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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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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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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全称：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筑信息模型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简称BIM，是以建筑工程项目的各项相关

信息数据作为模型的基础，进行建筑模型的建立，通

过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它具

有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优化性和可出图性五大

特点。

建筑信息模型不是简单的将数字信息进行集成，

还是一种数字信息的应用，并可以用于设计、建造、

管理的数字化方法，这种方法支持建筑工程的集成管

理环境，可以使建筑工程在其整个进程中显著提高效

率、大量减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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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模型 BI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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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不是传统意义的CAD,也不是一个软件！



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www.nfb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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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时代众多专业各自工作，工作流线交错复杂，重复工作量大，错漏碰缺，设计
变更难以避免。
  CAD时代，一个建筑项目必须海量图纸才能将建筑物描述完整。设计各部门需独立
制作图纸来表达建筑物的各个方面，如土建、结构、机电、给排水、暖通等等。每一
组图纸都需要出各自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设计完成后图纸量惊人。基于各部
门独立绘制图纸这样的工作环境，图纸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冲突碰撞，产生的结
果就是海量纠错。并且由于二维图纸的不直观性，在每一张图纸中检查冲突都如海底
捞针。
   在设计过程中，除了要搭建建筑的物理模型，描述建筑体量、材质等属性。然后需
搭建结构模型进行结构计算，绿色分析模型进行热工计算、技能计算等做必要的计算
分析。在CAD时代，由于建筑的物理模型不包含其他模型所需的完整信息，做各项分
析计算时都必须重新分别搭建相应模型，产生大量重复工作时间。而当需要调整时，
每一项都需分别调整，重复工作时间增倍。
   一个项目中，材料明细报表，成本估算是少不了的。在CAD 时代，所有的数据都需
要人工统计，人工制表面对海量的设计条目，数据统计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量，耗时而
且难以避免。
   在CAD 时代以二维图纸为主描述项目的方式下，“错漏碰缺”难以消除，造成施工
阶段的工程变更，敲了重来，或者将就搭建，给项目增加很多不可预见费，同时建筑
质量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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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应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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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际BIM技术应用研究院

五、软硬件配置
1.硬件配置

适用范围 操作工作站 中央服务器

CPU Intel I7 4930K i7-6700k

内存 8G*4 16G*4

显卡 Quadro K4000 GTX1080*4

显示器
双24寸LED、分辨率

1920*1080

27寸LED、分辨率

1920*1080

固态硬盘 240G SSD 500G SSD+2T SSD

机械硬盘 3T 2T

数量 16 1

附加：ipad air*5、手机移动端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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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 软件

1
主塔、桥墩、钢筋及相关构件

等模型的建立
Autodesk  Revit 2016

2
贝雷栈桥、支架、钢锚箱及劲
性骨架等钢结构模型的建立

Tekla Structures 17.0 钢结构深化
Midas Civil 2015

3 深化设计

Autodesk  Revit 2016
AutoCAD 2016

Tekla Structures 17.0 钢结构深化
Midas Civil 2015

4
5D进度模拟、碰撞检查

质量管控
Autodesk Navisworks Manage 2016

5 BIM技术交底及专项方案预演
Fuzor 2016

Autodesk Navisworks Manage 2016

6 钢围堰变形监测
Midas Civil 2015

Autodesk Navisworks Manage 2016

7 3D打印模型创建和转换
Autodesk 3ds Max 2016
Autodesk  Revit 2016

8
进度信息化管理
地理信息模型

模型共享和云端交互协同

Autodesk Navisworks Manage 2016
Autodesk Infraworks 360

广联云工程协作平台

2.软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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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展BIM工作的前期，我团队在已有项目的BIM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制订了适合潭江特大

桥项目的BIM试行标准，并在BIM工作开展后逐渐完善之。

1.BIM实施标准 2.BIM建模标准



设计单位图纸、模型、文档总BIM团队

各专业BIM组

建立专业分包模型专业内部碰撞分析模型建立建筑结构模型

支撑

模板

LOD300

施工方案 危险源

LOD300 LOD400

成本
数据

LOD500

BIM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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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应用存在主要问题

