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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正受到业主的关注和青
睐，但限于目前发展条件，业主
的需求我们不一定能全部满足。

从设计院的角度看，BIM提供了
一个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我们院
内部，我们也将BIM当作十二五
期间中的科技创新发展重点。相
信通过技术的推广和应用，BIM
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价值。 

— 高洋
 BIM总监 
 北京市住宅院

长阳天地效果图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一局发
展，原名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隶
属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旗下的中建一局集团，成
立于1953年。现有员工3300余人，注册资本3亿
元，净资产10亿元，资信等级AAA级，银行授信
总额达40亿元，已连续多年保持年度经营性现金
流入净值大于零、年末贷款为零的记录，具备资
产负债率比行业平均水平低约10个百分点的优良
资金状况。2012年，一局发展成为全国首批获得
新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并同时获
得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设计资质的企业，

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一局发展在中国建筑业的领先
地位，还为公司全面开展设计施工一体化业务，

实现公司从单一“施工商”身份向“建造商”的
转变打下良好的资质基础。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建于1983
年。具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风景园林
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城市规划编制乙级资

质，被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等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为北京工业大学（建规学
院、建工学院）、北京建筑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产学研合作及实践教学基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城镇化和工业化时
代，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建筑业迫切需要产
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建筑产业现代化是以技术集
成型的规模化工厂生产取代劳动密集型的手工生
产方式，以工业化制品现场装配取代现场湿作业
施工模式，实现住宅部品部件生产的工厂化、施
工现场的装配化的绿色建造。可以有效提高劳动
生产率，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浪费，降低建筑工
程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不同于传统建筑方式，住宅产业化是用工业化生
产方式建造住宅，被形象地比喻为“像造汽车一
样造房子”——楼板、楼梯等几乎所有部件在工
厂里建造，再运送到工地进行组装，工人们像搭
积木一样将建筑部件一层一层搭建起来，一座新
房子就建成了。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BIM在长阳天地产业化住宅的
全生命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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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BIM技术的兴起，其高效的设计模式，可视化
的模型展现，严格的逻辑思维模式，工程信息的
赋予与展现，都为产业化住宅在设计和施工运维
带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项目概况
长阳西站产业化住宅项目属于装配整体式剪力墙
结构，建筑面积 9万9千281平方米，位于北京市
房山区长阳镇，属于全产业化住宅。其中预制构
件包括楼梯、楼板、阳台板、空调板，内外承重
墙预制率也达到90% 。

基于BIM的在产业化住宅长阳天地项目的全生命
期应用的流程图如下：

图1 BIM的全生命期应用流程图

建筑设计阶段：
1. 建筑设计：

图2风环境模拟

本工程有6栋21层住宅和6栋11层住宅。  基于
Autodesk Revit进行建筑设计、机电设计，结构
建模。

通过BIM技术实现绿色建筑的理念，基于室外风
环境的模拟，提出基于BIM的优化方案，以满足
室内通风要求。日照模拟，充分利用场地自然条
件，合理设计建筑体形、朝向、楼距和窗墙面积
比，使住宅获得良好的日照、通风和采光。

2. 结构设计：

结构设计阶段，我们从Autodesk Revit结构模型出

发，利用盈建科模型和pkpm模型的互导，将结构
计算信息进行有效的传递。利用软件进行钢筋参
数化建模，进行碰撞检查，输出施工图纸。

3. 机电设计：

电器设备专业基于Autodesk Revit与其他专业进行
协同设计，进行管线碰撞检查，同各专业进行实
时调整。同时在Autodesk Revit MEP中通过数据驱
动的系统建模和设计来优化管道桥架设计，可以
最大限度地减少管道桥架系统设计中管道桥架之
间、管道桥架与结构构件之间的碰撞。

4. 效率对比：

在结构设计中，利用软件出图相对传统CAD模
式，大幅度的减少了制图的工作量，出图时间由
四天缩短为两天。

深化设计阶段
1. 钢筋深化：

深化设计阶段，预制构件间钢筋排布复杂，钢筋
建模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

而当今市面上的BIM软件对于钢筋的支持度却不
好，以Autodesk Revit为例 ：首先，钢筋布置麻
烦，必须在剖面中添加，而且不能将钢筋载入族
中，作为嵌套族存在 ，系统钢筋在遇到洞口避让
不方便，无法满足深化需求，钢筋尺寸等不符合
国内相关规范图集的要求，钢筋明细表统计不能
添加钢筋形状图。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 我们再Autodesk Revit上进行
深度二次开发，完成了智能的参数化钢筋族库，

