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场施工之前 
做好计划

Navisworks 的五大工作流



感兴趣？ 
单击右侧的相关部分以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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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施工专业人员依靠 Navisworks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提

供行业领先的冲突检测。

Navisworks 拥有数万名用户，在此基础上施工团队能够准

确地协调各个领域的模型，在开始施工之前确定并解决冲

突，从而更好地控制项目成果。此外，Navisworks 还支持 

60 多种文件格式，是业界领先的协调引擎，能够帮助团队

跨多个行业进行协作并交付更为完善的项目。

但是，冲突检测只是 Navisworks 的核心功能之一。在该软

件中，有五大关键工作流，能够帮助施工团队为项目的成功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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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冲突检测

通过以数字方式构建项目，确保实现

另一个级别的项目安全性，以便在进

场施工之前识别并解决潜在问题。

当出现不可预见的冲突时，精心设计的计划和预算可

能很快就会失去意义。

利用 Navisworks 中的 Clash Detective 工具，您可

以有效识别、检验和报告 3D 项目模型中的干涉（冲

突），避免现场发生令人不快的意外，确保项目顺利

交付。

利用 Clash Detective，您还可以添加一个简单的

框架，用于识别并解决冲突，从而降低模型检验期

间发生人为错误的风险。设计工作完成后，Clash 
Detective 可以用作一次性“健全性检查”，也可以

用作项目的持续审核检查。 

在施工现场出现问题 
之前查明问题原因。

想进一步探索？ 
根据 Clash Detective 用户手册，了

解如何充分利用 Clash Detective。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91685EBB-97FD-4D4C-9C4C-7144F054C2B3-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91685EBB-97FD-4D4C-9C4C-7144F054C2B3-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91685EBB-97FD-4D4C-9C4C-7144F054C2B3-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91685EBB-97FD-4D4C-9C4C-7144F054C2B3-htm.html


冲突检测 1 04

比较多个输入

利用 Clash Detective，您可以在传统 3D 几何图形

（三角形）和激光扫描点云之间执行冲突测试，以便

将您的计划与现场现实捕捉进行比较，并根据需要进

行调整。

发现移动对象中的问题

您可以将 Clash Detective 工具链接到对象动画，自

动检查移动对象（无论是起重机旋转、运货汽车到达

还是任何其他现场元素）之间的干涉。

跨时间查看冲突

通过将 Clash Detective 与 TimeLiner 链接在一起，

您可以在项目上运行基于时间的冲突检查。可以根据

需要将对象安排为显示或消失，从而帮助您准确识别

可能发生冲突的时间和位置。

运行测试以确定未解决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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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整合

针对所有施工模型信息创建单个多领

域视图，供所有人查看。

项目通常涉及多个团队，而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模

型，因此，要想清晰地了解可能非常困难。

利用 Navisworks，可以将来自各个行业（包括建

筑、土木、机电、深化设计、预制加工、结构工程

等）的多个模型合并到单个 3D 模型中，从而实现直

观的可视化、冲突检测或虚拟检验。

通过将模型放入单个视图中，可以更准确地可视化最

终建筑以节省时间，并预见模型冲突以避免计划延迟

和预算增加。 

快速将模型合并到一个复

合视图中。

想看看它如何工作？
观看模型整合演示视频。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k0gSS7A2ECY.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k0gSS7A2ECY.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k0gSS7A2ECY.html


受益于广泛的兼容性

Navisworks 支持 60 多个不同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以

及 AutoCAD 和 Revit，您可以轻松地打开和合并整

个施工生态系统中的不同模型文件类型。

从头到尾查看项目

Navisworks 整合了整个施工项目数据集。整合之

后，这些文件汇集了由多领域团队创建的几何图形和

数据，使您能够实时探索和查看复杂模型。

便于查看

利用 Navisworks，您可以创建并分发包含整个项目

模型视图的单个文件，为团队中的每个人提供相同的

访问权限，供他们探索和查看。 

模型整合 2 06

提供相同的访问权限， 
以便查看整个项目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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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拟和动画

