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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协〔2019〕23 号 

 
 

 

各武汉建筑业协会、武汉勘察设计协会会员单位,各有关建筑设

计、施工企业： 

BIM 技术是为项目方案优化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实现建设

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数据共享和信息化管理，促进建筑业提质增

效的重要手段。 

武汉建筑业协会、武汉勘察设计协会、武汉市建筑行业工会

联合会已共同成功举办两届武汉建筑业 BIM技术应用视频大赛，

有力推动了 BIM技术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的应用，有效提高了项

目精益建造水平。为进一步推动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的衔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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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BIM技术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应用，经研究，决定继续联合开

展 2019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技术应用视频大赛。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希望各单位将参赛作为提升 BIM 技术应用水平和参与

国内外市场竞争实力的重要机遇，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积极参

加。 

二、大赛邀请《中华建设》杂志社作为协办单位，对赛事进

行全过程、全方位跟踪宣传，各参赛单位在过程中如有好的做法、

经验和建议，请及时报送。 

三、大赛将持续近一年时间，希望参赛项目强化领导、加强

联系、健全体系、保障投入，深化 BIM技术应用，高标准、高水

平完成参赛视频制作任务。 

四、为了丰富大赛内容，提高参与度，本届大赛继续设置“新

锐奖”和“优秀论文奖”。对专业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将延用上

年的做法，授予“专业成就奖”或其他专项奖。去年获得新锐奖

的企业，今年只能参加主赛。 

五、大赛活动期间，组委会委托广联达、杭州品茗、武汉墨

斗、艾比蒙（武汉）等协办单位将组织多期次以 BIM 建模、BIM

管理和应用实务为主要内容的 BIM 学堂等培训、观摩和交流活

动，请各参赛单位密切关注协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QQ 群的相关信息，积极报名参加。 

六、本次大赛由企业自主报名参加，组委会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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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具体比赛事项按《2019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

技术应用视频大赛方案》（附后）组织实施。 

 

附件：2019 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 技术应用视频

大赛方案 

 

 

 

武汉建筑业协会    

 

 

 

武汉勘察设计协会   

 

 

 

武汉市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 

2019 年 4月 19日 

 

 

抄送：武汉市城乡建设局 武汉市总工会 

武汉建筑业协会综合管理部             2019年 4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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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活动主题 

深化 BIM 应用  提升管理水平  促进精益建造 

二、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武汉建筑业协会 

              武汉勘察设计协会 

武汉市建筑行业工会联合会 

承办部门：武汉建筑业协会总工程师工作委员会 

武汉建筑业协会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 

武汉勘察设计协会 BIM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中华建设杂志社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艾比蒙（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墨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冠名单位：湖北高企达建设有限公司 

友情赞助：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盘龙明达建筑有限公司 

顺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一公司安装公司          

 

