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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中国，重庆

应用软件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Autodesk® Revit® Structure
Autodesk® Revit® MEP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CAD®

Autodesk® 3ds max®

Autodesk® BIM 360™ GLUE®

BIM技术应用逐步由技术层面
提升至管理层面，它已经深入
到建筑设计、建筑施工管理的
各个环节。在复杂施工项目管
理中，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应
用BIM技术能够实现项目管理
的高度协同、提升总承包管理
能力、提升项目品质。越来越
多的项目管理者积极参与BIM
应用，他们是BIM技术应用的
终端用户，更懂得如何将BIM
与现场施工结合起来；随着
BIM技术在设计、施工管理人
员中的普及，BIM专业人员将
不再主导BIM应用，更多地参
与技术支持、技术研发。BIM
技术与信息化新技术的融合，

将最大限度发挥BIM技术的管
理价值，BIM技术应用将逐步
由项目层面向企业层面发展。

— 张琴
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图1 重庆来福士广场项目效果图

重庆来福士广场项目B标段
总包BIM应用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企
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总部
现位于上海市，是国家住建部颁发的新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主要经营业
务包括房建总承包、基础设施、工业安装、投
资开发和工程设计等，下设20多个分支机构,经
营区域国内遍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
湾、中部、西北、西南等区域，海外经营区域
主要在非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近年
来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快速增长，综合实力位居
国内同级次建筑企业前列，是国内最具竞争力
和成长性的建筑企业之一。

一、BIM应用概况
1、项目简介

重庆来福士广场项目位于重庆核心地段朝天门
广场与解放碑之间两江汇流处，总建筑面积
112万㎡，B标段建筑面积63万㎡，占地面积
9.12万㎡，合同工期1445天，由裙楼和4座塔
楼以及高架桥、轻轨站、港务码头、公交站构
成，包含地下3层，裙房6层，T3N塔楼地上74

层，建筑高度350米；T1、T2、T3S塔楼40—
47层不等，高度约250米，建成后将稳居重庆
第一高楼、中国西南的新地标。建设单位为重
庆凯德古渝雄关置业有限公司，设计合作单位
为巴马丹拿集团、奥雅纳公司、萨夫迪建筑事
务所、重庆市设计院，工程总承包单位为中国
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图2 重庆来福士广场项目效果图

2 、BIM组织架构及团队介绍

项目BIM组织架构如下，总包BIM工作站负责
项目BIM总体协调及应用，分包BIM工作站负
责分包范围BIM工作实施，BIM顾问单位负责
业主BIM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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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重庆来福士广场项目组织架构

3 、BIM应用软硬件配置

图4  BIM应用软硬件配置

4、 BIM工作标准、制度

项目制定了BIM工作制度及工作标准，总包、

发包、分包、BIM顾问BIM协调会每周一次，

总包、分包BIM现场会每周一次。

图5  项目工作制度、工作标准

二、BIM应用情况
1、BIM模型展示

本项目利用Autodesk Revit创建了结构、建
筑、钢结构、机电、幕墙BIM模型。 

图6  BIM模型展示

2、设计管理—塔楼有限元模拟分析

将BIM模型导入结构分析软件对超高塔楼进行
有限元模拟分析，计算核心筒和外部框架沉降
差异，确保结构的稳定性。

图7  塔楼有限元模拟分析

3、设计管理—图纸校核

通过BIM进行图纸校核，发现并解决了6100余
处图纸问题。

图8  图纸校核

4、设计管理—机电深化设计

利用BIM进行机电深化设计，优化线路排布，

提高各层净高。

图9  机电深化BIM模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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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机电深化现场施工效果

图11  机电深化净高分析

5、设计管理—预留预埋

机电深化设计完成后，对BIM模型中的墙体、

梁进行开洞，导出准确的留洞图，与设计方
施工图进行核对，并反馈设计方，审核后用
于现场施工。

图12 预留预埋

6、设计管理—钢结构深化

利用钢结构详图设计软件进行钢结构复杂节点
深化设计，工厂基于BIM进行构件加工，现场
钢结构工作顺利。 

图13  钢结构深化设计

7、设计管理—幕墙节点深化

利用BIM进行幕墙节点深化

图14  幕墙节点深化设计

8、设计管理—室内照度及遮阳方案模拟分析

对塔楼各楼层进行室内照度分析，辅助装饰材
料和室内遮阳方案的选择。

图15  室内照度及遮阳方案模拟分析

9、技术管理—可视化交底

BIM团队与现场施工紧密结合，随时提供各类
大样图、技术问题复核。

图16  可视化交底

10、技术管理—变更管理

利用BIM模型管理设计变更，演示变更前后的
效果和技术参数。

图17  变更管理

11、技术管理—古城墙保护方案

利用三维扫描仪获取古城墙点云数据，生成三
维模型，制定古城墙保护方案。

图18  古城墙保护方案

12、技术管理—超大超深异形柱施工控制

本项目地处西南山地，江边，超大超深异型桩
施工难度非常大，在施工前利用BIM进行施工
方案模拟验证，确保施工顺利进行。

图19  超大超深异形柱施工控制

13、技术管理—悬挂吊柱施工控制

由于裙楼T2-3区进度安排在T2塔楼之后，T2
塔楼部分柱子底部悬空，施工难度较大，利用
BIM进行悬挂吊柱施工方案模拟，从安全、质
量、进度等方面确保该项技术的可行性，保证
现场施工的顺利进行。

图20  悬挂吊柱施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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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技术管理—钢栈桥施工控制

