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礼顿亚洲
解决方案：
施工
地点：
香港
项目目标：
• 为香港边境通道设施建造面积
达 40,000 平方米、高 30 米的
旅客通关大楼和关联工程。
• 使 Leighton-Chun Wo Joint
Venture 团队能够成功管理与
多家承包商和分包商签订的
八份合同。
• 搭建一个公共土木工程 BIM
平台，以促进沟通并在施工
前提前预测和纠正问题。
使用的产品：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Descartes、LumenRT、Navigator、
ContextCapture、MicroStation®、
OpenRoads、ProjectWise®

快讯
• 每天多达 25 万旅客、6 万车
辆通过香港新建的入关口—
旅客通关大楼。
• 使用 Bentley 的土木工程 BIM
软件作为预测和纠正施工问
题的通用平台。
• 通过对比三维设计模型与三
维点云竣工模型来确保施工
准确性。

ROI
• 借助 Bentley 的 BIM 技术，减
少了补救工作、缩短了资源
工时、降低了施工成本。
• 通过使用土木工程 BIM 平
台，节省了约 12% 的施工
预算。
• 通过从激光扫描点云创建地
理参考竣工模型，节省了约
15% 的勘测预算。

礼顿亚洲采用土木工程 BIM 平台实现最长的
跨海跨度
Bentley 的 BIM 技术帮助降低了 12% 的施工成本
香港别具一格的入关口
香港特别行政区 (SAR) 政府路政署正在建造连接香
港、珠海和澳门的特大型跨海大桥。车辆将通过在
150 公顷填海造地岛屿上建造的新边境通道设施进出
香港。Leighton-Chun Wo Joint Venture (JV) 赢得了价值 46 亿
美元的合同，负责建造旅客通关大楼和关联工程。作
为在承包工程中利用 BIM 技术的先驱者之一，Leighton
Asia 使用 Bentley 的 BIM 技术作为通用平台来预测和
纠正施工问题，并构建数字化竣工模型后交付给路
政署。Leighton Asia 的创新型 BIM 策略节省了约 12%
的施工预算和 15% 的勘测部门预算。

超大型项目、多个承包商

除了组成主桥的一系列桥梁和隧道外，此大型基础
设施还将建造三条环线公路，用于把周围区域连接
到港珠澳大桥，这将把港珠澳大桥路线的行驶时间
从四小时锐缩至 45 分钟。作为香港边境通道设施
(HKBCF) 的一部分，旅客通关大楼把海关和入境设施
建造在临近香港国际机场填海造地的 130 公顷土地
上。JV 团队负责建造乘客通关大楼、下客区人行桥
和区域供冷系统。此合同的范围包括钻孔桩基、钢
筋混凝土结构、型钢屋顶、幕墙和玻璃、机械和电
气工程以及建筑表面装饰。另外一份合同涵盖辅助
建筑、设施和土木工程。
项目自 2014 年开始施工，旅客通关大楼预定于 2017
年年底投入运营。40,000 平方米的大楼规模给 JV 团
队带来了严峻挑战。大楼 30 米的高度将使复杂型
钢屋顶的安装变得困难重
重。此外，还有 385 公里
的巨大地下公用设施网。
这些工程分含在八份子
合同中，要求两家咨询公
司、八家主承包商和众多
分包商协作完成。

50 公里长的港珠澳大桥 (HZMB) 将跨越中国南方的珠
江水道，成为世界上最长
的跨海大桥、最大型的桥
隧组合建筑以及最深的水
下隧道。在广东省、香港
特区和澳门特区的联合主
持下，这个造价达 106 亿
美元的跨海大桥将把该地
区人口最多的三个城市连
接起来，既可以满足这些
地区的客运和货运需求，
又有助于促进经济和可持
续发展。港珠澳大桥管理
局负责港珠澳大桥的施
工、运营、维护和管理。 旅客通关大楼的波浪形型钢屋顶设计是项目的主要施工挑
战，但通过实景建模进行模拟，前瞻性地识别了设计阶段
中的潜在问题，避免了施工期间的返工。