使PC模型基于参数驱动生成，同时简化了深化环
节，塑造了一套高效的流水线深化模式 。

图3预制混凝土外墙和PCF节点

我们在Autodesk Revit中对钢筋进行重新搭建，使
钢筋尺寸完全符合图集规范要求而且利用直径、

保护层等关键参数将弯折角度、弯折长度等来驱
动整个钢筋形状，每个钢筋都具有高度的课调
性，改变弯折角度、钢筋部分弯折、整体偏移等
等都轻松实现。

图4智能参数化钢筋

在模型中遇到钢筋与构建内预埋件打架，实现一
键自动钢筋弯折，并且可以随意改变弯折方向。

在模型中进行单根钢筋的布置也十分方便布置钢
筋如同画线一样，钢筋自动识别结构层，并自动
留出各个面层的保护层厚度。

2. 建模流程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简化建模流程，常规钢筋都嵌套进结
构墙里锁定，并关联相关参数，钢筋跟随墙身尺
寸变化而变化，实现整个模型的基于参数化驱动
生成。

图5参数化设计界面

如图，只需要在表中填写尺寸及钢筋信息，

Autodesk Revit就可以自动生成相规格的墙板钢筋
模型。不只是钢筋，我们还将构建中的线盒、线
管、施工预埋件、施工留洞、钢筋套筒等全部参
数化，使搭建模型如同搭积木般简单。  

3. 精细的碰撞检查：

完整模型后，我们又将碰撞检查进行更细致的划
分，以确保设计精度和减少施工返修。

首先是预制构件内部的碰撞检查，包括：钢筋与钢
筋间、钢筋与构建内施工预埋、钢筋与机电预埋。

图6钢筋碰撞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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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对建筑行业的发展起到正面
作用，前景广阔，意义深远。无
论在设计、施工、还是运维，它
将给业界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 李浩
 项目经理 
 长阳天地

图中就是检查出水平钢筋与施工预埋的连接件发
生了碰撞。

然后是预制构件与现浇部分的碰撞检查，包括预
制墙板与现浇暗柱之间的钢筋碰撞检查、预制构
件的钢筋与施工外挂围挡的预埋件的碰撞检查。

通过极其细分的碰撞检查，最大程度的减少传统
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无法预测到的问题，实现精细
化设计。

4. 精细化的图纸：

图7建筑图纸

这就是我们生成的外墙板 2526B-3的建筑深化图
纸 ，每张图纸都会有渲染好的3D效果图，便于工
人视图。

5. 准确的工程量：

众所周知，Autodesk Revit自身的明细表功没有办
法实现在表格中生成相应钢筋的尺寸及标注。

 
我们通过二次开发将钢筋形状参数与模型信息进
行关联，实现了在导出钢筋下料单的时候，同步
添加包含尺寸标注的钢筋形状示意图。整个过程 
基本是程序自动完成耗时不到1分钟。在构件生产
时，数控设备接收模型信息转化出的钢筋尺寸文
件，实现钢筋加工自动化。

图8构件厂加工接受

6. 深化流程的优化与对比：

BIM模式的深化设计与传统CAD模式相比，算量时

间大大减少，同时减少了依靠人脑进行空间想象
的错误。

图9流程模式对比

图中下半部分是一个BIM工程师深化设计的过
程。我们将这种模式流水线化，一个人搭建模
型，一个人做深化调整和碰撞，一个人工程量下
料单制作和布置图纸与输出。

流水线的好处显而易见，每一个人只专注处理某一
个阶段的工作，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及产量，间接地
提高了BIM的普及率，基于BIM做深化设计出图不
需要员工精通Autodesk Revit。比如其中一人需在
Autodesk Revit上搭积木式建模或者布置图纸做标
注，培训两小时便可胜任。不仅提高了生产力，也解
放了生产力。生产效率提升了4倍，与此同时，因为
有了碰撞检查、基于模型的工程量统计，图纸的准
确性远远高出了手工深化设计出图。

