行宣传

➢ 大赛官网

➢ 美国AU颁奖典礼

➢ 全球知名媒体及社交网络平台

➢ 专业论坛

奖品：
1. 4 天 3 夜的美国拉斯维加斯双人旅行，以便在 2018 年 11 

月 13-15 日前往 AU大会参加全球工程建设业卓越BIM大赛
颁奖典礼

✓ 包括从离获奖者家最近的主要机场往返的二等舱机
票（最高每人 600 美元）

✓ 3 晚酒店住宿，包括2 间单人住宿房间

✓ 2 AU大会全程门票（每张价值2200美金）

2. 一台 HP Z2 Mini 工作站和一台 HP Z27n 显示器。每个奖品
套餐的近似零售价 (ARV) 为 10,215 美元。

2018年全球AEC卓越BIM大赛
一项基于技能的全球竞赛，表彰全球工程建设业（AEC）创新的项目

www.aecexcellence.com

http://www.aecexcellence.com/


2018年大赛项目类别

基础设施设计 建筑设计 施工

项目规模 基础设施 建筑 施工

大型项目 5亿美元以上 2亿美元以上 5亿美元以上

中型项目 1亿万 – 5亿万美元 20千万 – 2亿美元 1亿 – 5亿美元

小型项目 1亿美元以下 2千万美元以下 1亿美元以下

年度创新者

 积极推动设计和
施工行业转变方
面展现出非凡领
导力与热情的个
人



2018年大赛奖项

➢ 9个分项下将分别产生4个决赛入围作品，最高得分的
入围作品将被视为“参赛项目”的获奖者。

➢ 年度创新者奖最多有4 名决赛入围者，入围决赛的被
提名者可能需要应主办机构的要求提供与被提名者及
其组织相关的更多信息。然后，评选小组将根据获得
的更多信息对每位决赛入围者进行再次评估，并最终
确定“年度创新者奖”获奖者。

➢ 由于中国优秀作品在往届全球BIM大赛上的出色表现，
今年经大赛组委会研究，同时在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信
息化推进工作委员会及中国建筑业协会绿色建造与施
工分会的支持下，大赛将特别增加针对中国地区优秀
作品的表彰，所有增加的表彰作品将依据大赛总体分
数排名决定。



2018年大赛报名时间表

6月12日-7月31日

作品提交期

9月

宣布入围作品

11月13日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AU大
会上宣布获奖者

活动 活动开始日期/时间 活动结束日期/时间

参赛作品提交（参赛项目）和年度创新者提名
（“提交时间”）

2018 年 6 月 12 日
PT 凌晨 00:00:01

2018 年 7 月 31 日
PT 晚上 11:59:59

评委评选项目和年度创新者决赛入围者
（“评判/评选时间”）

2018 年 8 月 1 - 17 日

决赛入围者认证 2018 年 8 月 18 日 - 9 月 4 日

通知确认的决赛入围者 2018 年 9 月 5 日前后

在 AU大会上公布获奖者 2018 年 11 月 13 - 15 日



请联系 AEC 卓越奖团队：
aec.excellence@mkpromosource.com，
或以下中国团队支持人员：
刘芳：fion.liu@autodesk.com
谌冰:bing.shen@autodesk.com
李忠：jack.lee@autodesk.com。

www.aecexcellence.com

提交作品- Create your entry

注册账户-Create your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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