• 1建什么样的模型能够满足相应工程管理的不同需

求（造价管理、项目计划管理、施工仿真、现场

质量安全管理、信息化竣工模型）

• 2有了BIM模型，工程师应该如何开展工作？

• 3如何根据工程需求制定合理的BIM实施方案？

• 4硬件建设和人才培养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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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BIM模型标准的基础知识

• 模型的细致程度LOD标准

     英文称作Level of Details，也叫作Level of Development。描述了一个BIM模型构
件单元从最低级的近似概念化的程度发展到最高级的演示级精度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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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建模标准需要考虑的问题

• 1模型的用途（出施工图？导出工程量计算
造价？4D（5D）施工进度模拟？深化设计
及施工交底？信息化移交竣工模型？）

• 2与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国家和行业相关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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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施工碰撞检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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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碰撞检测与分析

      潭江桥施工工艺复杂，各个工序间容易产生冲突。对主塔与临时结构进行碰撞检测分析，发

现多处冲突。
    支架横梁处预埋件与横梁钢筋及预应力筋位置冲突，适当调整钢筋间距并修改预埋件位置，
问题得以解决。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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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碰撞检测与分析

      钢围堰内支撑与支架之间碰撞检测，发现支架连接系与围堰内支撑位置冲突，与设计人员沟

通，向上调整支架连接系位置，合理优化了施工设计。

调整前 调整后



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www.nfbim.org

 BIM技术介绍

4.  碰撞检测与分析

      主塔钢锚箱与劲性骨架有多处碰撞，导出碰撞报告，交与设计人员，调整了竖杆位置及斜杆

形式，保证正常施工。

调整前 调整后



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www.nfbim.org

 BIM技术介绍

4.  碰撞检测与分析

      通过碰撞检测与施工图纸分析发现问题后进行必要的调整，使潭江特大桥施工得到良好的效

益。大大节约施工成本的同时节省了施工工期。

相对成本
节约4.6%

相对工期
节省5.4%



4
BIM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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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部品的概念：

是由建筑部品衍变而来，它是构成BIM模型的参数化单元，BIM部品库也叫BIM产品库、BIM构件库等，是在建筑工程设计、

施工、运维实施过程中开发、积累并经过加工处理形成的、可重复利用的BIM部品的集合。BIM部品库中应当包括BIM实

施过程中涉及的所有专业的部品类别，如建筑、结构及机电等专业。BIM部品库中的每一个部品都具有可视化的特点，并

支持在一定的应用软件中使用。

核心价值：

1、提供设计、建模人员工作效率

2、BIM部品库的参数化信息可为设计中的模拟工作提供所需产品数据，提高设计工作质量

3、BIM部品库的建立可促进预制装配式生产和施工，实现构件加工图纸与构件模型双向的参数化信息连接，方便基于构件的

加工工作以及工程量计算工作

应用方法：

1、BIM部品库选软件厂商提供的BIM部品库（Revit族库\AC产品库\MagiCAD产品库等）

2、BIM部品库管理系统建立

3、BIM部品的建模及入库

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1、BIM基础软件文件格式多样性

2、缺少BIM部品库标准（其他专业标准仍然处于空白）

发展趋势：

1、制定各专业部品库标准

2、越来越多直实产品进入BIM部品库

3、部品库内容将随时间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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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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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施工可视化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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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江桥主塔下部结构施工空间结构复杂，体系受力多变。特在承台和下塔柱施工阶段针对钢

围堰体系转换过程使用Navisworks平台进行BIM仿真模拟及变形监测可视化演示，可指导现场施
工作业，做到安全施工全过程可视化管控，步骤如下：

  钢围堰体系转换模拟及变形监测

 BIM技术可视化监测预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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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对钢围堰支持体系进行受力分析后，得出安全形变范围值，再关联现场监测数据，整理数

据表。

 钢围堰体系转换模拟及变形监测

 BIM技术可视化监测预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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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数据表格整理完后，导入

navisworks自动和模型匹配关联，最好转换
体系模拟进行可视化监测。

5.1  钢围堰体系转换模拟及变形监测

 BIM技术可视化监测预警应用

各类深基坑监测

隧道开挖监测

各类桥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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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施工方案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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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塔施工流程模拟

5.3  爬模施工模拟

主塔下横梁 主塔上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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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塔及桥墩施工完成后进行钢梁架设，钢梁架设需考虑浮吊和运输船与现场设施的碰撞及安

