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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中国，湖北

应用软件
Autodesk® AutoCAD®

Autodesk® InfraWorks®

Autodesk® Civil 3D®

Autodesk® Inventor®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Nastran-InCAD

嘉鱼长江公路大桥BIM设计
通过建立一个协同工作平
台，不断积累族库，并结合
AUTODESK软件进行二次开
发，完成模块化、参数化的快
速建模，然后联通计算分析模
型进行整体分析或局部分析，

确定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一旦
满足设计要求后，将形成最终
的BIM 设计模型，进行三维
展示、二维出图、工程量统计
等，最后交付信息化设计模
型。该技术在项目上的成功应
用，为桥梁工程BIM设计开拓
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具有极
大的行业启发性和行业推广 
价值。

— 廖原
主任工程师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图1 嘉鱼长江大桥

探索桥梁工程BIM正向设计之路
——BIM技术在嘉鱼长江大桥中的应用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0年，是全国交通行业中门类齐全、规模较
大的综合性交通科技型企业，持有国家颁发的
公路行业、水运行业、市政行业（道路工程、

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工程设计甲级资
质，测绘（工程测量）甲级、工程勘察综合类
甲级、监理甲级资质，地灾治理勘察、设计、

评估甲级资质，公路、港口河海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市政交通）工程咨询甲级资质，风景
园林、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市政行业（给
水工程、排水工程）工程设计乙级，招标代理
乙级等资质。

主要从事公路、桥梁、隧道、航道、港口、水
运枢纽、市政交通工程等工程项目的规划、可
行性研究、勘察设计、工程咨询、监理、工

程建设管理和招标代理等工作，具有独立承担
国内外大中型交通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服务的 
能力。

一、项目概况
嘉鱼长江大桥，位于中国湖北省洪湖市和嘉
鱼县之间，线路总长4960m，按双向六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桥面宽度为33.5米，主跨
920m，主梁采用闭口箱型截面，桥塔采用倒Y
钻石型桥塔，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径非对称混合
梁斜拉桥。

二、项目整体BIM实施总述
桥梁工程工程量大结构复杂，特大桥更甚，

一直是工程领域，乃至BIM领域的重难点研究
方向。桥梁内部构造繁杂，冲突碰撞在所难
免，造成的返工拆改、进度延误一直是项目
组想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BIM在设计领域最基础的价值体现
就是碰撞检查，按道理来说BIM就是项目组解
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可BIM技术一直以来却难
以在桥梁工程中真正落地。

项目组分析其原因是在于，对于BIM技术发挥
价值而言，模型完整度和颗粒度是至关重要
的。模型做到了什么水准，项目组才能期待图2嘉鱼长江大桥BIM效果图

BIM将产生哪些价值。全桥钢筋、骨架、锚
具、预应力、埋件不计其数，不做这些内部构
造模型或只做少量的工点模型，是解决不了整
体工程问题的。可如果要做这些内部构造模
型，工作量、模型量又难以承受。这个矛盾就
是本项目，乃至桥梁工程的最大难题之一。

因此，项目组通过本项目的实践，终于找到
了一套基于模块化设计理念的，提高桥梁BIM
效率的方法，并基于此研究可落地的正向设
计体系，才得以在本项目中实现真正达到工
程深度需求的BIM应用。项目组以Autodesk 
Inventor的模块化、装配式的BIM设计理念，

结合根据本项目设计需求和工程需求综合提炼
的桥梁工程结构化体系，高效的完成了全桥达
到工程实用深度的，参数化、模块化、结构化
BIM模型。

基于此过程，项目组在如何通过BIM技术提升
设计团队生产力方面，也获得了一些经验，清
晰的工作流与分工，让工程师、设计师专注于
桥梁设计；让建模员充分发挥BIM技术专长，

可以不再苛求一定具备丰富的工程经验，从而
达到为工程师、设计师减负，为建模员降低门
槛，从根本上优化桥梁设计人员配置和分工，

达到整体提升设计效率和品质的目标。

对于设计单位而言，最大的BIM需求就是将
BIM设计落地。在桥梁领域，从Autodesk 
I n f r a W o r k s的方案比选、到A u t o d e s k 
Nastran-InCAD计算分析、到Autodesk 
Inventor的模块化设计以及自动算量出图，最
终到基于自主研发平台的施工移交，项目组形
成了这套完整、高效的设计体系，也就达成了
桥梁BIM设计落地的目标。项目期间欧特克技
术团队和欧特克代理商北纬华元一直与项目组
深入合作，为项目提供应用乃至研发的各种咨
询服务，协助和辅导项目组共同完成本项目的
创新与实践。