一个土木工程 BIM 平台

礼顿亚洲选择 Bentley 的
BIM 技术作为处理大型
基础设施的综合土木工
程 BIM 平台。该土木工
程 BIM 平台由多个 Bentley
应用程序集合而成，包括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Descartes、LumenRT、Na
vigator、ContextCapture、MicroStation、OpenRoads 和
ProjectWise。采用支持 BIM 的方法为 JV 团队带来了
多项优势。该平台促进了所有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和
协作。礼顿亚洲的勘测团队利用 Bentley 的土木工程
软件来组织和分析承包商提交的二维图纸，然后将
他们的设计转换为最新的三维模型。基于 Bentley 的
建模、文档化和可视化软件 MicroStation，该 BIM 平
台支持将来自八份合同的模型合并到一个地理参考
三维模型中，优化了合同管理。

“Bentley 的土木工程
BIM 技术发展再上新
阶，它能为项目带来
多重效益，尤其是在
处理高难度的大型项
目时效益更明显。此
平台提升了在导入、
获取和交换有价值的
信息时与各个利益相
关方的协作。”
– Michael Kin Wong 先生，
礼顿亚洲
勘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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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BIM 技术，JV 团队在施工早期就预测到并纠正
了一些问题。合同之间的差异得以及早解决，并把
更改及时通知给受影响的各方。该 BIM 平台还确保
所有参与方相互了解各种材料和尺寸。礼顿亚洲使
用 BIM 模型来密切监控施工过程，并模拟各个不同
部门的工作执行。这些模拟有助于跨部门沟通并避
免延迟。

Bentley 针对支持 BIM 的冲突分析的可视化功能单单
在地下公用设施网络中就解决了超过 3,000 个冲突。
BIM 技术不仅预测和解决了设计之间的差异，而且
提供了让所有各方都能更轻松地理解并纠正问题的
可视化功能。在施工前通过使用 MicroStation 纠正问
题，JV 团队减少了信息误传和返工。提前检测和解
决冲突节省了大约 12% 的施工预算。

旅客通关大楼的波浪形型钢屋顶是标志性的设计特
性，也是项目的主要施工挑战之一。每个型钢屋顶
段长 60 米，宽 25 米，重量超过 670 吨。鉴于附近机
场所施加的高度限制，施工方选择使用水平安装方
法。制造和预组装阶段在多个位置执行，使屋顶的
施工进展速度达到通常的两倍。通过使用 BIM 模型
模拟施工时间表，识别并解决了潜在的安全问题。

支持 BIM 带来成本节省

勘测人员创建竣工模型
礼顿亚洲与 Bentley 渠道合作伙伴 The Earth Solutions
Limited 携手合作，以创建和维护地理参考三维竣工
模型。礼顿亚洲的勘测部门对施工过程执行三维激
光扫描。他们使用 Pointools 和 Descartes 来处理点云
数据，以创建竣工模型。勘测团队将三维设计模型
与点云竣工模型相比较，以评估工程的准确性。该
过程对项目的质量保证计划不可或缺。

面对严峻挑战，JV 团队能够将土木工程 BIM 流程中
的其他专业融合进来，让每个领域的多个软件供应
商都能得心应手。项目团队抛开了传统工作流，并
借助 The Earth Solutions Limited 等合作伙伴的培训和技
术支持学习如何使用新的 BIM 技术。
土木工程 BIM 平台通过增强项目参与者之间的沟通
和协作并可视化各个设计领域之间的冲突，提高
了准确性，减少了补救工作，增强了安全性，并
减少了资源工时，最终显著降低了成本。通过借鉴
HKBCF 项目的经验，礼顿亚洲的勘测部门从土木工
程 BIM 平台获得了多重效益，包括节省 15% 的勘测
预算和 12% 的总施工预算。

通过不断的更新，勘测团队最终创建了适合路政
署进行设施生命周期管理的准确 BIM 竣工模型。
礼顿亚洲勘测部门开创的这种经济有效方法优化了
工作流，节省了 15% 的勘测预算。

协同和可视化
Bentley 软件提供了在所有施工阶段有助于增强沟通
和加强协作的功能。JV 团队使用 ProjectWise 作为主
要的信息共享平台。项目信息管理和协同工作软件
确保所有领域都能访问存储在一个中心位置中的最
新文件。MicroStation 提供了查看和管理模型的通用
平台。例如，在 OpenRoads 中创建道路剖面图时，
文件可以添加到 MicroStation 中的土木工程 BIM。然
后，此模型可以使用 iModel 格式导出，以供在现场
检查期间进行审核和批注。为了让官员和公众直观
了解施工现场进展，该团队使用 LumenRT 实景建模
软件来创建演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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