全距离问题。在方案必选的时候可以量测选取最优方案，并对方案进行施工模拟。 

5.2  钢梁架设模拟

浮吊吊装 桥面吊机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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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专项施工方案模拟

滑雪乐园钢结构施工专项方案仿真与交底

乐园区屋盖桁架原方案考虑采用地面拼装、履带吊分段退吊进行桁架施工。分片桁架采用格构式支撑胎架

进行临时支撑（下图左）。经BIM演示，此方案将采用超过3000t格构式支撑胎架，吊装设备均为大型履

带吊，措施、设备成本高，且存在大量高空作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最终采用分区整体提升的施工方案

进行结构安装（下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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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乐园钢结构施工专项方案仿真与交底

乐园区屋盖桁架原方案考虑采用地面拼装、履带吊分段退吊进行桁架施工。分片桁架采用格构式支撑胎架

进行临时支撑（下图左）。经BIM演示，此方案将采用超过3000t格构式支撑胎架，吊装设备均为大型履

带吊，措施、设备成本高，且存在大量高空作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最终采用分区整体提升的施工方案

进行结构安装（下图右）。

 BIM技术专项施工方案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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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施工场地优化



场地规划布置

场地全景视图

 BIM技术施工场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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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D施工场地布置

    对施工场地进行合理规划布置，达到节材、节地的目的。应用navisworks合理进行场地
布置，科学利用施工空间，直观、实时显示场地布置计划和实际状况，以便减少项目用地成
本。合理设计车辆行走路线，避免作业区拥堵，还可利用BIM技术对施工现场废弃物的排放
进行模拟，节能减排。

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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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D施工场地布置

    混凝土搅拌站方案必选，及运输路径优化，通过navisworks进行三维布置，模拟测距优
化路线。

1#混凝土拌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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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D施工场地布置

1.施工分部现场办公区 2.施工现场钢筋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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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大型设备运输方案在CAD图纸上不能将运输途中的障碍物、预留洞口的尺寸、在
运输和吊装全过程中的状态进行清晰模拟反应，大家只有凭不能详细反应空间关系的二维图
纸和自己大脑主观判断该方案是否可行。在引用BIM技术后，对大型设备进行运输预演，确
保运输吊装顺利进行。

钢围堰拼装预演 钢围堰运输 

3.3  3D施工场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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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D施工场地布置

    评估设计布局，合理分配照明需要应对的问题。潭江特大桥
施工周期长，通过对栈桥临时照明用不同类型、功率，不同排布
间距、方位灯具的模拟，可以有效地得出模拟的效果图和光照强
度，保证绿色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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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工程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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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工程量统计

    谭江桥钢筋错综复杂，传统的二维图纸在钢筋绑扎不够直观，通过建立全钢筋模型及预应力筋模
型，实现二维图纸直观化，立体化。大大提高现场绑扎施工效率。
  
  

钢筋及预应力筋 预应力筋及钢锚箱 

钢筋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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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工程量统计

    在模型中对钢筋数量、混凝土体积等工程量进行复核，
生成偏差表格，交予技术人员，指导现场下料，避免材料浪
费。

  
  主塔钢筋节  
  约损耗3.5%

  
  
 

实
际
模
型
工
程
量
统
计

设
计
工
程
量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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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地质模型应用



华阳国际BIM技术应用研究院

<4>粉质黏土层

<5-2>粉质黏土层

<6>全风化岩层

<7>强风化岩层

1.BIM模型应用点-总图地形分析

土质岩层分布分析

<4>粉质黏土层

<5-2>粉质黏土层

<6>全风化岩层

<7>强风化岩层

根据地质勘查报告探桩分析，输入BIM模型，得出图纸岩层分布分析，有助于提供结构设计
分析，避免岩层爆破，减少施工风险及造价。

地质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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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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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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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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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介绍



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www.nfb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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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施工技术交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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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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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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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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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急预案仿模拟应用



根据安全部门设置的应急通道，进行火灾应急疏散模拟，形象地表达出

火灾时人员疏散路径。但是安全通道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 是否能够满足现场实际需要；