三、项目BIM技术难点
1. 特大桥工程BIM设计模型量、工作量巨大，

达到施工精度往往多达上千万构件数量级，模
型工作量大，电脑硬件要求高。

2. 桥梁工程专业性强，BIM翻模方式不仅会产
生大量专业设计师的重复劳动，还难以实时有
效的解决工程问题，只有正向设计才能真正为
项目保驾护航。

3. 带状工程与块状工程设计思路相去甚远，难
以借鉴建筑领域成熟的BIM经验，需要探索一
套符合桥梁工程思路的流程、语言、规则、标
准与配套工具。

为了克服以上技术难题，项目组找到了一套高
效的桥梁BIM设计方法。通过在此桥梁工程难
度最高的特大桥项目中实践、印证，最终形成
了完整的桥梁工程的BIM正向设计体系。

图4 桥梁BIM正向设计体系

四、BIM设计流程与标准
项目实施前，项目组制定了相关BIM设计流程及
各阶段模型控制标准，确保项目实施的规范性。

航控制因素航道、深弘线输入至Autodesk 
Infraworks中进行分析比对，最终选定920m
＋330m桥跨方案，此方案跨越可通航水域宽
度达1250m，主跨完全覆盖航迹线带宽范围和
深泓线变化范围，且为通航安全适当留出富余
空间，完全满足了通航要求。通航部门通过方
案的演变讨论，通过了此方案。

图7 方案比选

2. 应力分析，方案确定

方案确定后，将桥面方案模型输出至软件中
进行初步计算验证，研究方案在结构上的可 
行性。

图8 应力分析

3. 线路里程分段，匹配线路措施表

将线路信息输出excel中，进行路线措施表的编
制，不同梁段类型按照线路里程进行区分。

图9 线路措施表图3 特大桥内部结构

图6 桥梁BIM设计标准

五、桥梁正向设计解决方案
1. 方案研究

在方案选取时，通航部门在航线方面的严苛
要求使项目方案始终不能确定。项目组将通

图5 桥梁BIM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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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InfraWorks®

Autodesk® Civil 3D®

Autodesk® Inv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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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长江公路大桥BIM设计
通过建立一个协同工作平
台，不断积累族库，并结合
AUTODESK软件进行二次开
发，完成模块化、参数化的快
速建模，然后联通计算分析模
型进行整体分析或局部分析，

确定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一旦
满足设计要求后，将形成最终
的BIM 设计模型，进行三维
展示、二维出图、工程量统计
等，最后交付信息化设计模
型。该技术在项目上的成功应
用，为桥梁工程BIM设计开拓
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具有极
大的行业启发性和行业推广 
价值。

—廖原
主任工程师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图1 嘉鱼长江大桥

探索桥梁工程BIM正向设计之路
——BIM技术在嘉鱼长江大桥中的应用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0年，是全国交通行业中门类齐全、规模较
大的综合性交通科技型企业，持有国家颁发的
公路行业、水运行业、市政行业（道路工程、

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工程设计甲级资
质，测绘（工程测量）甲级、工程勘察综合类
甲级、监理甲级资质，地灾治理勘察、设计、

评估甲级资质，公路、港口河海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市政交通）工程咨询甲级资质，风景
园林、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市政行业（给
水工程、排水工程）工程设计乙级，招标代理
乙级等资质。

主要从事公路、桥梁、隧道、航道、港口、水
运枢纽、市政交通工程等工程项目的规划、可
行性研究、勘察设计、工程咨询、监理、工

程建设管理和招标代理等工作，具有独立承担
国内外大中型交通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服务的 
能力。

一、项目概况
嘉鱼长江大桥，位于中国湖北省洪湖市和嘉
鱼县之间，线路总长4960m，按双向六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桥面宽度为33.5米，主跨
920m，主梁采用闭口箱型截面，桥塔采用倒Y
钻石型桥塔，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径非对称混合
梁斜拉桥。