http://www.so.com/link?m=asvPWCSK7xL4YuKVPW6kwMnvur7zckbHj+gNWTH3Df1ciknsYta2fSYnMdDcQuQvPpwcAv0O1VfNn6fRULVsUrO0QXYbEgylLYfPBJXVgz5omvC4z9iAFElwaP8+cqfdYN5YrxxbkivYF4zfjt9jwT+CPl5pkvi6PSKgOu6oV9vmqoUAYPXY/Z1Vn4x+PbIcUPLi5nlsJWSw=
http://e.so.com/search/eclk?p=1cfe5N3bvxH8ZgJvJzU1M_o-RWDITabYi7dz4mmQOUV2OXhL2gZs_HiTbGxqOl2Qjxh3YnRAP53viT5aQliPwziRGZ-T5wP8qUKFJO8c7Az3DMkRbEbUHEZg35WbGxH7IrDooLGXczj5a6HDmSaEZVYsXHOOfTofHKYB_Q4DFHBsLVSROLwvM3PJBvJlzN2yzA-QSOvWiUr-HgtG0f-mGKLw14q7WRGWdA4IIjBMtJIoy6GGD9F5FZYvWg7RMBfCp4qvISyVYj8kCKIgO7CzATyTaaaxSqkA-zdOzx1Y-XJ0LlWrKpEUnSXgZ6ZqyYq_1XcPjzleqw9kkyy_HQLhynnA0wt4B3PcbHicGvEnwBskEpSChhN0fsRT9xOHWY7HWhuvMAyDOwQjWynjNvywLsnIYz0x0NT9dwikP0eivHOjyrbim8MwZPQS8usJ8nuXJS9JhCakCoc89PkdjxuZ-JtWVcAzSNhmS0I8WaAgWHXyvrlbcjpSMY4R-O8dM9nsFQngi0CK2qP18C5bWaCJgedF3k5CaR6GHBiREzcy691aS10jppfu59Wzn-vh3KdgwkYG8ZF08AQifGUiJ67UVhxu9y0aK1CQzdqhAfXYmcC65OQZmnNyXvmLqb23kmNAQOwmgxMpBih4j_A79WiOEevh3ckYTPEFaim-rphyuwaqCO-JFjWGBp5V8UCQN8qBQQy2aMgBdubJFmw5y4KaStiThqr1wJ0hTfYChcxg4s25SuCxJ0DbMkWim4p3rnQEz-gDKK-DUUyyt6ZlvXfz6naJ-zGKVcw7qEhQf7yHHtZyjE3V9W9kaDthOqHLWXqg0gtwWpqgB4iph0HzHuI-dgyW_Hf-F96F-a7q1ixToA4Rw1ek0T42CydrCdKiFVZcjFU2z4SxQlLuoUHxDtprRkyQiVdgpyvMEVrVZdkZLxpjqbwVwmLVTVctscf8CK0&ns=0&v=2&at=AeatpuaxiQLluIIB55uY6b6Z5piO6L6-5bu6562R5pyJ6ZmQ5YWs5Y-4Aui_keacn-S4reaghyzlnKjlu7rlt6XnqIvmn6Xor6Ih&aurl=aHR0cDovL2pzdC5jYmkzNjAubmV0L2luZGV4LmFzcHg_aWQ9MTE3MDc4JnJlZmVyZXI9OTkxMg&sig=cecd&bt=1&st=1555383011642&dd=1555383029842&cl=4&cr=1&dw=540&dh=209&px=178&py=14&kd=0&p1=57&p2=0&p3=0&p4=72&ud=1555383029871
http://www.baidu.com/link?url=j_Wc6GGQH1K_Emm6mZXWdIELBOopcO0jk9Yw1GFjpCPe99rP8D-u5nZtL2FcL6G0wlL0FI3mppzS2oO41wZlZccJ5MaNl_KHSxftJUjNJMkWfcx7KsKaDg-oPsD3aDvVc-srYfkSZNsXUetZ-jmab2Nu73GkIC3dTSoxaaJZqw26T0EWxfnfgUikmZN2XcMrsYXEKVq_-v6n3Si1W_opMLweUiIUKOTAm2iRO6I72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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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机构 

1、领导小组 

组  长：陈华元 

副组长：盖松梅 李淼磊 杨书平 

成  员：王  辉 王爱勋 许静红 朱  昱 叶  炜 

2、工作小组 

组  长：李淼磊 

副组长：王  辉 熊  峰 邓利明 程秋明 赵凤萍  

叶  炜 

成  员：李红青 陈  钢 安维红 蒋洪平 于祥君 

    柯善北 刘国雄 江  明 彭自强 徐云飞 

周晓帆 纪  文 刘宏刚 白  红 严  阳  

程  莹 向仕华 谭  霖 李新桥 李  凡  

王立红 江  明 李圣龙 程  鹏 李文健  

魏  奇 李  聪 王  聪 黄中颢 梁  杨  

3、评委 

初赛：设计 BIM专家 3名、土建施工 BIM 专家 3名、机

电安装施工 BIM专家 3名、其它专业 BIM 专家 3名。 

决赛：来自企业、大专院校和主管部门的知名专家 5 名。 

四、奖项设置 

1、附加赛： 

新锐奖：8 个 

优秀论文奖：12个 

2、初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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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成就奖：如最佳设计奖，最佳房建奖（面向以住宅为主，