由于意外发现古城墙，导致土方工程施工延
误，T1 塔楼及相应裙房区域无法施工，增设钢
栈桥作为临时施工道路，荷载两车道550KN 汽
车，利用BIM演示钢栈桥的设计方案及安装过
程，确保了现场施工顺利开展。

图22  钢栈桥施工控制

15、技术管理 - 施工工艺库PC端及移动端应用

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形成了37项施工工艺三维
成果，放置在项目服务器上共享，为现场施工
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提供了三维可视化施工技
术交底；并已上传到我局三维可视化施工工艺
知识库中，便于本项目施工工艺成果的全面推
广应用。

图23  施工工艺库PC端应用

图24  施工工艺库移动端应用

16、技术管理—施工技术专利

利用BIM进行分体式对拉螺杆及模板拉结结
构、人工挖孔桩出土支架、桩基扩大头支撑结

构、承插式检测管的设计，获得了国家专利。

图25  施工技术专利

17、质量安全管理—现场安防监控方案模拟

在项目施工进场初期，通过BIM进行现场安防
监控方案效果进行模拟，以确定合理的摄像头
数量、安装位置等。

图26  现场安防监控方案模拟

18、质量安全管理—BIM移动应用

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借助Autodesk BIM 360云
技术，进行现场施工指导、质量检验与指导。

图27  BIM移动应用

19、质量安全管理—实测实量、设备巡检活码管

理

现场质量管理人员在手机上使用活码管理系统
进行现场实测实量、设备巡检等数据的记录，

在后台可以方便地管理本项目所有实测实量数
据。将实测实量的数据生成二维码链接至BIM
模型构件，做好竣工模型信息录入，为后期物
业运维提供便利。

图21  钢栈桥现场施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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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实测实量活码管理

20、质量安全管理-宴会厅装修材料选择方案

模拟

利用虚拟现实平台对宴会厅多种装修材料选择
方案进行模拟，业主及设计方能够准确评估装
修材料选择和搭配的合理性。

图29  宴会厅装修材料选择方案模拟

21、质量安全管理—宴会厅VR沉浸式装修效果

体验

通过宴会厅VR沉浸式装修效果体验，业主及
设计方能够准确评估宴会厅的空间布局、装修
效果。

图30  宴会厅VR沉浸式装修效果体验

22、质量安全管理—VR安全防护规划

在BIM模型中，提前对临边、洞口等危险源进

行判断，提前规划好现场安全防护，并用于管
理人员安全交底。

图31  VR安全防护规划

23、质量安全管理—VR火灾应急预案模拟

将BIM模型导入VR软件，进行火灾应急预案人
员疏散模拟，用于现场施工人员及劳务人员的
安全教育。

图32  VR火灾应急预案模拟

24、质量安全管理—VR体验式安全教育系统

应用

通过应用VR体验式安全教育系统对工人进行安
全教育，提高工人安全意识，为实现项目安全
文明工地的目标提供保障。

图33  VR体验式安全教育系统应用

25、进度与材料管控—土建4D模拟施工

我们用Autodesk Navisworks编制了4D进度模
拟，直观展示建造时间、形象进度，便于各类
协调工作的开展。

图34  土建4D模拟施工

26、进度与材料管控—无人机现场巡检

定期利用无人机拍摄现场情况，全方位记录项
目施工进展情况，同时与4D模拟施工进展进行
比对，及时纠正现场施工偏差。

图35  无人机现场巡检

27、进度与材料管控—工程量统计

采用BIM模型提取和注释提取两种方法提取材

图36  工程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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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用量，用于现场材料采购计划编制和材料进
场时间安排。

28、协同工作—BIM云平台应用

利用我局联合外部开发的BIM云平台作为参建
方及项目内部沟通平台，含BIM模型文件及各
类协调信息，主要内容为BIM模型、设计变
更、图纸问题、需要协调的事项等。

图37  BIM云平台应用

三、BIM应用总结
1、BIM应用特点、亮点及创新点

该项目取得了以下创新成果：形成了37项施

工工艺成果、塔楼室内日照分析及遮阳方案设
计、现场监控方案模拟、桩基扩大头支撑专利
设计、人工挖孔桩出土支架专利设计、承插式
检测管专利设计、分体式对拉螺杆及模板拉结
结构专利设计、实测实量活码管理、精装修材
料方案模拟、悬吊柱施工方案模拟、VR体验式
安装教育系统、BIM云平台协同施工等。

2、BIM应用成效

本项目通过应用BIM，解决了施工过程中的施
工难点，提高了各参建方的协同程度，提高了
施工质量、缩短了建造工期、节约了成本，提
高了施工总承包管理能力，提升了管理品质。

截止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如下成果：获得了
重庆市安全文明“十佳”工地、重庆市扬尘控
制“十佳”工地、第五批全国建筑业绿色施工
示范工程、2015年全国优秀项目管理成果三等
奖；截至目前，工期整体提前38天，其中T3S
塔楼提前90天封顶；实现经济效益832万元人
民币。

图38  BIM应用特点、亮点及创新点

图39 荣誉证书

3、应用心得总结

在大型复杂项目中最能体现BIM技术的优势，

尤其是在解决复杂技术难题、复杂资源配置等
方面优势特别明显，BIM模型的可分析、可预
测特点为绿色建筑实施提供了有利依据。在大
型复杂项目BIM实施中，需要配置BIM专业团
队和BIM应用团队，才能更好地确保BIM各项
成果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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