构件管理
从预制构件生产开始，我们借助精益建造平台基
于物联网和互联网将RFID技术 、BIM模型、 构件
管理整合在一起实现信息化、可视化构件管理。

图10构件管理流程图

在精益建造平台中，我们着力对构件的全生命周
期进行管理。在构件的生产阶段，我们就通过图
中的手持设备将构件的信息 ，从浇筑、质检、入
库、出库这几个阶段扫码录入平台信息库。例如
在构件生产时，操作人员在手持设备上，将构件
的产品类型、规格编号等信息填好，在扫描构件

中的芯片ID，通过网络上传到平台，管理人员登
陆平台后，就可以在浇筑管理的界面中查看构件
的各种信息。同样，在质检环节中，操作人员将
检查出的问题（如构件边缘有毛刺、构件有裂缝
等）通过手持设备传递到平台，供管理人员查看
管理。之后构件在入库、出库等环节也遵循同样
的操作模式，构件的全部生产信息就可以在平台
上查看。

图11手持设备界面

基于此RFID技术，管理人员可以像网购一样，实
时查询构件的物流状态，为构件管理、进度安排
做好准备。同时 每个构件的ID还同BIM模型对应
构件的全局ID绑定，把BIM中的I 即information 信
息补充完善。

施工过程中，操作人员将构件的 库存状态、吊装
信息、安装情况、成品检验等情况录入并上传，

通过平台数据查看。使施工管理人员对项目的整
体进度安排有了精确地数据支持。

最终，基于构件的信息，形成包含整个生命周期
信息的BIM模型成为了最终的竣工模型。

同样，业主方登录精益建造平台后，便可查看构
建的运维状态，方便之后的运维检修。



客户成功案例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Autodesk 和 Autodesk 标识是 Autodesk,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所有其他品牌名称、产品名称或商标分别属于各自所有者。Autodesk
保留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变更产品和服务内容、说明和价格的权利，同时对文档中出现的文字印刷或图形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 2015 Autodesk, Inc.。保留所有权利。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100020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 号
北京侨福芳草地大厦写字楼 A 栋 9 层
Tel: 86-10-8565 8800
Fax: 86-10-8565 8900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200122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399 号
Tel: 86-21-3865 3333
Fax: 86-21-6876 7363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510613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 号
中信广场办公楼 7403 室
Tel: 86-20-8393 6609
Fax: 86-20-3877 3200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
610021
成都市滨江东路 9 号
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 1507-1508 室
Tel: 86-28-8445 9800
Fax: 86-28-8620 3370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
430015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700 号
武汉香格里拉大饭店 439 室
Tel: 86-27-8732 2577
Fax: 86-27-8732 2891

节点法项目管理与BIM相结合，

在项目中取得了实质效益。我
们应该正确认识应用BIM的目
的、方法、效益，把握实施BIM
的模式、技术、路径，共同努
力实现项目管理目标。 

— 李拓
 BIM经理 
 长阳天地

本项目在一开始业主、设计、施工三家单位就针
对BIM制定了一套标准，确保了在整个建筑生命
周期中模型数据得以最大限度的流通，同时协同
工作不仅仅是设计上的各专业间的协同，更是三
方单位之间的沟通协同、管理协同。各家单位在
BIM技术上的认真对待，进行深度开发，促使了
BIM技术在项目过程中大放异彩。

总的来说，BIM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思
维方式。

只有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与时俱进、善于创
新，才能使新科技 新技术更好的服务项目、创造
效益。

这就是借助RFID技术、供应链、结合我们的建造
平台管理，将数据化构件的整个生命周期信息，

达到精细化管理的效果。

智能机器人放样

图12放样机器人流程

智能机器人放样在项目中的应用，大大简化了放
样工作和放样时间，一个人一台设备便可代替了
传统的几个人操作模式。将BIM模型导入到专用
的手持平板设备里，点选放样点进行放样，机器
便自动用激光将放样点打出，与此同时机器还可
以将现场放样信息返回到模型里，供管理人员进
行校核。

可视化的广泛应用

图13连梁钢筋节点

图14上下墙拼接节点

图15模版工艺探讨

图16独立支撑布置

在项目进行中，积累了相当多的族模型，使我们
再进行方案研讨、工艺模拟时很方便搭建好模型
进行讨论。图中是对钢筋排布、独立支撑布置、

模板支设的方案讨论的模型截图。基于BIM模型
在施工过程中，进行节点做法推敲、针对具体问
题，反馈设计，进行工艺模拟等。

总结与体会

图17三方合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