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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中国，长沙市湘江新区

应用软件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3ds Max®

Autodesk® Dynamo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充分
发挥设计、施工一体化集成服
务优势，展开了基于BIM技术
在项目集群管理的积极探索。

依托BIM、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以模型为核心从海量信
息中自动分析和萃取有用信
息，开发信息管理平台，实现
公司总部与项目现场的信息共
享、管理联动。

— 刘著群
 BIM中心主任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图1 湖南省美术馆及艺术家之家效果图

文化繁荣   底蕴深厚
BIM助力湖南省首个美术馆综合体建设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创建于1952年，是一
家集工程施工、投资开发、技术研发为一体的
国有独资大型企业。公司注册资本金30亿元，

年施工生产能力逾300亿元。公司拥有工程技
术人员4000余人，高、中级职称1500余人，

注册一、二级建造师700余人，其他注册师100
余人。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
路、市政公用、机电安装总承包一级；桥梁、

公路路面及路基、钢结构、起重设备安装、消
防设施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环保工程、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等专业承包一级；房地产开发、

国家物业管理一级；建筑设计、装饰设计及幕
墙设计甲级；施工劳务资质和其他专业资质。

六十多年的厚重积淀，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
企业精神和文化，形成了“敬天、爱人、厚
德、兴业”的核心价值观； “一流、超越、精
作、奉献”的企业精神；“追求建筑高品位展
示湖南六建人”的企业品质。

公司以“做强施工、做大投资、做精专业、做
优团队、做活文化”为核心，在湖南各地州市
和全国3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设有分公
司，并承建了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马尔代
夫等国家的重点工程。业务范围涉及施工、投
资、开发、设计、咨询、建材、工程设备、劳

务、路桥、市政、水利、交通等建筑业上中下
游产业等领域。

公司资金雄厚，信誉卓著，已荣获35项鲁班
奖，以及国家级装饰金奖、国家级钢结构金
奖、省芙蓉奖及其它国家级、省部级专业奖数
百项，先后获得38项国家专利、6项国家级工
法、3项全国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1项国家
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4项湖南省科技进步
奖、51项省级工法、16项省级新技术应用示范
工程、1项国家级绿色施工科技示范工程、8
项省级绿色施工示范工程、146项企业施工工
艺标准，主编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1项。获
得的主要荣誉有“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全国用户满意施工企业”、“全国质量管理
优秀施工企业”、“‘十一五’全国建筑业科
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企业”、“全国建设系
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优秀施工
企业”、“全国建筑业先进企业”、“全国模
范职工之家”、“全国建筑业诚信企业”、

“湖南省文明单位”、“湖南省优秀企业”。

项目概况
湖南省美术馆位于湘江新区后湖景区湘江之
滨，毗邻中南大学新校区，占地面积5万多平
方米，建筑面积24700多平方米。美术馆为地
上三层，屋面标高展厅最高处22m，女儿墙标

高最高处29.5m。文艺家之家为地上四层，屋
面结构标高16m，女儿墙标高最高17.5m。幕
墙工程包括陶土板幕墙系统、陶土百叶幕墙
系统、框架式玻璃幕墙系统、吊挂大玻璃幕
墙系统、玻璃栏杆系统、玻璃采光顶系统、

开放式裂纹陶土板幕墙系统等。美术馆由展
览区、公共服务区、学术研讨区、办公区、

藏品区等五大区域组成，具备陈列展览、文
化服务、对外交流、学术研究、文艺创作、

艺术收藏等功能。建成后，将填补长期以来
湖南大型专业艺术展馆的空白，对提升长沙
城市文化品位、促进湖南文化艺术事业大发
展大繁荣。

BIM应用介绍
本项目以BIM技术为支撑，贯穿建设项目施
工—运维阶段的BIM应用。

施工准备阶段
模型搭建

利用Autodesk Revit进行全专业模型搭建，在
建模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形成问题记录表；模型
完成后利用Autodesk Navisworks对机电模型
进行碰撞检查，检查设计图纸中存在的错漏，