• 是否能够保证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逃生。

（6）应急疏散模拟

BIM应急预案模拟



运用BIM技术对地下室应急疏散进行模拟，模拟出发生紧急情况时（火

灾）通道各位置的拥挤情况、疏散方向是否合理、疏散总时长等，查找出安

全通道的隐患位置，对其进行针对性处理，为项目安全管理提供依据。

（6）应急疏散模拟

BIM应急预案模拟



假设在地下室B04中心1#位置发生火灾，地下室东北角2#区域内作业人

员100人，范围内人员按安全通道进行疏散，最后通过3#位置临时竖向楼梯

上至地表。

（6）应急疏散模拟

BIM应急预案模拟



通过人员疏散模

拟，我们可以看到所

有作业人员都能够很

快经过安全通道到达

竖向楼梯位置，但是

在竖向楼梯位置会发

生拥挤。

因此我们可以很

清楚的判断出，安全

隐患在竖向楼梯位置

，安全管理真正要关

注的地方是竖向楼梯

的疏散。

（6）应急疏散模拟

BIM应急预案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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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云技术数控加工应用



研究方向2：基于云技术与物联网的大生产协同
管理

桌面端应用

云服务

施工建模工具系列

BIM云

桌面端BIM5D 移动端5D现场 WEB端管理驾驶舱

技术员 技术员 进度员 施工员 管理岗

 BIM云技术数控加工应用



钢筋深化

软件二次开发
建模标准、翻样流

程实现

数控加工

高效配送

形成新技术、新设备工作流程标准
积累与开发企业化应用资源库

模型数据与加工数据间的
连接与传递

促进钢筋加工产业升级

结合物联网等技术，研究
适合于钢筋高效配送的编
码系统及工作流程与标准

BIM技术与钢筋专业的有效融合

 BIM云技术数控加工应用



BIM智能化翻样

 BIM云技术数控加工应用



钢筋数控化加工

 BIM云技术数控加工应用



试点情况

 BIM云技术数控加工应用



 BIM云技术数控加工应用





云管理系统

 BIM云技术数控加工应用



移动端数据采集 PC端定位管理 WEB端分析监控

 BIM云技术数控加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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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施工技术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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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介绍

3.2  3D打印与现场的可视化交底

     通过东莞科恒手板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通

过3D打印技术，把复杂构件打印出实体模型，并
结合3D爆炸视图，分解细部排布情况，更直观的
指导大型钢构件的现场生产加工；组织进行施工
方案讨论，施工演练，有效地指导现场施工作业，
提高工作效率。



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www.nfbim.org

 BIM技术技术交底

典型复杂钢结构节点模拟

利用BIM可视化技术对复杂节点进行模拟交底，指导现场施工，保证构件拼装及现场安装
的准确性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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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施工协同平台管理



以往的沟通方式（单一式沟通） 





运用BIM技术的沟通方式（以模型、信息
为中心，多元化沟通）： 

广东工业大学BIM中心



BIM施工协同管理平台

      以BIM平台为核心，集成土建、机电、钢构、幕墙等各专业模型，并以集成模型

为载体，关联施工过程中的进度、合同、成本、质量、安全、图纸、变更、物料等

信息。利用BIM模型的形象直观、可计算分析的特性，为项目的进度、成本管控、

物料管理等提供数据支撑，协助管理人员有效决策和精细管理，从而达到减少施工

变更，缩短工期、控制成本、提升质量的目的。

信息中心



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www.nfbim.org

 BIM技术施工管理

BIM辅助进度管
理
（1）基于BIM
的进度计划编
制
（2）模拟设备
（3）施工模拟
动画
（4）进度控制
（5）会议制度



每周根据现场的进度信息，搭建BIM进度模型并结合无人机航拍图片。在每周一的生产例会

上展现给各方，让各方对每周的进度及现场的状况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未在近期计划内

下周计划完成 已经完成

上周完成

BIM施工管理



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www.nfbim.org

 BIM技术施工应用



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www.nfbim.org

 BIM技术施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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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施工应用