二、项目整体BIM实施总述
桥梁工程工程量大结构复杂，特大桥更甚，

一直是工程领域，乃至BIM领域的重难点研究
方向。桥梁内部构造繁杂，冲突碰撞在所难
免，造成的返工拆改、进度延误一直是项目
组想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BIM在设计领域最基础的价值体现
就是碰撞检查，按道理来说BIM就是项目组解
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可BIM技术一直以来却难
以在桥梁工程中真正落地。

项目组分析其原因是在于，对于BIM技术发挥
价值而言，模型完整度和颗粒度是至关重要
的。模型做到了什么水准，项目组才能期待图2嘉鱼长江大桥BIM效果图

BIM将产生哪些价值。全桥钢筋、骨架、锚
具、预应力、埋件不计其数，不做这些内部构
造模型或只做少量的工点模型，是解决不了整
体工程问题的。可如果要做这些内部构造模
型，工作量、模型量又难以承受。这个矛盾就
是本项目，乃至桥梁工程的最大难题之一。

因此，项目组通过本项目的实践，终于找到
了一套基于模块化设计理念的，提高桥梁BIM
效率的方法，并基于此研究可落地的正向设
计体系，才得以在本项目中实现真正达到工
程深度需求的BIM应用。项目组以Autodesk 
Inventor的模块化、装配式的BIM设计理念，

结合根据本项目设计需求和工程需求综合提炼
的桥梁工程结构化体系，高效的完成了全桥达
到工程实用深度的，参数化、模块化、结构化
BIM模型。

基于此过程，项目组在如何通过BIM技术提升
设计团队生产力方面，也获得了一些经验，清
晰的工作流与分工，让工程师、设计师专注于
桥梁设计；让建模员充分发挥BIM技术专长，

可以不再苛求一定具备丰富的工程经验，从而
达到为工程师、设计师减负，为建模员降低门
槛，从根本上优化桥梁设计人员配置和分工，

达到整体提升设计效率和品质的目标。

对于设计单位而言，最大的BIM需求就是将
BIM设计落地。在桥梁领域，从Autodesk 
I n f r a W o r k s的方案比选、到A u t o d e s k 
Nastran-InCAD计算分析、到Autodesk 
Inventor的模块化设计以及自动算量出图，最
终到基于自主研发平台的施工移交，项目组形
成了这套完整、高效的设计体系，也就达成了
桥梁BIM设计落地的目标。项目期间欧特克技
术团队和欧特克代理商北纬华元一直与项目组
深入合作，为项目提供应用乃至研发的各种咨
询服务，协助和辅导项目组共同完成本项目的
创新与实践。

三、项目BIM技术难点
1. 特大桥工程BIM设计模型量、工作量巨大，

达到施工精度往往多达上千万构件数量级，模
型工作量大，电脑硬件要求高。

2. 桥梁工程专业性强，BIM翻模方式不仅会产
生大量专业设计师的重复劳动，还难以实时有
效的解决工程问题，只有正向设计才能真正为
项目保驾护航。

3. 带状工程与块状工程设计思路相去甚远，难
以借鉴建筑领域成熟的BIM经验，需要探索一
套符合桥梁工程思路的流程、语言、规则、标
准与配套工具。

为了克服以上技术难题，项目组找到了一套高
效的桥梁BIM设计方法。通过在此桥梁工程难
度最高的特大桥项目中实践、印证，最终形成
了完整的桥梁工程的BIM正向设计体系。

图4 桥梁BIM正向设计体系

四、BIM设计流程与标准
项目实施前，项目组制定了相关BIM设计流程及
各阶段模型控制标准，确保项目实施的规范性。

航控制因素航道、深弘线输入至Autodesk 
Infraworks中进行分析比对，最终选定920m
＋330m桥跨方案，此方案跨越可通航水域宽
度达1250m，主跨完全覆盖航迹线带宽范围和
深泓线变化范围，且为通航安全适当留出富余
空间，完全满足了通航要求。通航部门通过方
案的演变讨论，通过了此方案。