对重点位置进行描述并提出建议，减免了有可
能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不必要成本损耗和工期
影响。此外，Autodesk Revit模型为管线优

化、施工模拟等BIM应用提供几何形体及数据
支持。

图6美术馆及艺术家之家综合模型

土建模型碰撞检查报告

在建模过程中发现问题形成问题记录表进行汇
总，用于图纸会审，累计发现图纸问题65处，

解决问题的同时加深项目管理人员对图纸的理
解，避免因图纸问题造成返工。

图7结构专业碰撞检查报告

高支模深化设计

本工程高支模区域共有12处，最大跨度27m，

最大梁600*1800，最高支模高度为18m，高支
模状况复杂。通过专业的图纸和文字描述的交
底方式已经不能很好的阐述方案设计意图，对
复杂节点的处理上，也无法直观表达。根据以
上存在的问题，借助BIM可视化模型并参考国
家规范，自动生成模板和脚手架模型，对项目
高支模部分进行智能识别，计算并生成材料统
计、模板脚手架施工方案和高大模板安全计算
书等。

图8高支模平立剖施工图及节点图

图3 湖南省美术馆红陶板幕墙效果图

图2 湖南省美术馆及艺术家之家效果图

图4 规划平面图 图5 机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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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中国，长沙市湘江新区

应用软件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3ds Max®

Autodesk® Dynamo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充分
发挥设计、施工一体化集成服
务优势，展开了基于BIM技术
在项目集群管理的积极探索。

依托BIM、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以模型为核心从海量信
息中自动分析和萃取有用信
息，开发信息管理平台，实现
公司总部与项目现场的信息共
享、管理联动。

—刘著群
 BIM中心主任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图1 湖南省美术馆及艺术家之家效果图

文化繁荣   底蕴深厚
BIM助力湖南省首个美术馆综合体建设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创建于1952年，是一
家集工程施工、投资开发、技术研发为一体的
国有独资大型企业。公司注册资本金30亿元，

年施工生产能力逾300亿元。公司拥有工程技
术人员4000余人，高、中级职称1500余人，

注册一、二级建造师700余人，其他注册师100
余人。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
路、市政公用、机电安装总承包一级；桥梁、

公路路面及路基、钢结构、起重设备安装、消
防设施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环保工程、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等专业承包一级；房地产开发、

国家物业管理一级；建筑设计、装饰设计及幕
墙设计甲级；施工劳务资质和其他专业资质。

六十多年的厚重积淀，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
企业精神和文化，形成了“敬天、爱人、厚
德、兴业”的核心价值观； “一流、超越、精
作、奉献”的企业精神；“追求建筑高品位展
示湖南六建人”的企业品质。

公司以“做强施工、做大投资、做精专业、做
优团队、做活文化”为核心，在湖南各地州市
和全国3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设有分公
司，并承建了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马尔代
夫等国家的重点工程。业务范围涉及施工、投
资、开发、设计、咨询、建材、工程设备、劳

务、路桥、市政、水利、交通等建筑业上中下
游产业等领域。

公司资金雄厚，信誉卓著，已荣获35项鲁班
奖，以及国家级装饰金奖、国家级钢结构金
奖、省芙蓉奖及其它国家级、省部级专业奖数
百项，先后获得38项国家专利、6项国家级工
法、3项全国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1项国家
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4项湖南省科技进步
奖、51项省级工法、16项省级新技术应用示范
工程、1项国家级绿色施工科技示范工程、8
项省级绿色施工示范工程、146项企业施工工
艺标准，主编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1项。获
得的主要荣誉有“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全国用户满意施工企业”、“全国质量管理
优秀施工企业”、“‘十一五’全国建筑业科
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企业”、“全国建设系
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优秀施工
企业”、“全国建筑业先进企业”、“全国模
范职工之家”、“全国建筑业诚信企业”、

“湖南省文明单位”、“湖南省优秀企业”。

项目概况
湖南省美术馆位于湘江新区后湖景区湘江之
滨，毗邻中南大学新校区，占地面积5万多平
方米，建筑面积24700多平方米。美术馆为地
上三层，屋面标高展厅最高处22m，女儿墙标