通过实时模拟，可以创建对象动画 
并与之交互，从而提供更准确的 
模型视图。

提供资源是非常复杂的，整个施工期间涉及许多移动

零件、参与者和项目模型。

借助 Navisworks 中的 TimeLiner 工具，您可以将

模型与外部施工计划相链接，并以顺序动画的形式查

看所有施工任务的更精确模拟。

模拟不仅可以帮您做出计划，您也可以将其用作业务

开发工具，通过向关键利益相关方和项目团队展示动

画，让他们了解施工协作的变化。

清晰地进行施工模拟，让利益相关方直观地了

解变化。

非常好奇，想自己试一试？
使用 TimeLiner 动画手册。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ED0EA97A-71E5-4865-9B05-6449E78BAB71-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ED0EA97A-71E5-4865-9B05-6449E78BAB71-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ED0EA97A-71E5-4865-9B05-6449E78BAB71-ht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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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您想要的细节

在模拟过程中，您可以将对象和视点动画与施工计划

相链接，这样您就可以获得广泛的了解，或者放大特

定区域或对象以查看更多细节。

根据需要创建动画

您可以将动画添加到整个计划，或根据您需要查看的

内容添加到单个任务。您甚至可以合并动画序列，为

您的短片创建正确的模拟。

创建灵活的可视化

您可以将脚本添加到计划中的任务，以更好地控制

每个动画的特性。这意味着您可以创建自己想要的动

画，无论是在计时器上播放动画、反向播放动画还是

其他操作。

预计新的时间和成本影响

通过在装配、操作和拆卸过程中为 5D 动画功能模拟

添加覆盖，探索不同事件的时间和成本影响。 

通过 5D 分析和模拟，查看和交流项目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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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antification

从 2D 和 3D 文件中生成更准确的材

质数量和测量视图。

估算和成本对每个项目都很重要，而它们也是项目中

风险相对较高的部分。利用 Navisworks 可以对此

加以控制。借助其中的工具可以更好地了解假设条件

并提高测量的准确性，这样您就可以更加信任项目数

据，并更好地缓解项目风险。

借助 Navisworks 内置的 Quantification 功能，您

可以直接从整合模型自动估算材质、测量面积和计算

建筑构件数量。此外，您还可以估算施工和改造项

目，从而缩短计算和测量的时间，将更多的时间用于

分析项目。 

使用 Quantification 简单地生成项目不同部分

的算量。 
想了解 QUANTIFICATION 
如何在项目中发挥作用？ 
查看 Quantification 用户手册。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B1140D6D-8832-42BB-971E-7AE07CF4216F-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B1140D6D-8832-42BB-971E-7AE07CF4216F-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B1140D6D-8832-42BB-971E-7AE07CF4216F-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B1140D6D-8832-42BB-971E-7AE07CF4216F-htm.html


10

快速完成大规模算量

利用 Quantification 功能，可以对整个建筑信

息模型 (BIM) 进行估算，然后创建同步的项目视

图，这些视图会将来自 BIM 工具（如 Revit® 和 
AutoCAD® 软件）的信息与来自其他工具的几何图

形、图像和数据合并起来。

掌握项目更新

在 Quantification 功能的帮助下，算量更新管理变

得前所未有地轻松。对模型的任何元素进行更改时，

所有数量将在单个多领域模型视图中自动更新并重新

计算。

估算遗漏数据

如果您需要估算没有关联模型几何图形或特性的项目

的测量结果，还可以使用 Quantification 功能来执

行虚拟算量并完善模型信息。

简单地提取数据以供分析和共享

算量数据可以直接导出到 Excel 进行分析 - 无论是针

对单个项还是整个项目。您还可以使用 BIM 360® 
与其他项目团队成员在线共享项目模型，从而加快数

据移交，实现优化协作。

在 2D 图纸和 3D 模型上测量线、面积和数量。

QUANTIFICA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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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 BIM 360 集成 

