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阶段 详细应用点 各方配合工作 预期成果 备注

1.1 自然现状地质、地形

1.2 现状道路、河道

1.3 现状景观、周边构筑物 根据电子规划图、卫星影像图等资料建立模型

设计地形建模 1.4 场地建模 根据设计图档和测量数据、点云数据，建立项目建
成后的地形模型（区别于原自然地形）

扩初建模 1.5 扩初图纸搭建模型 根据扩初图纸搭建全专业模型 LOD200模型

扩初碰撞检测 1.6 扩初硬碰撞检测 根据扩初模型进行全专业的碰撞检测 出具相关报告供设计单位在后续施工图设计过程中优化更新

扩初漫游 1.7 扩初模型漫游动画 根据扩初模型制作漫游动画 漫游视频动画

1.8 建筑、结构专业
根据 提供的电子图纸搭建建筑、结构模型，主要
包括：结构梁、板、柱、基础以及建筑门窗、楼板
、砌筑墙等。

1.9 钢结构专业 根据 提供的电子图纸搭建钢结构模型，主要包
括：钢梁、钢柱、桁架等。

1.10 装饰专业 根据 提供的电子图纸搭建装饰模型，主要包括：
建筑装饰面层、装饰构件、家具等。

1.11 幕墙专业 根据 提供的电子图纸搭建建筑、结构模型

1.12 电气、暖通、给排水专业 根据提供的电子图纸搭建机电模型，主要包括：机
电各专业管线、设备等

1.13 市政道路 根据提供的路面设计图纸搭建市政路面模型。

1.14 市政桥梁 根据提供的上部结构、下部结构、桥面附属设计图
纸搭建市政桥梁模型。

1.15 市政管网 根据提供的市政管线设计图纸搭建官网模型，主要
包括：地下官网、雨水井等

施工图设计模型碰撞检测 1.16 施工图设计模型全专业间碰撞检测
根据施工深度搭建的建筑、结构、暖通、给排水、
电气专业BIM模型进行碰撞检查，提交纠错报告及
修改建议反馈给甲方。

各专业BIM模型 碰撞检查报告（Word格式）

1.17 管线综合优化
对机电管线主管线的路由、布设方式进行管线综
合；提出优化调整方案，协助解决吊顶空间问题、
管线实际排布问题

综合优化方案以及管综优化模型

1.18 管线综合优化后全专业间碰撞检测
对管线综合优化后的BIM模型进行全专业的碰撞检
查，筛查需要各专业深度协调的碰撞问题，提交建
议反馈给甲方

碰撞检查报告（Word格式）

总图BIM深化 1.19 总图构件关系深化 对总图上给排水井盖、消防栓位置、地下管线与地
库和小区道路的相互关系建模优化调整 总图图纸 LOD300模型

1.20 施工图设计模型漫游动画 施工图设计模型漫游动画

1.21 施工图设计模型效果图 施工图设计模型效果图渲染

工程量统计 1.22 统计施工图设计模型的工程量 从施工图设计模型中导出清单量供业主参考 各专业BIM模型 利用revit明细表功能及扣减规则，完成混凝与等主要工程量
清单统计

漫游动画以及主要视点的效果渲染图

提供相关的电子图、蓝图、卫星
图像依据测量数据等资料

提供相关的扩初电子图纸

提供相关的施工设计图纸

各专业BIM模型

各专业BI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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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设计模型漫游及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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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协同管理平台 2.1 搭建项目专属协同管理平台 根据项目需求协助业主搭建协同管理平台 场地办公及服务器

平台BIM标准规则 2.2 制定符合平台要求的标准和规则 根据平台要求制定对应的模型关联标准 平台配置规则

轻量化模型集成浏览 2.3 模型数据轻量化集成在平台进行浏览 将施工模型及数据集成到平台上，实现轻量化，供
各方浏览 各专业BIM模型

BIM施工质量管理 2.4 BIM云平台施工现场质量管理 BIM云平台对施工现场的质量情况进行记录、管控
和汇总统计

BIM施工安全管理 2.5 BIM云平台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BIM云平台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状况实施记录、监督
、汇总统计