高最高处29.5m。文艺家之家为地上四层，屋
面结构标高16m，女儿墙标高最高17.5m。幕
墙工程包括陶土板幕墙系统、陶土百叶幕墙
系统、框架式玻璃幕墙系统、吊挂大玻璃幕
墙系统、玻璃栏杆系统、玻璃采光顶系统、

开放式裂纹陶土板幕墙系统等。美术馆由展
览区、公共服务区、学术研讨区、办公区、

藏品区等五大区域组成，具备陈列展览、文
化服务、对外交流、学术研究、文艺创作、

艺术收藏等功能。建成后，将填补长期以来
湖南大型专业艺术展馆的空白，对提升长沙
城市文化品位、促进湖南文化艺术事业大发
展大繁荣。 

BIM应用介绍
本项目以BIM技术为支撑，贯穿建设项目施
工—运维阶段的BIM应用。

施工准备阶段
模型搭建

利用Autodesk Revit进行全专业模型搭建，在
建模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形成问题记录表；模型
完成后利用Autodesk Navisworks对机电模型
进行碰撞检查，检查设计图纸中存在的错漏，

对重点位置进行描述并提出建议，减免了有可
能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不必要成本损耗和工期
影响。此外，Autodesk Revit模型为管线优

化、施工模拟等BIM应用提供几何形体及数据
支持。

图6美术馆及艺术家之家综合模型

土建模型碰撞检查报告

在建模过程中发现问题形成问题记录表进行汇
总，用于图纸会审，累计发现图纸问题65处，

解决问题的同时加深项目管理人员对图纸的理
解，避免因图纸问题造成返工。

图7结构专业碰撞检查报告

高支模深化设计

本工程高支模区域共有12处，最大跨度27m，

最大梁600*1800，最高支模高度为18m，高支
模状况复杂。通过专业的图纸和文字描述的交
底方式已经不能很好的阐述方案设计意图，对
复杂节点的处理上，也无法直观表达。根据以
上存在的问题，借助BIM可视化模型并参考国
家规范，自动生成模板和脚手架模型，对项目
高支模部分进行智能识别，计算并生成材料统
计、模板脚手架施工方案和高大模板安全计算
书等。

图8高支模平立剖施工图及节点图

图3 湖南省美术馆红陶板幕墙效果图

图2 湖南省美术馆及艺术家之家效果图

图4 规划平面图 图5 机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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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脚手架设计

本工程外立面复杂，外架搭设分段多，位置及
搭设时间不一，给架体受力验算和搭设带来很
大困难，如何确定各段搭设参数及搭设时间，

保证安全稳定是工程施工的难点。

图9 外脚手架模型

首先建立土建模型及幕墙模型，根据模型对脚
手架进行设计，由于建筑物结构异形，且部分
位置向内收缩，导致脚手架存在不连续的情
况。脚手架搭设对架体结构稳定性、承载力有
很高的要求。针对此特点，对脚手架进行分层
分段设计（如图9所示）利用模架软件对脚手
架参数进行优化（如图10所示），生成计算书
作为参考，保证脚手架的稳定性及承载力符合
规范要求，确保工人有足够的作业面，达到满
足到施工的要求。配合进度计划确定每段开始
搭设时间，出具工程量清单，实行限额领料，

节约成本。

图10 外脚手架参数优化

幕墙工程深化设计

本工程幕墙系统主要由红陶土板构成，幕墙的
施工难点关键在于控制单元式转接件的安装精

度、小单元陶板组件制作及板块吊装。如何
准确放线定位对幕墙施工来说尤为重要。利用
Autodesk Revit三维可视化的特点，对重点难
点区域进行深化设计，准确定位预埋件位置，

分析节点模型构造形式，帮助安装工人理解设
计意图，保证安装的精度。根据红陶板幕墙系
统施工工艺要求，确定红陶板安装流程，进行
三维技术交底，指导现场工人进行安装，确保
安装质量。