图7 方案比选

2. 应力分析，方案确定

方案确定后，将桥面方案模型输出至软件中
进行初步计算验证，研究方案在结构上的可 
行性。

图8 应力分析

3. 线路里程分段，匹配线路措施表

将线路信息输出excel中，进行路线措施表的编
制，不同梁段类型按照线路里程进行区分。

图9 线路措施表图3 特大桥内部结构

图6 桥梁BIM设计标准

五、桥梁正向设计解决方案
1. 方案研究

在方案选取时，通航部门在航线方面的严苛
要求使项目方案始终不能确定。项目组将通

图5 桥梁BIM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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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语
桥梁工程行业BIM设计仍处于起步阶段，BIM
技术在嘉鱼桥项目上的成功应用，充分印证了
桥梁工程BIM正向设计工作流的可实施性。这
套富含创新的工作流，推广难度低、适用性
强、收效显著，也为桥梁工程BIM设计开拓了
一条全新的思路，具有极大的行业启发性和行
业推广价值。希望以本项目的分享与展示，能
够成为行业BIM设计应用的铺路石。项目组将
不断开拓前行，与业内同仁携手共建BIM设计
成功之路。

3. BIM模型结构树

项目规模庞大、构件诸多，想要寻找某处细节
模型无异于大海捞针。项目组为桥梁工程设计
了全套符合工程逻辑的模型信息结构化体系，

不仅能在数千万构件中，快速精确的调用查询
项目任一构件和节点，也为移交施工应用提供
了切实有效的BIM数据。

图15 模型结构树

七、BIM正向设计模式的人员配置、流

程和效率
通过本项目实践，项目组形成了一套专业设计
师搭配建模人员的正向设计体系。大幅解放了
设计团队生产力。

工程师、设计师可以不再边工程设计边学软件
命令；建模员充分发挥BIM技术专长，可以不
再苛求一定具备丰富的工程经验。为工程师、

4. 基于BIM通用工程模块的施工图设计

设计施工图设计按照工程模块考虑，通过修改
模块参数完成图纸设计。

图10 工程模块分类

5. 通过BIM通用工程模块批量组装桥梁整体

模型

桥塔、桥面、桥面系按照线路措施表进行桥梁
装配，完成整体模型设计。

图11 模型自动装配

6. 桥梁节点应力分析

箱梁模块、斜拉索等节点模型通过Autodesk 
Nastran-InCAD插件进行有限元分析，输出计
算书，完成结构设计。

图12 箱梁、拉索节点有限元分析

7. 构件内部干涉检查

在Autodesk Inventor中进行钢筋与预应力的
干涉检查。

图13 干涉检查

8. 设计优化

根据检测结果优化设计，提高图纸质量。

图14 设计优化

六、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图正向设计要素
1. 参数化设计

不仅赋予模型信息，同时参数化程度与建模
效率高低呈正比。通过Autodesk Inventor
设置通用模块的各参数，得到适用的工程模
型。本项目完整的参数化体系，能够真正实
现衍生设计。在模型上做到梁段桥墩与线路
关联，混凝土钢筋相关联，拉索与锚固关
联，项目上做到信息与模型关联，模型与图
纸关联，真正实现一处修改处处更新。

2. 模块化设计

模块化设计，由零件组装成部件，部件组装成
标准模块，组装标准模块辅形成各个标准段
落，辅以衍生设计装配生成项目模型。

标准模块中即包含全套所需施工图样板，施工
图由各个衍生出来的实际项目模型直接提供，

而非生成三维模型后再行剖切标注的传统BIM
施工图设计模式，打破了传统BIM施工图设计
标注、样式、线型处理繁复的瓶颈，大幅简化
了施工图出图流程和工作量。

项目组将桥梁设计分为若干组超强参数化模
块，设计师即仅需通过模块参数表、工程措施
表分别完成配置、组装两件工作，模型自动 
生成。 图16 人员配置及效率

和质量。对于多层级、多项目、多模式的工程
企业，在开展BIM项目时，借助BIM管理平台
可以使各级、各项目管理人员及现场施工人员
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工程设计和项目管理、

施工流程、运维状态直观可视，工程各参与方
能正确、全面地理解工程的设计意图和各部
分、各专业结构关系，便于优化设计、优化项
目管理、优化施工组织和施工方案、高效提升
运维管理，也为项目领导决策提供正确信息。

碰撞检查提前检查设计碰撞问题，减少因此产
生的工期和成本损失。三维交底准确无误、一
目了然，避免现场实施出错。通过模型快速
得到准确的主体工程数量，既可以核对设计
“差、漏、错”，也可以快速准确得出总控数
量用于控制成本。动态化管理进度、安全、质
量、成本、物料，各级管理层可以远程动态化
掌控，使项目处于可控状态。

动态数据查看，指挥部可以相关的权限查看
项目进度及成本动态，实时查看各负责项目
的数据，动态数据库查看，指挥部可以相关
的权限查看项目进度及成本动态，实时查看
各负责项目的数据，也能直接进入项目内部
对项目信息进行查看。

