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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市东北郊

应用软件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3ds Max® Design

利用数字化建筑信息模型对建
设工程项目进行深化设计、施
工管理、后期运维是我们一直
探索的目标。BIM的应用，应
该贯彻一模到底的思想，把整
个项目从策划、设计、施工、

运营直至改建拆除的全过程作
为服务对象，利用一套模型，

在各个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

本项目的BIM工程师们通过运
用Autodesk系列软件进行全
专业模型搭建，充分将建筑
信息与数字化建筑模型相挂
接。BIM的运用，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升了我
司先进化，科技化，信息化的 
形象。

— 黄蕊
 BIM工程师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图1 布隆迪总统府鸟瞰效果图

BIM助力“一带一路”
中国援布隆迪总统府装饰装修工程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立于1980年，隶属于
湖南建工集团。公司产值过百亿元，拥有各类
施工设备500多台，年施工能力200亿元，现
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逾3000人，其中中高级职
称852人，注册建造师300多人。

公司是以建设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为主的
国有大型建筑企业，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和多项专业
承包资质。公司先后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
康安全“三位一体”的审核认证，建立有完整
的质量、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公司
具有超强的创新意识和技术研发能力，被认定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业务分布全国各地，近
年来，公司大力拓展海外业务，在非洲、北美
洲、东南亚等地承接了水利水电和城市设施建

设项目。先后创“鲁班奖”、“芙蓉奖”和省
市优质工程等300多项。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市
“先进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等荣誉
称号。

项目概况
中国援布总统府位于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市
东北郊，距市中心约9公里，于2015年开始建
设，总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主要包括总统
办公楼、警卫用房、设备用房和污水处理站等 
设施。

中国向布隆迪援建总统府，使布隆迪政府自
1962年独立以来首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总统府，

体现了布中两国间最高水平的政治和外交关
系，布隆迪政府未来将为推动布中关系作出最
大努力。中布双方完成总统府移交体现了两国
间真诚的友谊与合作，双方正将中国未来三年
对非合作“八大行动“与布十年发展规划对接, 
以寻求新的优先合作领域。中布合作未来将重
点关注改善布隆迪民生等方面。

图2 布隆迪总统府正立面效果图

BIM技术路线

图3 本项目BIM技术路线

案例BIM应用介绍
本项目以BIM大数据为支撑，以施工前准备阶
段—施工阶段—施工后运营阶段为技术路线展
开BIM应用。

施工前准备阶段的BIM深化设计

模型建立

Autodesk Revit装饰装修模型搭建，进一步进
行内部装饰的细化。BIM工程师利用装饰装修
模型，进行后续的碰撞检查，设计深化，方案
比选等应用。

每个房间均按照装饰装修工程的步奏，对施杆
龙骨 、吊顶 、木架 、墙面  、地面铺装等构
件进行详细的绘制，形成精细的室内装饰模型。

为BIM工程师进行可视化施工交底，资料信息
挂接等应用提供基础。 图4 装饰装修模型

图5 大厅装饰装修模型

图6 多功能厅装饰装修模型

BIM排砖

通过Autodesk Revit进行装饰排砖，建立内
装修的排砖模型，进行立面出图出量，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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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内装饰方案比选

给灯光模型设置不同的照明系数，以此生成
效果图进行灯光比选，以此确定合适的照明 
设备。

设备清单为工厂的预制化加工提供依据。加工
完成的构件直接运送到布隆迪的施工现场进行 
安装。

图11 构建库截图

VR实景模拟

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随手在手
机端查看VR全景漫游，感受到实景模型上的各
类信息。真正实现了BIM应用的轻量化，科学
化，信息化。

图12 手机端扫码查看截图

施工阶段的BIM现场管理

可视化交底

制作二维码交底卡，并将二维码粘贴在工程醒
目位置。现场管理人员可随时通过扫码查阅施
工交底的内容，实现安全技术交底的信息化。

步生成排砖手册，使现场施工人员的排砖工
作能有图可依。

图7 门厅排砖图

方案比选

工作站完善各类布隆迪装饰工程中需要的材
质信息，建立材质库 。从中挑选不同的材质
搭配，形成多套方案。并利用前期Autodesk 
Revit建立的房间装饰模型，将不同的方案直观
展示出来。

图8 材质库截图

利用不同材质搭配的多套内装修模型渲染出效
果图，进行方案比选，确定最终的设计方案。

图15 质安管理流程

运营阶段的BIM模型交付

BIM工作站为后期运营策划了设备更换，空间
管理、后期维修、资产管理四个应用点：

• 设备更换的BIM应用主要利用设备信息与模
型的挂接，对重要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可充
分了解设备的运行状况，及时调取设备的维
修更换记录。

• 空间管理是运用建筑模型三维可视化的特
点，可及时获取各系统和设备的空间位置信
息，直观形象且方便查找。

• 对于墙面开裂，地板上鼓等各类后期维修问
题，可通过直接查看挂接于BIM模型上的工
艺交底卡获取维修方案，及时实施维修。

• 工程师可以通过BIM模型及时掌控整栋建筑
的构件和材质等信息，提升运维阶段的资产
管理效率。

• 方案比选：按照不同的装修方案对构件进行
详细的绘制，完善装修过程中需要的材质信
息建立材质库，形成多套装修方案，并实现
VR实景漫游，将不同的装饰方案直观的展示
出来供业主选择。