利用Autodesk Dynamo进行可视化编程，设置
成套电池组，建立参数化数字、几何一体化模
型，并对红陶板幕墙单元板块进行快速编号及
工程量统计。

图12 幕墙Autodesk Dynamo参数化设计

开放式裂纹陶板小单元板块加工制作是本项目
的重点、难点。幕墙外立面装饰为开放式的裂
纹设置，以大展厅南侧为例，整个幕墙19个分
块裂纹设置采用四个基本单元组合而成，利用
Autodesk Revit建立四个基本单元深化模型，

进行模型预分割，确定分割缝位置。

图13 幕墙基本单元模型

以基本单元一为例：利用模型生成下料单，对
小拼接件进行编号并标注在白陶板背面，指导
现场进行定尺切割与小分块预拼接，保证开放
式裂纹白陶土板拼接精度。

图14白陶土板分块模型

对白陶板、铝条、铝板、角钢开孔位置进行深
化设计定位，辅助整体四个基本单元板块共
1695个孔位机械钻孔定位，控制尺寸偏差，减
少二次钻孔，节约材料及生产成本。

图15幕墙定位开孔模型

预应力结构分析与模拟

本工程屋面大跨度梁采用有粘结预应力技术，

梁截面尺寸为600*1600、600*1800，最大跨

图11 红陶土板幕墙节点模型 图16 钢筋节点模型

度27m， 利用Autodesk Revit建立三维模型进
行预应力梁深化设计，确定预应力筋位置，指
导预应力筋定尺下料及定位绑扎。

利用钢筋模型对预应力筋进行排布时发现预应
力筋与普通钢筋存在多处冲突，及时会同设计
单位及专业预应力公司调整节点的布置，确保
设计要求和钢筋位置正确，避免主体结构的二
次开洞带来的安全隐患及材料浪费。

利用Autodesk 3ds Max制作后张法有粘结预应
力工艺交底动画，从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点，进
行清晰详细的交底，确保预应力专业施工质量。

图17 预应力工艺动画

管线碰撞检查报告

综合土建、给排水、电气、消防、暖通各专业
模型，通过Autodesk Navisworks对几何模
型进行碰撞检查，预先发现安装工程中不同部
分、不同专业之间的冲突和干扰，在Autodesk 
Navisworks模型上标记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并截
取图像，形成碰撞报告，不断优化调整管线的
空间布局，以达到最合理的综合排布效果。

在净高允许条件下，利用Autodesk Navisworks
检查净高不合格处，在满足功能的情况下，通
过管线平移、翻弯，风管等面积变换等方式优
化管线空间位置，使净高满足设计要求。

图19 净高优化

管综三维可视化交底优化设计

利用Autodesk Revit三维可视化特点，对重点
难点区域的处理，我方各专业BIM人员进行研
究讨论，提出调整建议，并与各参与方沟通，

确定优化调整方案，在解决碰撞问题的同时，

达到提高空间使用率、管线排布合理性及运行
维护需求的目的。

图20 管综三维可视化交底

由于系统繁多，各专业管线占位混乱，不仅碰
撞严重，更无法满足施工、检修和运行空间。

图18 机电碰撞检测报告 图21 地下某管廊优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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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脚手架设计

本工程外立面复杂，外架搭设分段多，位置及
搭设时间不一，给架体受力验算和搭设带来很
大困难，如何确定各段搭设参数及搭设时间，

保证安全稳定是工程施工的难点。

图9 外脚手架模型

首先建立土建模型及幕墙模型，根据模型对脚
手架进行设计，由于建筑物结构异形，且部分
位置向内收缩，导致脚手架存在不连续的情
况。脚手架搭设对架体结构稳定性、承载力有
很高的要求。针对此特点，对脚手架进行分层
分段设计（如图9所示）利用模架软件对脚手
架参数进行优化（如图10所示），生成计算书
作为参考，保证脚手架的稳定性及承载力符合
规范要求，确保工人有足够的作业面，达到满
足到施工的要求。配合进度计划确定每段开始
搭设时间，出具工程量清单，实行限额领料，