造价较低的群体建筑工程），与铜奖相当，视情况确定。 

优秀奖：若干 

3、决赛： 

金奖：2个        

银奖：3个       

铜奖：5个      

根据各类项目的参赛比例，在初赛和决赛时，鼓励民营

企业 BIM 应用，奖项在专业间及民营企业间适当平衡。 

五、比赛方式 

本次大赛按照附加赛、初赛、预决赛、决赛顺序进行。 

六、参赛主体 

1、以 2019年设计项目及在建项目为主体报名参赛，鼓

励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志性建筑和长江新城、长江主

轴建设中的重点工程参加。要求年内有创工程质量“黄鹤金

奖”和“楚天杯”计划的单位必须参加。 

2、鼓励项目全生命期的项目联合申报，在评奖中得分

相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联合申报项目。 

    3、武汉建筑业协会和各区建筑业协会、武汉勘察设计

协会的会员单位均可参加，暂不是协会会员的单位办理入会

手续后参加。 

4、参赛项目应成立 BIM 小组，同时明确参加决赛互动

的参赛代表：即 BIM 组长、BIM设计工程师（建模师）、BIM

应用工程师各一人。参赛代表应为项目设计、施工单位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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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5、首次开展、未参加过各种 BIM 技术比赛的单位，可

报名参评“新锐奖”；“优秀论文奖”接受会员单位个人报

名，所报论文应与项目实践相结合，为原创作品。 

七、活动时间及步骤 

    活动时间：2019 年 3月--12月。 

活动步骤： 

1、宣传发动：3月—4月，制定方案，印发通知。 

2、正式启动：5月上旬，召开启动大会，进行大赛方案

交底和企业管理层培训。 

3、企业报名：参赛单位填写“2019 年“高企达杯”武

汉建筑业 BIM 技术应用视频大赛报名表”（附件 1），于 6

月 10 日前报大赛工作小组。 

报名联系人：安维红 13607175378 程  诚 13657111963 

邮  箱 593919563@qq.com 

4、BIM 培训： 

BIM 学堂（10期）：        每月一期 3 月-11月底   

BIM 技术高峰论坛：         第一期 5月份 

BIM 建模专业人员实操培训： 第一期 6月份 

BIM 管理培训及现场观摩：   第一期 4-7 月份 

BIM 建模专业人员实操培训： 第二期 10月份 

BIM 管理培训及现场观摩：   第二期 9-11 月份 

根据需要，可增加建模实操培训、管理培训及现场观摩

的场次，并适当调整举办时间，具体通知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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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研指导：6月—9月，组织相关专家对部分参赛项

目进行调研指导。 

    6、辅导答疑：9 月底前审核视频作品的符合度，并提出

修改建议。 

7、作品提交：10 月前，各参赛单位向大赛工作小组提

交以下文件： 

（1）《2019 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 技术应用

视频大赛报名表》（附件 1）电子版与加盖公司公章的纸质

版各 1份； 

（2）模型文件； 

（3）视频作品； 

（4）其他辅助性佐证文件。 

8、初赛、预决赛：11 月 15 日前。 

9、决赛及颁奖：2019 年 12 月中旬。 

八、视频制作 

总的要求是：立足项目兼顾全面，突出关键环节 BIM 技

术应用的做法、成效和经验，以过程实况照片和录像资料为

主，辅以必要的语言文字、网络素材和背景音乐等进行编辑。

建议各参赛单位，特别是新参赛单位，可登陆协会官网和中

华建设网观摩学习 2018年的获奖作品。 

作品涵盖设计阶段的 BIM 应用、施工阶段的 BIM应用，

重点突出基于 BIM技术的协同工作。内容包括 BIM组织架构、

BIM 方案、BIM 实施过程、BIM 技术应用特点及创新点、BIM

技术应用效益等方面。基于 BIM 技术的协同工作需突出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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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可传递性、拓展性，加强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的衔接。