项目资料管理 2.6 BIM云平台项目资料管理 根据项目需求，管理平台对项目资料进行汇总管理

分包BIM管理 2.7 项目分包进度、质量监督和检查 在BIM管理平台上对分包模型的质量、进度进行监
督把控

2.8 搭建各专业精细化BIM模型 搭建满足施工需求得精细化BIM模型

2.9 各专业BIM模型深化 根据已有的设计阶段BIM模型，深化模型至满足施
工需求

BIM模型复核 2.10 各专业BIM模型的复核 复核设计BIM模型，收集设计模型及图纸报告 设计模型及图纸 复核设计BIM模型，收集设计模型及图纸报告，为施工BIM
应用做基础保障。

BIM模型维护 2.11 现场变更模型调整维护 根据现场实际变更调整BIM模型 协调设计、总包、专业分包、造
价咨询和监理单位等工作

提供几乎实时动态、准确、完整的工程信息模型，实现高效
协同与共享。

施工方案或施工工艺模拟 2.12 施工方案或施工工艺模拟动画 根据现场的施工方案或施工工艺文字资料、视频、
电子图等材料制作模拟动画

将复杂的施工工序以清晰直观的方式呈现在施工人员面前，
达到施工重点、难点部位可视化，使施工方更好地理解设计
意图，提前预见相关问题，节省大量识图时间，确保工程质
量。

4D进度模拟 2.13 施工进度计划模拟动画 根据实际进度计划，关联BIM模型制作4D进度模拟

通过模型，直观展现建设项目的进度计划并与实际完成情况
、以及成本对比分析，了解实际施工与进度计划的偏差，合
理纠偏并调整进度计划；能够将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以及项
目各个阶阶段成本进行直观展现，便于进度及物资管控。

施工场地布置及漫游 2.14 施工场地布置及漫游动画 根据场布模型制作施工场地布置动画以及漫游动画 施工各重要阶段三维动态模拟，高仿真模拟及漫游现场情况

可视化漫游（项目概况展示） 2.15 项目概况及效果漫游动画 通过软件实现带有渲染效果的项目漫游动画 将项目位置、背景、工程内容、施工重难点等概况通过影视
级渲染动画展示，用于项目投标、宣传等方面。

VR体验展示 2.16 软件实现VR交互体验 通过软件实现VR交互体验 能够提前、直观、安全的对项目效果进行审阅、体验。

手机端扫描二维码进行查看 2.17 将动画视频及相关图片等信息做成二
维码，方便手机扫码查看

通过软件将视频信息以及构件信息存在网页上，生
成二维码便于手机扫码查看 能够将二维码贴至现场，方便现场工人扫码查看。

2.18 辅助机电管线优化 协助各方优化施工图纸，加快施工进度 协调设计方、施工单位 提前发现影响实际施工的碰撞点，加快施工进度。

2.19 综合支架优化 通过BIM模型优化支架的安装以及排布安装方式 提供支架配置要求 1.综合支架达到美观效果；
2.提供综合支架安装指导意义。

2.20 复杂区域优化 通过BIM模型对复杂的施工区域进行优化调整，利
于现场快速施工 管线安装要求 1.局部区域管线安装模拟；

2.局部区域安装指导意义。

2.21 机电深化设计出平、剖、轴侧图 根据管综后BIM模型，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机电各
专业平面定位图、局部剖面图、局部轴测图 出图要求 深化设计成果的管线平面定位图、局部区域的剖面图以及轴

测图，给现场安装提供指导意义。

2.22 搭建设备三维模型 根据电子图纸以及实际情况搭建设备房的设备模
型，方便施工现场设备的安装

相关的设备安装图纸、设备厂商
三维模型或图纸信息

1.优化设备房安装位置，确定预留管线位置；
2.形象直观展示设备。

2.23 搭建企业设备库、构件库 根据项目实际应用和需求，形成企业级设备库 企业提供设备三维模型或相关设
备资料

1.形成企业级设备库，内部共享；
2.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2.24 检测机电各专业间碰撞 对施工阶段的机电BIM模型各专业间进行碰撞检测