节约成本。

图10 外脚手架参数优化

幕墙工程深化设计

本工程幕墙系统主要由红陶土板构成，幕墙的
施工难点关键在于控制单元式转接件的安装精

度、小单元陶板组件制作及板块吊装。如何
准确放线定位对幕墙施工来说尤为重要。利用
Autodesk Revit三维可视化的特点，对重点难
点区域进行深化设计，准确定位预埋件位置，

分析节点模型构造形式，帮助安装工人理解设
计意图，保证安装的精度。根据红陶板幕墙系
统施工工艺要求，确定红陶板安装流程，进行
三维技术交底，指导现场工人进行安装，确保
安装质量。

利用Autodesk Dynamo进行可视化编程，设置
成套电池组，建立参数化数字、几何一体化模
型，并对红陶板幕墙单元板块进行快速编号及
工程量统计。

图12 幕墙Autodesk Dynamo参数化设计

开放式裂纹陶板小单元板块加工制作是本项目
的重点、难点。幕墙外立面装饰为开放式的裂
纹设置，以大展厅南侧为例，整个幕墙19个分
块裂纹设置采用四个基本单元组合而成，利用
Autodesk Revit建立四个基本单元深化模型，

进行模型预分割，确定分割缝位置。

图13 幕墙基本单元模型

以基本单元一为例：利用模型生成下料单，对
小拼接件进行编号并标注在白陶板背面，指导
现场进行定尺切割与小分块预拼接，保证开放
式裂纹白陶土板拼接精度。

图14白陶土板分块模型

对白陶板、铝条、铝板、角钢开孔位置进行深
化设计定位，辅助整体四个基本单元板块共
1695个孔位机械钻孔定位，控制尺寸偏差，减
少二次钻孔，节约材料及生产成本。

图15幕墙定位开孔模型

预应力结构分析与模拟

本工程屋面大跨度梁采用有粘结预应力技术，

梁截面尺寸为600*1600、600*1800，最大跨

图11 红陶土板幕墙节点模型 图16 钢筋节点模型

度27m， 利用Autodesk Revit建立三维模型进
行预应力梁深化设计，确定预应力筋位置，指
导预应力筋定尺下料及定位绑扎。

利用钢筋模型对预应力筋进行排布时发现预应
力筋与普通钢筋存在多处冲突，及时会同设计
单位及专业预应力公司调整节点的布置，确保
设计要求和钢筋位置正确，避免主体结构的二
次开洞带来的安全隐患及材料浪费。

利用Autodesk 3ds Max制作后张法有粘结预应
力工艺交底动画，从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点，进
行清晰详细的交底，确保预应力专业施工质量。

图17 预应力工艺动画

管线碰撞检查报告

综合土建、给排水、电气、消防、暖通各专业
模型，通过Autodesk Navisworks对几何模
型进行碰撞检查，预先发现安装工程中不同部
分、不同专业之间的冲突和干扰，在Autodesk 
Navisworks模型上标记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并截
取图像，形成碰撞报告，不断优化调整管线的
空间布局，以达到最合理的综合排布效果。

在净高允许条件下，利用Autodesk Navisworks
检查净高不合格处，在满足功能的情况下，通
过管线平移、翻弯，风管等面积变换等方式优
化管线空间位置，使净高满足设计要求。

图19 净高优化

管综三维可视化交底优化设计

利用Autodesk Revit三维可视化特点，对重点
难点区域的处理，我方各专业BIM人员进行研
究讨论，提出调整建议，并与各参与方沟通，

确定优化调整方案，在解决碰撞问题的同时，

达到提高空间使用率、管线排布合理性及运行
维护需求的目的。

图20 管综三维可视化交底

由于系统繁多，各专业管线占位混乱，不仅碰
撞严重，更无法满足施工、检修和运行空间。

图18 机电碰撞检测报告 图21 地下某管廊优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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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模型工程量与清单工程量对比分析

