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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BIM，我们不仅可以
为建筑的设计方案建模，还
可以为端到端的施工流程建
模。因此，无论是管理一个
项目，还是自行负责施工，我
们都可以在开始施工前利用
虚拟方式分析施工可行性，
协调整个流程，解决冲突，安
排每个环节的进度。”

— Derek Cunz
LEED AP
项目开发主管
Mortenson Construction

Mortenson Construction – 
优势叠加
借助 Navisworks 更快速、更经济高效地交
付施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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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划到协调再到施工执行，Mortenson 现在依
赖于 Navisworks® 软件和 BIM 软件，其中包括 
Revit® Architecture 软件和 Revit® Structure 
软件。借助 BIM 软件，Mortenson 能够：

• 扩大预制使用范围
• 加强与设计合作伙伴和分包商的协作
• 降低成本
• 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 比原计划更早完成施工项目

先行者

许多总承包商和施工管理公司都依赖技术含量低
得惊人的项目管理流程，即便是面对预算超过一
亿美元的建筑也不例外。为了检测建筑系统之间
的冲突，一些公司仍将工程图铺在看片台上。为
了安排分包商，他们使用电子表格和临时现场协
调。二维工程图将引导该过程，并且通常会有数
以千计的工单请求 (RFI)。因此，可能会出现预算
超支、现场协调问题、延迟和变更单等现象。

Mortenson 公司项目开发总监 Derek Cunz 表
示，作为基于模型的施工和虚拟设计及施工 
(VDC) 领域的先行者，Mortenson 采用了一种与
众不同的方法。他解释道：“利用 BIM，我们不仅
可以为建筑的设计方案建模，还可以为端到端
的施工流程建模。因此，无论是管理一个项目，
还是自行负责施工，我们都可以在开始施工前利
用虚拟方式分析施工可行性，协调整个流程，
解决冲突，安排每个环节的进度。经实践验证，
这种方法推动Mortenson发展成了一家更出色的
建筑商。” 

BIM 实践

随着 BIM 技术不断发展，Mortenson 已经从冲
突检测的标准实践发展到采用 VDC 来帮助实现
有效的规划，提高质量和加强安全控制，以及改
善协作、预制加工和业主通信。如今，在启动项目
时，Mortenson 使用 Navisworks 开发整个建筑
的虚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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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enson 借助 BIM 软件将工单请求量减少 32%。

Navisworks 支持该公司聚合多种模型，更有
效地进行冲突检测，创建将建筑模型与时间相
关联的四维进度表，更轻松地协调分包商的工
作。Navisworks 的关键影响之一是通过视觉媒介
进行交流沟通，这有助于减少解释方面的需要。

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健康科学中心第 2 研究所 
(R2) 是 Mortenson 如何利用 BIM 的理想例子。在
这座高 11 层、面积达 54 万平方英尺的研究中心
里，Mortenson 使用 AutoCAD® Architecture 和 
Navisworks 创建三维可施工模型并排定施工流
程的先后顺序。该软件还帮助 Mortenson 简化了
预制材料的使用并与扩展的项目团队展开合作。

“我们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项目使用了 BIM， 
”Mortenson 集成施工经理 Ricardo Khan 说
道，“在破土动工之前，我们已经与建筑师和工程
师们讨论了大部分设计相关问题。利用四维进度
表，我们所有的分包商对施工计划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实际上，他们对需要出力的位置和时间了
如指掌。”借助 Navisworks 协调和沟通项目，施
工进展甚至比预期的还要顺利。“我们提前两个
月完成了项目，”Khan 指出，“从浇注混凝土到安
装预制机电系统，所有项目参与者都按计划执行
一切。”

节省六周时间

为了推动基于模型的施工，Mortenson 倾向于
从建筑师和工程师使用 Revit Architecture 和 
Revit Structure 创建的三维建筑模型和建筑系
统开始。当设计团队使用二维工具时，这仍不妨
碍 Mortenson 的流程。Mortenson 直接在基于 
Revit® 的软件中根据二维工程图创建自己的三
维施工模型。

举例来说，华盛顿州图拉利普耗资 1.31 亿美
元的图拉利普酒店和会议中心充分说明了付
出更多努力能为 Mortenson 及其客户带来怎
样的回报。Mortenson 预定完成混凝土和其
他结构件，项目结构工程师以二维格式交付设
计。Mortenson 使用二维文档作为基础并将数据
转换为 Revit Structure，以此创建结构图元的三
维 BIM 模型。Mortenson 团队使用该模型开发
了优化的施工流程，包括与其施工队共享四维施
工顺序。

“Revit Structure 允许我们对三维结构模型中的
变量进行颜色编码，”Khan 解释道，“我们的团队
在工作对设计意图更加一目了然。通过与施工队共
享 BIM，我们将剪力墙的产量平均增加了 26%。在
图拉利普项目中，我们提前六周完成了迫在眉睫的
结构图元计划表。” 

成果

作为一家 BIM 长期用户，Mortenson 一直没有
机会在可对比的项目中衡量 BIM 带来的成效。因
此，当 Mortenson 公司得知其即将承建的 R2 项
目与规模大致相同，近期刚刚完工的第 1 研究所 
(R1) 毗邻时，他们邀请科罗拉多大学就这两个项
目进行独立的对比研究。

Khan 表示：“R1 建筑是由另一家承包商采用
传统方法施工的，而我们在 R2 中采用了包括 
Navisworks 在内的 BIM 工具。科罗拉多大学对
两个项目进行了分析和对比。数据不会撒谎，很
明显BIM 更胜一筹。R2 项目中的工单请求 (RFI) 
减少了 780 份，单单管理 RFI 的成本便节省了 
585,000 美元。这种计算节省费用的方式并未考
虑到在施工过程中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实际规避的
成本。而且该项目的完工时间比 R1 提前了足足 6 
个月。”

由于 Mortenson 通常自主完成混凝土工程，因
此该公司对比较这两个项目的结构方面特别感兴
趣。Khan 指出：“与 R1 相比，奠基期的工单请求
减少了 74%，而钢结构搭建期减少了 47%。作为
自主承包商，我们认为这是 BIM 的一大好处。这
正是我们在 100 多个总施工价值超过 60 亿美元
的项目中使用 BIM 和 VDC 的原因之一。”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s://www.autodesk.com.cn/products/
navisworks/overview

Mortensen Construction  
简介

Mortenson Construction 
家族企业成立于 1954 年，
专门向建筑业主提供总包、
施工管理、从建筑到建造服
务。由于特别注重品质和创
新，该公司已经成长为《工
程新闻记录》(Engineering 
News-Record) 评出的 25 
家顶级承包商之一。对品质
和创新的不懈追求也促使 
Mortenson 公司率先采用
建筑信息模型 (BIM) 来改进
施工流程。

图片来源：Mortense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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