可视化、平台化、可追溯的任务和问题闭合管
理，消除“推诿、拖延、扯皮”的空间，提高
企业和项目管理效果。资料制作、资料和各种
数据查询方便快捷，减少工作量。

设计师减负，为建模员降低门槛，从根本上优
化桥梁设计人员配置和分工，达到整体提升设
计效率和品质的目标。

八、库的积累
基于此BIM正向设计流程，库的建设与管理也
是集成一体的标准流程。从材料库，到零件
库，到部件库，到标准模块库，项目组进行
多层级管理。

标准模块可以灵活、迅速、精确的进行规格型
号变化，可应对各种不同需求的工程项目。正
向设计库文件要求高，只有严格的按照参数
化、模块化、结构化的标准体系实施，才能确
保前人的设计经验积累成企业资源。

本项目属于特大桥工程，在桥梁领域正向设计
的复用性是较弱的。但即使如此，项目组仍然
在本项目上积累了大量设计模型库。

图17 库的分类

图18 桥梁模型库

九、B I M技术管理平台应用与施工

BIM交付
本项目中使用了该院自主开发的BIM技术管理
平台：《中南交通设计协同BIM管理平台》、

《中南交通投资建设BIM管理平台》、《中南
交通施工BIM管理平台》、《中南交通运维
BIM管理平台》，很大程度地提升了管理效率

交通BIM技术应用，意义在于
实现交通工程全生命期的数字
化、信息化，从而提高工程的
质量和效率，为工程各参与方
建立一个数据共享的平台与载
体。我院一直致力于工程全
生命期的BIM技术应用，先后
开发了中南交通投资建设BIM
管理平台、中南交通设计协同
BIM管理平台、中南交通施工
BIM管理平台以及中南交通运
维BIM管理平台。以上平台已
经在我院公路、桥梁、隧道、

港航等多个专业领域得到了应
用。嘉鱼长江公路大桥BIM设
计中，项目组成功地运用多个
BIM管理平台，对于该项目的
质量与效率有很大地提升。

—谭慧
科技质量信息部部长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图19 施工管理平台

图20 施工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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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语
桥梁工程行业BIM设计仍处于起步阶段，BIM
技术在嘉鱼桥项目上的成功应用，充分印证了
桥梁工程BIM正向设计工作流的可实施性。这
套富含创新的工作流，推广难度低、适用性
强、收效显著，也为桥梁工程BIM设计开拓了
一条全新的思路，具有极大的行业启发性和行
业推广价值。希望以本项目的分享与展示，能
够成为行业BIM设计应用的铺路石。项目组将
不断开拓前行，与业内同仁携手共建BIM设计
成功之路。

3. BIM模型结构树

项目规模庞大、构件诸多，想要寻找某处细节
模型无异于大海捞针。项目组为桥梁工程设计
了全套符合工程逻辑的模型信息结构化体系，

不仅能在数千万构件中，快速精确的调用查询
项目任一构件和节点，也为移交施工应用提供
了切实有效的BIM数据。

图15 模型结构树

七、BIM正向设计模式的人员配置、流

程和效率
通过本项目实践，项目组形成了一套专业设计
师搭配建模人员的正向设计体系。大幅解放了
设计团队生产力。

工程师、设计师可以不再边工程设计边学软件
命令；建模员充分发挥BIM技术专长，可以不
再苛求一定具备丰富的工程经验。为工程师、

4. 基于BIM通用工程模块的施工图设计

设计施工图设计按照工程模块考虑，通过修改
模块参数完成图纸设计。

图10 工程模块分类

5. 通过BIM通用工程模块批量组装桥梁整体

模型

桥塔、桥面、桥面系按照线路措施表进行桥梁
装配，完成整体模型设计。

图11 模型自动装配

6. 桥梁节点应力分析

箱梁模块、斜拉索等节点模型通过Autodesk 
Nastran-InCAD插件进行有限元分析，输出计
算书，完成结构设计。

图12 箱梁、拉索节点有限元分析

7. 构件内部干涉检查

在Autodesk Inventor中进行钢筋与预应力的
干涉检查。

图13 干涉检查

8. 设计优化

根据检测结果优化设计，提高图纸质量。

图14 设计优化

六、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图正向设计要素
1. 参数化设计

不仅赋予模型信息，同时参数化程度与建模
效率高低呈正比。通过Autodesk Inventor
设置通用模块的各参数，得到适用的工程模
型。本项目完整的参数化体系，能够真正实
现衍生设计。在模型上做到梁段桥墩与线路
关联，混凝土钢筋相关联，拉索与锚固关
联，项目上做到信息与模型关联，模型与图
纸关联，真正实现一处修改处处更新。