经工程量校核后得出直行墙及矩形柱优化后工
程量增加，增加金额约为10.56万元。

图26 工程量校核结果

材料计划管理

利用算量软件建立模型后，将模型上传至
BIM5D平台，利用平台提取项目主要材料工程
量，形成材料用量总计划，为编制项目材料采
购计划提供数据支撑。

图27 资源曲线

图28 材料计划表

采用BIM 5D平台，只需上传好模型、划分流
水段，即可做到一建提量。并实时导出构件
工程量与清单，避免重复工作，做到内外工
程量快速提取。

图29 工程量提取

BIM应用情况
• 精细化模型搭建：通过Autodesk Revit系列
软件进行全专业模型搭建，充分利用Revit
三维参数化的特点精确地控制项目单位误差
在1mm以内。各专业间分开建模，利用工作
集进一步对专业拆分进行管理与整合，最终
将各专业模型进行关联，形成完整的三维参
数化模型；

• 碰撞检查：将各专业Autodesk Revit模型
轻量化处理导入Autodesk Navisworks系
列软件中实现碰撞检查的目的。碰撞检查更
多需要分专业导入，以达到碰撞检查的各种
需求；

• 高支模深化设计：利用Autodesk Revit建
立等比例措施模型，论证方案的合理性及
可操作性，出具平立剖施工图及节点图指
导施工。

• 外脚手架方案：本工程外立面复杂，外架搭
设分段多，位置及搭设时间不一，给架体
受力验算和搭设带来很大困难。首先利用
Autodesk Revit建立土建模型及幕墙模型，

根据模型对脚手架进行设计，由于建筑物
结构异形，且部分位置向内收缩，导致脚手
架存在不连续的情况。脚手架搭设对架体结
构稳定性、承载力有很高的要求。针对此特
点，对脚手架进行分层分段设计利用模架软
件对脚手架参数进行优化，生成计算书作为
参考，保证脚手架的稳定性及承载力符合规
范要求。

• 幕墙工程深化设计：幕墙的施工难点，关键
在于控制单元式转接件的安装精度、小单元
陶板组件制作及板块吊装。借助Autodesk
Revit三维可视化手段对构造详图建立深化

图22地下某管廊优化后

BIM深化后，各专业管线占位符合施工顺序，

没有碰撞现象，且满足施工、检修和运行空
间。

模型工程量校核

利用现有施工图纸对原有模型进行核量，通过
钢筋模型的校核，发现美术馆地下室马蹬筋工
程量有误差、其他主体结构钢筋有变化。汇总
钢筋量差，较预算钢筋量增加135.43T，占美术
馆地下室钢筋总量的3.8%

图23 钢筋模型

图24 钢筋校核结果

清单工程量校核

模型优化后，提取的BIM模型工程量与投标清
单工程量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工程量有误差
的清单项。

中国目前建筑施工行业管理还
比较粗放，运用BIM技术结合
信息化手段，开展BIM技术应
用，实现BIM+信息化，助力
项目精细化、信息化管理，提
高施工质量、节约施工成本，

确保施工安全。

—周瑾
 BIM中心技术主管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模型，准确定位预埋件位置，分析节点模型
构造形式，帮助安装工人理解设计意图，保
证安装的精度。根据红陶板幕墙系统施工工
艺要求，确定红陶板安装流程，进行三维技
术交底，指导现场工人进行安装，确保安装
质量。

• 幕墙单元板块快速编号：利用Autodesk
Dynamo进行编程，建立参数化模型，并对
红陶板幕墙单元板块进行快速编号及工程量
统计，从而解决安装精度及小单元组件匹配
制作的难题。

• 幕墙开孔定位：幕墙外立面装饰为开放式的
裂纹设置，整个大展厅南侧幕墙由19个分块
裂纹组成，采用四个基本单元组合而成，利
用Autodesk Revit建立四个基本单元深化模
型，进行模型预分割，确定分割缝位置。利
用模型生成下料单，对小拼接件进行编号并
标注在白陶板背面，指导现场进行定尺切割
与小分块预拼接，保证开放式裂纹白陶土板
拼接精度。对白陶板、铝条、铝板、角钢开
孔位置进行深化设计定位，辅助整体四个基
本单元板块共1695个孔位机械钻孔定位，控
制尺寸偏差，减少二次钻孔，节约材料及生
产成本。