主要内容要求真实深入，并还原过程，通过现场真实影像和

过程数据文件，突出反映关键环节 BIM应用的个性、先进性

和真实性。 

具体要求见附件 2。 

九、初赛计分规则和主要流程 

1、初赛计分规则：由评委分和网上投票分两部分组成，

评委分占 80%，网上投票占 20%。（详见附件 4） 

2、主要流程： 

（1）企业上报作品，审核通过后，上传至中华建设网

（网站入口待定）； 

（2）观众根据视频作品进行网上投票； 

（3）评委现场根据模型文件、视频作品、随机访问系

统平台、现场答辩等环节进行评分； 

（4）公布评分结果,确定决赛作品和优秀作品名单。 

十、决赛计分规则和主要流程 

1、决赛计分规则：由评委分、现场观众投票得分和风

险答题得分三部分组成，评委分占 80%，观众分占 20%，同

时将风险题答题得分计入总分。（详见附件 5） 

2、主要流程： 

（1）公布决赛作品； 

（2）介绍评委； 

（3）宣布评分规则； 

（4）抽签确定比赛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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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式比赛。 

按抽签顺序逐项比赛：播放视频；由 BIM 组长和 BIM 应

用工程师根据评委提问或点评进行回答或者陈述，其中，一

名主答，不超过 2 分钟，需要时另一名补充，不超过 1 分钟。

由建模工程师当场回答风险题（包含 autodesk、bently、

catia 等），由建模工程师选择软件平台进行答题，回答正

确得 2 分，回答错误扣 1 分。逐项比赛后，现场观众对 10

项作品进行微信投票。 

（6）汇总分数，公布决赛结果； 

（7）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 

十一、比赛结果运用 

1、通报表彰，颁发奖杯。 

2、本次大赛列入武汉市示范性劳动竞赛范畴，授予部

分优胜者“武汉市工人先锋号”荣誉。 

3、对获得金、银、铜奖的工程，在优质工程、魅力工

地、智慧工地、双十佳项目评选中给予加分奖励。 

 

附件：1.2019 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技术应用

视频大赛报名表（主赛） 

      1-1.2019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技术应

用视频大赛报名表（新锐奖） 

      1-2.2019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技术应

用视频大赛“优秀论文奖”报名表 

2.2019 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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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大赛参赛作品制作要求 

3.2019 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技术应用

视频大赛参赛作品评分标准 

4.2019 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技术应用

视频大赛初赛计分规则 

5.2019 年“高企达杯”武汉建筑业 BIM技术应用

视频大赛决赛计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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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报种类：主赛（国企 民企） 

企业性质   央、国企        □  民企              

申报项目类型 □ 设计应用     □ 施工应用     □ 全过程应用     

项目名称  

工程地址  

工程规模 总建筑面积（㎡）：                 建安造价（万元）：                  

结构形式  开工、竣工时间  

单位类型  □ 设计单位     □ 施工单位     □ 其他相关单位  

主要单位  

联系人  职务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手机  

 项目经理  

团队主要成员

情况 

团队主要成员 

团队分工 姓名 性别 职务及主要职责 

BIM 组长    

建模师    

BIM应用工程师    

情况说明 

1、公司简介及项目简介（各 500 字电子文件）； 
2、BIM技术应用的计划总体投入（含人力、软件、资金等） 
3、公司和项目形象照片（各一张电子文件） 
4、应用平台清单或应用平台能接受的通用格式清单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注：所有参赛项目均用此表，无相关事项的相应栏目可空白。 

请参加单位填写报名表，发至邮箱 593919563@qq.com 

报名联系人： 安维红 13607175378 、程诚 1365711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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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申报种类：新锐奖 