质量安全管控

BIM辅助质量管理
（1）模型与现场实体对比
（2）现场问题填写并及时下发
（3）动态样板引路系统
（4）系统界面与现场图片



三维扫描

使用Trimble FARO 
Focus3D X130扫描
仪扫描现场

墙体垂直度数据分析
结果

使用Realworks软件
对扫描模型进行处理

三维扫描操作流程



利用BIM技术，在Revit中事先建模完毕后在浏览平台中进行漫游查看，可以

很直观的检查安全防护是否有缺漏或者不合理的地方，及时进行调整，这样

可以在实际施工中减少安全上的错漏碰缺；同时可以知道安全防护所需材料

的数量，便于提前进行材料计划的管理。

安全管理

BIM辅助安全管理

（1）临边防护

（2）安全隐患随形象进度变化

（3）安全标准族

（4）漫游论证



3D可
视化

时间
维度

成本
信息

5D进
度模拟

精确,高效查看进度

      5D进度模拟

复杂
结构

漫长
工期

三维可视化功能再加上时间维度和成本

信息，可以进行虚拟施工。

随时随地直观快速地将施工计划与实际

进展进行对比，同时进行有效协同，施工方

、监理方、甚至非工程行业出身的业主领导

都对工程项目的各种问题和情况了如指掌。

2、总包BIM应用
（4）进度5D管理



三维化！

2、总包BIM应用
（4）进度5D管理



建立完整BIM模型，并对Revit模型进行算量规范检查。针对模型中各种有可能出

现的问题，进行事前自动检查，保障模型的正确性。

2、总包BIM应用
（4）进度5D管理



    通过对Revit模型进行属性定义、

模型映射、套用做法，模型参照国内工

程量计算规则对模架立杆、水平杆、早

拆头、木方、整板模板、散板模板，以

及混凝土等材料进行计算、汇总。

2、总包BIM应用
（4）进度5D管理



    采用5D管理结合实际，直接在Revit模型中导入Project进度文件并输入对应的成

本信息进行的5D模拟，并生成成本曲线。

2、总包BIM应用
（4）进度5D管理



    在Navisworks进行过程模拟，并将材料费、人工费，和机械附加到相应工序。可

以进行工程量和工程造价的模拟演示，同时还能针对某一天进行动态管理。

2、总包BIM应用
（4）进度5D管理



劳务分包管理

Ø 本项目实行限额领料制度，以BIM5D所

提取的工程量作为项目部审批和采购的

依据，同时作为班组领料依据。对于后

期的材料监管与反控各班组工作情况提

供可量化的依据

Ø 项目部管理人员在施工全过程通过模型

预算量与实际用量进行对比分析，作为

管控材料损耗的依据

领料管理

构件工程量提取

混凝土损耗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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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4D施工进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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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4D进度模拟应用

三维模型配合施工顺序时间可形成4D模型，通过空间及时间的呈

现，更能给人直觉式的感受，3D模型配合预定的施工计划可将工

地现况在计算机中进行仿真，找出施工中会产生的空间设计及时

间冲突，在开工前召集各承包商对预先模拟出的冲突问题进行讨

论，在正式开工前进行设计的变更或是施工计划的调整，提早发

现并排除冲突，让拟定的施工计划更具有效率、整合性及完整性。

　　BIM 4D模拟在施工上的好处：

　　1、使用建设公司所提供二维图面及施工进度表，建立BIM 

4D施工流程模拟，找出施工中的冲突点进行讨论。通过模拟制定

相应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工序、工法以及施工下料等关乎成本的

系数，都可以通过模式过程进行一一确定，最终制定最佳施工方

案。

　　2、藉由BIM 4D施工流程模拟，将模拟结果制作成施工动画，

并将动画成果以相同视角与工地现场进行比对实证，通过直观且

易懂的动画特性，让各分包商在施工前可以先行讨论，针对施工

当中的冲突先行检讨进行修正。这样既可以大大提高施工各方相

互沟通的效率，还可以大幅改善施工返工以及误工等问题，并且

降低了非专业人员对于施工作业的理解难度。

　　3、将BIM 4D施工流程模拟可模拟部分进行量化分析，例如

物料的应用、人力资源的分配等等，大大提高了施工管理的效率，

改善施工环境，有效控制成本，为施工方赢得更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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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绿色施工模拟分析



绿色施工

1）中天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万科云项目执
行节约用水，
通过在各分路
上设置水表，
实现了对生活
区和施工区用
水的有效监测，
并通过数据统
计，掌握了用
水的变化规律。