• 预应力结构：预应力梁截面尺寸较大，复杂
节点处钢筋排布密集，对预应力筋的布置造
成影响，利用Autodesk Revit建立三维模
型对预应力筋进行排布时发现预应力筋与普
通钢筋存在多处冲突，及时会同设计单位及
专业预应力公司调整节点的布置，确保设计

要求和钢筋位置正确。利用Autodesk 3ds 
Max制作后张法有粘结预应力工艺交底动
画，从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点，进行清晰详
细的交底，确保预应力专业施工质量。

• 管线优化：借助Autodesk Revit三维可视化
手段就重点难点排查、管线与空间排布合理
性等问题进行研究，利用Autodesk Revit各
视图联动的特点高效地确定最优方案。

• 其他应用：Autodesk Revit模型多接口输出
保证了其利用率，为其他扩展应用提供了宝
贵的三维几何信息与非几何信息。

结语
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为避免模型建立混
乱与衔接问题，我们在实施前明确分工，各司
其职。在项目初期，通过对施工图纸的识别，

建立建筑、结构、机电模型，完成建筑、结
构、机电模型之间的碰撞检查，累计发现图纸
问题65处。与此同时，在建筑、结构模型的基
础上，对幕墙施工、模板施工、脚手架施工、

预应力施工、三维场布等进行优化设计。比如
对如幕墙单元的设计，幕墙细部精细、结构复
杂、传统的平、立、剖施工图难以表达清楚，

不够直观，再加上建筑分层向内收缩，幕墙的
定位安装等施工难度大。运用Autodesk 系列
软件，我们可以对幕墙进行深化设计，出具细
部节点三维模型，采用三维图纸或视频进行技
术交底，指导现场施工。通过BIM技术在项目
中的实施和应用，为项目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和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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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模型工程量与清单工程量对比分析

经工程量校核后得出直行墙及矩形柱优化后工
程量增加，增加金额约为10.56万元。

图26 工程量校核结果

材料计划管理

利用算量软件建立模型后，将模型上传至
BIM5D平台，利用平台提取项目主要材料工程
量，形成材料用量总计划，为编制项目材料采
购计划提供数据支撑。

图27 资源曲线

图28 材料计划表

采用BIM 5D平台，只需上传好模型、划分流
水段，即可做到一建提量。并实时导出构件
工程量与清单，避免重复工作，做到内外工
程量快速提取。

图29 工程量提取

BIM应用情况
• 精细化模型搭建：通过Autodesk Revit系列
软件进行全专业模型搭建，充分利用Revit
三维参数化的特点精确地控制项目单位误差
在1mm以内。各专业间分开建模，利用工作
集进一步对专业拆分进行管理与整合，最终
将各专业模型进行关联，形成完整的三维参
数化模型；

• 碰撞检查：将各专业Autodesk Revit模型
轻量化处理导入Autodesk Navisworks系
列软件中实现碰撞检查的目的。碰撞检查更
多需要分专业导入，以达到碰撞检查的各种
需求；

• 高支模深化设计：利用Autodesk Revit建
立等比例措施模型，论证方案的合理性及
可操作性，出具平立剖施工图及节点图指
导施工。

• 外脚手架方案：本工程外立面复杂，外架搭
设分段多，位置及搭设时间不一，给架体
受力验算和搭设带来很大困难。首先利用
Autodesk Revit建立土建模型及幕墙模型，

根据模型对脚手架进行设计，由于建筑物
结构异形，且部分位置向内收缩，导致脚手
架存在不连续的情况。脚手架搭设对架体结
构稳定性、承载力有很高的要求。针对此特
点，对脚手架进行分层分段设计利用模架软
件对脚手架参数进行优化，生成计算书作为
参考，保证脚手架的稳定性及承载力符合规
范要求。

• 幕墙工程深化设计：幕墙的施工难点，关键
在于控制单元式转接件的安装精度、小单元
陶板组件制作及板块吊装。借助Autodesk
Revit三维可视化手段对构造详图建立深化