2. 模块化设计

模块化设计，由零件组装成部件，部件组装成
标准模块，组装标准模块辅形成各个标准段
落，辅以衍生设计装配生成项目模型。

标准模块中即包含全套所需施工图样板，施工
图由各个衍生出来的实际项目模型直接提供，

而非生成三维模型后再行剖切标注的传统BIM
施工图设计模式，打破了传统BIM施工图设计
标注、样式、线型处理繁复的瓶颈，大幅简化
了施工图出图流程和工作量。

项目组将桥梁设计分为若干组超强参数化模
块，设计师即仅需通过模块参数表、工程措施
表分别完成配置、组装两件工作，模型自动 
生成。 图16 人员配置及效率

和质量。对于多层级、多项目、多模式的工程
企业，在开展BIM项目时，借助BIM管理平台
可以使各级、各项目管理人员及现场施工人员
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工程设计和项目管理、

施工流程、运维状态直观可视，工程各参与方
能正确、全面地理解工程的设计意图和各部
分、各专业结构关系，便于优化设计、优化项
目管理、优化施工组织和施工方案、高效提升
运维管理，也为项目领导决策提供正确信息。

碰撞检查提前检查设计碰撞问题，减少因此产
生的工期和成本损失。三维交底准确无误、一
目了然，避免现场实施出错。通过模型快速
得到准确的主体工程数量，既可以核对设计
“差、漏、错”，也可以快速准确得出总控数
量用于控制成本。动态化管理进度、安全、质
量、成本、物料，各级管理层可以远程动态化
掌控，使项目处于可控状态。

动态数据查看，指挥部可以相关的权限查看
项目进度及成本动态，实时查看各负责项目
的数据，动态数据库查看，指挥部可以相关
的权限查看项目进度及成本动态，实时查看
各负责项目的数据，也能直接进入项目内部
对项目信息进行查看。

可视化、平台化、可追溯的任务和问题闭合管
理，消除“推诿、拖延、扯皮”的空间，提高
企业和项目管理效果。资料制作、资料和各种
数据查询方便快捷，减少工作量。

设计师减负，为建模员降低门槛，从根本上优
化桥梁设计人员配置和分工，达到整体提升设
计效率和品质的目标。

八、库的积累
基于此BIM正向设计流程，库的建设与管理也
是集成一体的标准流程。从材料库，到零件
库，到部件库，到标准模块库，项目组进行
多层级管理。

标准模块可以灵活、迅速、精确的进行规格型
号变化，可应对各种不同需求的工程项目。正
向设计库文件要求高，只有严格的按照参数
化、模块化、结构化的标准体系实施，才能确
保前人的设计经验积累成企业资源。

本项目属于特大桥工程，在桥梁领域正向设计
的复用性是较弱的。但即使如此，项目组仍然
在本项目上积累了大量设计模型库。

图17 库的分类

图18 桥梁模型库

九、B I M技术管理平台应用与施工

BIM交付
本项目中使用了该院自主开发的BIM技术管理
平台：《中南交通设计协同BIM管理平台》、

《中南交通投资建设BIM管理平台》、《中南
交通施工BIM管理平台》、《中南交通运维
BIM管理平台》，很大程度地提升了管理效率

交通BIM技术应用，意义在于
实现交通工程全生命期的数字
化、信息化，从而提高工程的
质量和效率，为工程各参与方
建立一个数据共享的平台与载
体。我院一直致力于工程全
生命期的BIM技术应用，先后
开发了中南交通投资建设BIM
管理平台、中南交通设计协同
BIM管理平台、中南交通施工
BIM管理平台以及中南交通运
维BIM管理平台。以上平台已
经在我院公路、桥梁、隧道、

港航等多个专业领域得到了应
用。嘉鱼长江公路大桥BIM设
计中，项目组成功地运用多个
BIM管理平台，对于该项目的
质量与效率有很大地提升。

— 谭慧
科技质量信息部部长
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图19 施工管理平台

图20 施工管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