满足施工需求的精细化BIM模型，为后续的BIM应用做基础

模型数据轻量化集成在平台上，项目参与各方轻松浏览模
型；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提供便捷；资料管理轻松分类
管理项目的资料。

各专业施工图纸、施工方案、流
水段划分等资料

各方管理人员管理

提供施工方案或施工工艺的文字
资料、视频、电子图、蓝图等

BIM模型、VR交互设备、项目资
料、素材等资料

机电BIM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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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模型服务

施工模拟

施工阶段

基于BIM的可视
化技术交底

BIM管理平台

搭建精细化全专业BIM模型



2.25 检测机电管线与结构碰撞 对施工阶段的机电BIM模型与结构模型进行碰撞检
测

2.26 检测机电管线与门窗碰撞 对施工阶段的机电BIM模型与建筑门窗进行碰撞检
测

2.27 出碰撞报告 出具各专业相互之间的碰撞报告，提交施工方，减
少不必要的碰撞

2.28 净高分析 对安装区域进行净高分析，预判安装的空间

2.29 动态碰撞检查 吊装运输碰撞，构件移动过程中的碰撞点检查

2.30 关键区域漫游 对BIM模型关键区域进行漫游，提前发现影响施工
的碰撞

2.31 结构预留洞定位图 提预留洞口定位体现在二维图纸上

2.32 二次砌筑墙体预留洞定位图 提预留洞口定位体现在二维图纸上

幕墙专业BIM应用 2.33 搭建幕墙专业BIM模型及优化 根据图纸搭建幕墙专业BIM模型 提供相关的幕墙专业图纸 协助幕墙专业进行安装模拟及节点优化

装饰装修BIM应用 2.34 搭建装饰专业BIM模型及优化 根据图纸搭建装饰专业BIM模型 提供相关的装饰专业图纸 协助装饰装修专业进行安装模拟及节点优化

3.1 构件信息录入 将建筑构件的参数信息录入到BIM模型构件中 提供构件参数信息资料 电子化、参数化模型，快速查看构件信息

3.2 维护更新施工阶段BIM模型 对BIM模型进行更新调整，优化达到竣工模型的要
求 提供竣工模型要求以及相关资料 1.BIM竣工模型添加大量运维所需的数据和资料；

2.可以给业主提供增值服务

施工现场协助驻场服务 4.1 派符合要求的工程师到施工现场配合
项目实施

根据BIM模型，工程师现场配合施工方加快施工的
进程 协调设计方、施工单位

企业各方配合驻场服务 4.2 派符合要求的工程师到项目各方办公
地点进行配合 工程师协助各方加快施工的进程 协调设计、施工单位、业主和咨

询单位等工作

4.3 BIM基础应用知识传递

4.4 BIM基础软件应用操作

4.5 BIM应用指导

4.6 BIM基础培训 安排人员、场地、时间

4.7 BIM标准制定 提供已有的各项标准或要求

4.8 BIM项目流程以及协同方式指导 提供已有的各项流程或要求

4.9 BIM项目应用指导 提供实操项目、办公场地、人员
、时间

成果总结 成果总结报告编制 4.10 配合施工方对BIM技术实施成果进行总
结编制，形成汇报文档

配合施工方对BIM技术实施成果进行总结编制，形
成汇报文档 提供相关的技术资料

1.协助企业培养BIM团队
2.建立BIM标准
3.建立BIM应用规范

协助企业培养BIM团队

协调各方，提升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

1.提升工程质量：大幅减少返工，改善工程质量；
2.提升工程安全：提前预见问题，减少危险因素大幅度提升
工作效率；
3.提前发现影响实际施工的碰撞点，加快施工进度。

讲师现场培训学员学习BIM理论知识、BIM主流软
件操作以及实际应用指导

定制专业的培训，学习BIM理论知识、BIM主流软
件操作以及实际应用指导，带领企业学员实际操作
项目全过程

协调设计方、施工单位

安排人员、场地、时间

碰撞筛查

专业BIM应用服务

BIM竣工模型竣工交付阶段III

驻场服务

培训

BIM基础培训

企业级定制培训

其他服务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