施工现场排水与施工用水回收利用与沉降监控保护

 BIM技术绿色施工应用



绿色施工

2）通过场地建模，
放坡，排水沟集水井
收集施工现场排水、
降水及施工用水。

  利用沉淀池等对回
收水源进行沉淀、过
滤处理。

 BIM技术绿色施工应用



绿色施工

   处理后中水，
输入蓄水池，用
于现场机具、设
备、车辆冲洗、
喷洒路面、植物
浇灌、消防用水、
现场洒水降尘等
工作。
  同时可配合沉
降观测，用于周
边建筑地基沉降
控制欲回灌保护

 BIM技术绿色施工应用



        国贸中心项目地下室空间超大，单层地下室面积达10万平米，施工周期较长，大

量的施工作业及安全通道需要临时照明。

（6）临时照明模拟

 BIM技术绿色施工应用



    通过对地下室临时照明用不同类型、功率，不同排布间距、方位灯具的模拟，可

以有效地得出模拟的效果图和光照强度的伪色图。

100W间距20米伪色图 150W间距20米伪色图

（1）临时照明模拟

 BIM技术绿色施工应用



100W间距20米效果图 150W间距20米效果图

100W间距10米效果图 150W间距10米效果图

（1）临时照明模拟

 BIM技术绿色施工应用



对比分析灯类型 瓦数 个数 价格（元/年） 覆盖范围 灯光效果排序

镝灯 1200W 7 9650 全面积 2

镝灯 1200W 4 5767 部分 3

LED灯 100W 17 3728 全面积 4

LED灯 150W 17 4652 全面积 1

白炽灯 150W 17 4260 部分 5

  以地下室T1区B04层为例进行灯光模拟，得出结论：

  选用100WLED灯，间隔20米，共布置17个，覆盖面积最广，效果良好、综合最优。

（1）临时照明模拟

 BIM技术绿色施工应用



塔吊夜间照明，同样进行灯光和效果模拟，以确定所选用的灯具符合夜间

作业要求，同时不对周边环境产生光污染。

（2）光污染模拟分析

 BIM技术绿色施工应用



选取居民区一楼、8楼，和13楼进行照度模拟分析。

1楼模拟效果图 8楼模拟效果图

13楼模拟效果图

（2）光污染模拟分析

 BIM技术绿色施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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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其他应用

           BIM技术的理念是建立涵

盖建筑工程全生命周期的模型信

息库，并实现各个阶段、不同专

业之间基于模型的信息集成和共

享。BIM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集

成即应用BIM信息库，辅助虚拟

现实技术在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

期中更好地应用。BIM技术与虚

拟现实技术集成应用的主要内容

包括：虚拟场景构建、施工进度

模拟、复杂局部施工方案模拟、施工成本模拟、多维模型信息联合模拟及交互场景漫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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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其他应用

特点：1、易用性、安全性；2、高分辨率；3、数字化采集，兼容性好

BIM技术和3D扫描的集成，是指针对BIM模型和所对应的3D扫描模型，进行模型的
对比、转化和协调，从而达到辅助工程质量检查、快速建模、减少返工等目的

应用价值：1、施工质量检测；2、钢结构预拼装  ；3、变形监测；4、土方等体积测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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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其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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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其他应用

采用BIM技术对复杂管件、管道预制加工，一次成型，减少材料的损
耗，
降低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www.nfbim.org

 BIM其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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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平面图

建筑模型

效果图

各种信息

各种媒体广告形式

运维管理

 BIM技术应用介绍

能耗、折旧、安全性预测

物业使用、维护、调试手册

物业变化前的原始信息

建筑使用情况或性能

入住人员与容量

建筑已用时间

建筑财务方面的信息

数字更新记录（完工情况、承

租人或部门分配、家具和设备

库存）

可出租面积

租赁收入

部门成本分配的重要财务数据



 BIM技术应用介绍

运维管理



运维管理

l设备信息系统：BIM模型中的信息随着工程进展实时更新，进入运营阶段，

可建立相应的维护信息库及自动化维护系统。

• 选择故障
设备，自动查
寻到其上游控
制设备，显示
所在位置以及
当影响范围

• 查询故障
设备相关信息
以便维修更换。

 BIM技术应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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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运维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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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技术介绍



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www.nfbim.org

秉木建筑科技公司介绍

联系地址：中国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长湴工业区14栋2楼

（地铁六号线长湴站A出口）

联系电话：020—22154258 ；23378656

公众微信号：广州秉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交流Q群：   258175044

  网址：www.nfbi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