企业性质   央、国企        □  民企              

申报项目类型 □ 设计应用     □ 施工应用     □ 全过程应用     

项目名称  

工程地址  

工程规模 总建筑面积（㎡）：                 建安造价（万元）：                  

结构形式  开工、竣工时间  

单位类型 □ 设计单位     □ 施工单位     □ 其他相关单位  

主要单位  

联系人  职务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手机  

 项目经理  

团队主要成员

情况 

团队主要成员 

团队分工 姓名 性别 职务及主要职责 

BIM 组长    

建模师    

BIM应用工程师    

情况说明 

1、公司简介及项目简介（各 500 字电子文件）； 
2、BIM技术应用的计划总体投入（含人力、软件、资金等） 
3、公司和项目形象照片（各一张电子文件） 
4、应用平台清单或应用平台能接受的通用格式清单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注：所有参赛项目均用此表，无相关事项的相应栏目可空白。 

请参加单位填写报名表，发至邮箱 593919563@qq.com 

报名联系人： 安维红 13607175378 、程诚 1365711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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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单位名称         

论文名称  

参与编写人员 （1-4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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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具体要求 

内容全面 

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概况，是否为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志

性建筑和长江新城、长江主轴建设中的重点工程；工程重难点和

BIM解决问题的针对性；BIM组织架构及技术骨干；BIM 技术应用

思路和实施方案；BIM实施过程，包括主要步骤和重要节点的完成

情况；BIM技术应用特点及创新点；BIM技术应用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包括项目管理和技术的提升；主要科技成果(包含标准、

工法和获奖情况等)；人才培养成效及主要经验。 

重点突出 
突出 1-2 个反映关键环节 BIM 应用的特点、创新点和成效，从中

体现个性和先进性。 

真实可靠 

还原过程的主要资料，包括模型文件、相关照片、重要视频、截

屏图像、统计图表和数据文件，应全部在参赛项目中实际产生。

要求真实、准确、深入，不得虚构。但制作时，可适当采用必要

的语言配音、文字提纲、网络素材、背景音乐等，以提高编辑和

表达效果。 

制作先进 

时长控制在 8 分钟以内，要求图像清晰，文字简洁，通顺流畅，

详略适宜，节奏感强，具有较好的整体性、协调性、艺术性和观

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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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评分组成 评分项目 评分细则 

应用基础 

（15分） 

体系建设 

（0-5分） 

成立 BIM组织，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 BIM实施团队成员专业配套； 

有建模标准，有 BIM应用的操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完备的 BIM应用规范；清晰

的 BIM实施方案； 

必备的软硬件网络环境。 

项目条件 

（0-5分） 

项目是否为在建重点工程、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志性建筑和长江新城、

长江主轴建设中的重点工程。 

建模质量 

（0-5分） 

1、模型完整、美观、层次感强 

2、轴网、标高体系准确、布局清晰合理 

3、构件命名系统有规则 

4、构件绘制科学规范，反应建筑真实情况 

5、构件属性信息完整正确，即能详尽表达设计信息又能满足施工使用要求 

6、各专业交互的细致程度 

应用过程 

（50分） 

内容全面 

（0-30分） 

设计阶段 BIM应用： 

1. 设计阶段 BIM的完整程度。 

   如在规划、概念设计、详细设计等各阶段都运用 BIM技术，以及 BIM技术

应用点的完整性。 

2. 设计阶段 BIM的完成度。 

   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虑 

(1) 模型质量及模型深度是否满足应用需求 

(2) 辅助交底、听证、沟通 

(3) 应用工况分析的合理性及有效性 

(4) BIM出图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制图标准 

(5) 项目协同机制的有效性 

(6) 项目模型及文档管理 

(7) 设计模型信息的集成及传递 

(8) 项目工程量统计及成本概算 

(9) 基于 BIM技术的建筑性能分析 

施工阶段 BIM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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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化设计： 