通过简单地与 BIM 360 Glue 集成，

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在线访问 
模型。

在软件许可规定的条件下，BIM 360 Glue 允许跨不

同行业的更多团队成员随时随地访问多领域项目模型

和信息。

将模型上传到 BIM 360 后，您可以将 Navisworks 
的强大功能与 BIM 360 的协作功能相结合，从而更

快地获得结果，例如立即与团队一起查看自动冲突报

告，以便尽快解决问题。

通过让每个人（而非一些特定的专家）都掌握您的项

目，可以更快地产生更多冲突，以便在现场出现问题

之前消除更多问题。

借助在线托管功能，在软件许可规定的

条件下，随时随地访问项目数据。

看看它如何工作 
BIM 360：Navisworks 集成

视频。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sWrHAoT8w6Y.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sWrHAoT8w6Y.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sWrHAoT8w6Y.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sWrHAoT8w6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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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发生之前停止

当您将 BIM 360 Glue 与 Navisworks 并行使用时，

可以通过冲突检测来缩短手动排序所需的时间，甚至

可以通过让所有团队成员在线协作来第一时间避免冲

突 - 无论软件功能和访问权限如何。

在软件许可规定的条件下随时随地访问

与 BIM 360 Glue 集成后，您可以通过移动应用程序

访问 Navisworks 模型和整合模型，在软件许可规定

的条件下，随时随地为您提供可视性，包括施工现场。

跨团队轻松共享和编辑

通过集成，用户能够与任何已经使用 BIM 360 的项目

共享数据和工作流，因此您可以在 Navisworks 中编

辑模型并将其直接保存到 BIM 360 中供其他团队成员

访问。

直接从 Navisworks  
同步 BIM 360 项目。



感兴趣？
单击此处，自行探索工程建设软 
件集。

通过工程建设软件集充分利用 
Navisworks
利用 Navisworks，您可以改善交付计划、减少返工

并简化预施工流程，从而专注于重要的事情。

如果您通过工程建设软件集订购 Navisworks 固定

期限的使用许可，则可以利用集成的施工软件（包括 
Revit、AutoCAD、ReCap 等）进一步提高您的工作

效率。

通过将 Navisworks 与工程建设软件集中的工具相结

合，您可以简化预施工工作流，以更快地获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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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手册： 

Clash Detective 用户手册

了解如何运行测试和生成报告 - 从单个对象到整个项目。

模型整合（视频）

了解如何使用 Navisworks 将多个模型合并为单个多用途

模型。

TimeLiner 动画手册

了解如何创建任务动画和计划以实现更清晰的可视化。

Quantification 用户手册

了解 Quantification 如何简化算量 - 无论项目数据如何。

BIM 360：Navisworks 集成（视频）

了解 Navisworks 和 BIM 360 如何协同工作以实现无缝

交付。

其他资源：

Navisworks 产品中心

Autodesk Knowledge Network
Navisworks 社区论坛

https://www.autodesk.com/collections/architecture-engineering-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91685EBB-97FD-4D4C-9C4C-7144F054C2B3-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91685EBB-97FD-4D4C-9C4C-7144F054C2B3-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k0gSS7A2ECY.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k0gSS7A2ECY.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k0gSS7A2ECY.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ED0EA97A-71E5-4865-9B05-6449E78BAB71-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ED0EA97A-71E5-4865-9B05-6449E78BAB71-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B1140D6D-8832-42BB-971E-7AE07CF4216F-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17/ENU/Navisworks-Manage/files/GUID-B1140D6D-8832-42BB-971E-7AE07CF4216F-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sWrHAoT8w6Y.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sWrHAoT8w6Y.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learn-explore/caas/video/youtube/watch-v-sWrHAoT8w6Y.html
https://www.autodesk.com/products/navisworks/overview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upport/navisworks-products
https://forums.autodesk.com/t5/navisworks-forum/bd-p/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