图22地下某管廊优化后

BIM深化后，各专业管线占位符合施工顺序，

没有碰撞现象，且满足施工、检修和运行空
间。

模型工程量校核

利用现有施工图纸对原有模型进行核量，通过
钢筋模型的校核，发现美术馆地下室马蹬筋工
程量有误差、其他主体结构钢筋有变化。汇总
钢筋量差，较预算钢筋量增加135.43T，占美术
馆地下室钢筋总量的3.8%

图23 钢筋模型

图24 钢筋校核结果

清单工程量校核

模型优化后，提取的BIM模型工程量与投标清
单工程量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工程量有误差
的清单项。

中国目前建筑施工行业管理还
比较粗放，运用BIM技术结合
信息化手段，开展BIM技术应
用，实现BIM+信息化，助力
项目精细化、信息化管理，提
高施工质量、节约施工成本，

确保施工安全。

— 周瑾
 BIM中心技术主管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模型，准确定位预埋件位置，分析节点模型
构造形式，帮助安装工人理解设计意图，保
证安装的精度。根据红陶板幕墙系统施工工
艺要求，确定红陶板安装流程，进行三维技
术交底，指导现场工人进行安装，确保安装
质量。

• 幕墙单元板块快速编号：利用Autodesk
Dynamo进行编程，建立参数化模型，并对
红陶板幕墙单元板块进行快速编号及工程量
统计，从而解决安装精度及小单元组件匹配
制作的难题。

• 幕墙开孔定位：幕墙外立面装饰为开放式的
裂纹设置，整个大展厅南侧幕墙由19个分块
裂纹组成，采用四个基本单元组合而成，利
用Autodesk Revit建立四个基本单元深化模
型，进行模型预分割，确定分割缝位置。利
用模型生成下料单，对小拼接件进行编号并
标注在白陶板背面，指导现场进行定尺切割
与小分块预拼接，保证开放式裂纹白陶土板
拼接精度。对白陶板、铝条、铝板、角钢开
孔位置进行深化设计定位，辅助整体四个基
本单元板块共1695个孔位机械钻孔定位，控
制尺寸偏差，减少二次钻孔，节约材料及生
产成本。

• 预应力结构：预应力梁截面尺寸较大，复杂
节点处钢筋排布密集，对预应力筋的布置造
成影响，利用Autodesk Revit建立三维模
型对预应力筋进行排布时发现预应力筋与普
通钢筋存在多处冲突，及时会同设计单位及
专业预应力公司调整节点的布置，确保设计

要求和钢筋位置正确。利用Autodesk 3ds 
Max制作后张法有粘结预应力工艺交底动
画，从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点，进行清晰详
细的交底，确保预应力专业施工质量。

• 管线优化：借助Autodesk Revit三维可视化
手段就重点难点排查、管线与空间排布合理
性等问题进行研究，利用Autodesk Revit各
视图联动的特点高效地确定最优方案。

• 其他应用：Autodesk Revit模型多接口输出
保证了其利用率，为其他扩展应用提供了宝
贵的三维几何信息与非几何信息。

结语
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为避免模型建立混
乱与衔接问题，我们在实施前明确分工，各司
其职。在项目初期，通过对施工图纸的识别，

建立建筑、结构、机电模型，完成建筑、结
构、机电模型之间的碰撞检查，累计发现图纸
问题65处。与此同时，在建筑、结构模型的基
础上，对幕墙施工、模板施工、脚手架施工、

预应力施工、三维场布等进行优化设计。比如
对如幕墙单元的设计，幕墙细部精细、结构复
杂、传统的平、立、剖施工图难以表达清楚，

不够直观，再加上建筑分层向内收缩，幕墙的
定位安装等施工难度大。运用Autodesk 系列
软件，我们可以对幕墙进行深化设计，出具细
部节点三维模型，采用三维图纸或视频进行技
术交底，指导现场施工。通过BIM技术在项目
中的实施和应用，为项目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和管理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