(1) 图纸深化或复杂技术方案深化工作、技术流程 

(2) 图纸问题报告及合理优化建议 

(3) 根据优化方案调整最终模型指导施工的实施过程 

2. 施工管理： 

(1) BIM模型用于施工过程中技术方案分析、技术交底等相关内容  

(2) BIM模型用于生产管理（如进度跟踪、资源计划、质量安全等），体现项

目的多方协同应用或管理效率提升 

(3) BIM技术对商务应用的分析和指导 

3. 竣工交付： 

竣工交付模型制作或用于 BIM 运维管理等内容 

基于 BIM 技术的协同工作 

1、BIM数据的集成与扩展 

2、数据传递的方式及流程 

3、项目参与方基于 BIM数据的协同工作 

协同工作项由勘协、建协多方共同参与评分。 

创新实践 

（0-20分） 

1、在运维阶段的应用点，作为加分项。 

2、针对项目的重难点，结合项目成本节约、工时减少、技术提升、质量提高、

安全防护的需要，BIM+智慧工地结合应用，在 BIM应用或 BIM+新技术（如 VR/AR

虚拟现实、无人机/机器人、GIS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装配式、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有深入应用，有一项或两项创新点在实际工作中取得

显著成效。 

应用效果 

（15分） 

成果体现

（0-10分） 

通过 BIM技术在成本、效率、工期、质量、安全等方面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经验总结 

（0-5分） 
总结出可供本单位和同行学习、借鉴的经验。 

应用呈现 

（20分） 

视频的 

观赏性 

（0-10分） 

视觉效果：图像清晰、流畅；画面与描述内容一致；表现手法、技巧有一定的

艺术性。 

听觉效果：解说配音清楚；背景音乐协调。 

素材的 

真实性 

（0-10分） 

要求所有素材均来源于所申报项目的施工现场，相关制作内容真实可靠，不得

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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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一、评委打分 

由评委根据评分标准对视频作品打分，最高分 100 分。 

二、网上投票 

根据社会公众网上投票数决定，得票最高的计 20 分，

其他作品得分=（得票数/最高票数）×10+10。 

三、初赛总分 

初赛总分=评委分×80%+网络投票得分。 

四、应用平台及模型核查 

对于总分名次进入优胜（优秀奖和角逐金银铜奖）范围

作品的应用的平台及 BIM 模型文件（明确应用平台清单或清

单格式清单）逐一进行核查，有弄虚作假或严重缺项的作品，

取消优胜资格，所空缺名额依次递补。 

五、结果确定 

根据初赛总分和模型核查结果，确定前 10 名作品进入

决赛，若干个作品获得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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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一、审看模型文件 

评委要提前逐一审看所有决赛作品的模型文件，其质量水平

作为现场打分的依据之一。 

二、参赛代表与评委互动及建模工程师答风险题 

由 BIM组长和 BIM应用工程师根据评委提问或点评进行回答

或者陈述，其中，一名主答，不超过 2 分钟，需要时另一名补充，

不超过 1 分钟。由建模工程师当场回答风险题（包含 autodesk、

bently、catia等），由建模工程师选择软件平台进行答题，回

答正确得 2分，回答错误扣 1分。 

    三、评委现场打分 

评委现场按照百分制打分。每部作品评委打分计入总分计算

公式：第一名 80分，其它以 1.2分值差递减，第十名为 69.2 分。 

四、现场观众投票计分 

逐项完成比赛后，现场观众对 10 项作品进行投票，得票最

高的得 20分，其余作品按照排名，得分以 0.6分差值依次递减，

第十名为 14.6分。 

五、现场观众投票办法 

1、主持人宣布后，现场观众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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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名现场观众推荐 5 部作品，超过或不足 5 部均作弃权

处理。 

3、投票结束后，大屏幕会自动显示 10 部参赛作品的得票数，

并以柱状图由高到低排列，第一名 20 分。 

六、决赛总分 

决赛总分=评委打分+现场观众投票得分+建模工程师答题得

分。如得分并列，则评委打分高者居前。 

七、名次确定 

按总分排序，前两名为金奖，3-5名为银奖，6-10名为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