• 人才培养：通过开展BIM观摩和培训，充实
了公司BIM人才库，提高了公司的BIM技术
力量，培养专职BIM人员6名。项目管理人
员共26人，实现了全员参与BIM项目管理。

• 质安协同：通过BIM协同平台实现项目部内
部0A办公信息化管理，通过运用手机端，随
时，随地，随手的上传现场照片，让国内的
领导、技术人员远在千里之外也能随时远程
管控，提升工程整改率，保证工程质量。

• 可视化交底：采用BIM技术实现可视化交
底，制作二维码交底卡，实现安全技术交底
的信息化；引入虚拟工艺样板的概念，形成
工艺库，提高重难点部位的施工质量；制作
施工交底动画，提高科技性与先进性。

• 运维指导：将资料与模型挂接，建立了全方
位的资料管理模式，运用建筑模型三维可视
化的特点，及时查看设备运行，通过查看二
维码交底卡，获取维修方案，及时实施维
修，提升运维阶段的资产管理效率。

结语

湖南二建企业BIM中心将利用BIM集成优势开
发更好出的应用点，总结BIM价值，创造更多
的项目管理效益和社会效益。

织物吸音板安装，吊顶安装等施工工艺交底动
画，将这些动画与房间内的装修漫游相结合。

不但为现场施工人员提供直观可视化的视觉交
底，使他们能够快速深入的了解每一道施工工
艺，同时也提升了我司先进化，科技化，信息
化的形象。

图13工艺交底动画截图

云平台协同管理

通过BIM协同平台实现项目部内部0A办公信息
化管理，为项目部各管理人员及各分包队伍间
的信息传递提供便利，并形成管理记录。

根据进度情况1-2天上传一次现场形象进度照
片。管理层进入企业级BIM5D平台查看项目整
体进度以及各工区细部的进展情况，实时了解
项目进度动态。

图14 网页端进度查看

通过运用手机端，随时，随地，随手的上传现
场照片，及时要求项目部安排责任人进行整
改，严格把控质安管理的各个环节。领导层
可随时通过手机端进行远程管控，保证工程 
质量。

图10照明方案比选

构件预制化

为满足项目需求，很多特殊构件都是采用国内
加工国外安装的模式。工作站提前绘制构建
的族模型形成构件库，软件自动出图并统计

图12 二维码

利用Autodesk 3ds Max Design对施工工艺样
板进行建模，并对工艺流程展示的方式进行脚
本创建。制作了地面铺装，木墙面安装，硬包

图16资料库截图

BIM应用阶段成果

• 构件预制化：通过Autodesk Revit系列软件
进行构件预制建模，实现材料国内加工国外
安装的模式，提前预制特殊构件数百余件，

并形成了构件库，节约成本约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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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安协同：通过BIM协同平台实现项目部内
部0A办公信息化管理，通过运用手机端，随
时，随地，随手的上传现场照片，让国内的
领导、技术人员远在千里之外也能随时远程
管控，提升工程整改率，保证工程质量。

• 可视化交底：采用BIM技术实现可视化交
底，制作二维码交底卡，实现安全技术交底
的信息化；引入虚拟工艺样板的概念，形成
工艺库，提高重难点部位的施工质量；制作
施工交底动画，提高科技性与先进性。

• 运维指导：将资料与模型挂接，建立了全方
位的资料管理模式，运用建筑模型三维可视
化的特点，及时查看设备运行，通过查看二
维码交底卡，获取维修方案，及时实施维
修，提升运维阶段的资产管理效率。

结语

湖南二建企业BIM中心将利用BIM集成优势开
发更好出的应用点，总结BIM价值，创造更多
的项目管理效益和社会效益。

织物吸音板安装，吊顶安装等施工工艺交底动
画，将这些动画与房间内的装修漫游相结合。

不但为现场施工人员提供直观可视化的视觉交
底，使他们能够快速深入的了解每一道施工工
艺，同时也提升了我司先进化，科技化，信息
化的形象。

图13工艺交底动画截图

云平台协同管理

通过BIM协同平台实现项目部内部0A办公信息
化管理，为项目部各管理人员及各分包队伍间
的信息传递提供便利，并形成管理记录。

根据进度情况1-2天上传一次现场形象进度照
片。管理层进入企业级BIM5D平台查看项目整
体进度以及各工区细部的进展情况，实时了解
项目进度动态。

图14 网页端进度查看

通过运用手机端，随时，随地，随手的上传现
场照片，及时要求项目部安排责任人进行整
改，严格把控质安管理的各个环节。领导层
可随时通过手机端进行远程管控，保证工程 
质量。

图10照明方案比选

构件预制化

为满足项目需求，很多特殊构件都是采用国内
加工国外安装的模式。工作站提前绘制构建
的族模型形成构件库，软件自动出图并统计

图12 二维码

利用Autodesk 3ds Max Design对施工工艺样
板进行建模，并对工艺流程展示的方式进行脚
本创建。制作了地面铺装，木墙面安装，硬包

图16资料库截图

BIM应用阶段成果

• 构件预制化：通过Autodesk Revit系列软件
进行构件预制建模，实现材料国内加工国外
安装的模式，提前预制特殊构件数百余件，

并形成了构件库，节约成本约8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