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中冶天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地点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项目目标
• 对广西百色至靖西高速公路巴
更大桥的施工过程进行管理。
• 采用集成的 BIM 策略和应用程
序，攻克复杂的地形和技术
难关。
• 优化项目交付，按时、安全、
经济高效地完成施工。
使用的产品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BridgeMaster、OpenRoads、
LumenRT、MicroStation®、
Navigator、ProjectWise、
ProStructures、STAAD

快讯
• 中冶天工集团对中国百色市总
投资 1.4 亿元的巴更大桥项目
进行施工管理。
• 凭借 OpenRoads 技术，中冶天工
集团实施了土方工程分析并构
建了数字地形模型，在项目初
期就做好了施工规划。
• 中冶天工集团通过 Bentley 的
BIM 技术构建了 BridgeMaster 模
型并进行了施工模拟，从而克
服了现场限制。

ROI
• 利用 BIM 技术对施工方案进行
优化设计，节约成本 15 万元。
• 借助 OpenRoads 减少了环境影
响并将工期缩短了两个月。
• iModel 和 ProjectWise® 促进了实
时 信息共享和施工过程的动态
管理。

中冶天工集团采用协同 BIM 策略优化桥梁施工
Bentley 解决方案为巴更大桥工程节约成本 15 万元
地质和技术挑战
百靖高速公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是广西
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路建成通车后不仅改善
了当地交通条件，还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高
速公路上的巴更大桥跨越铁路线和山区。该桥梁项
目总投资 1.4 亿元，中冶天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是该
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商，面临着诸多工程挑战。
项目地处山岭地区，软土路基和极易出现碎屑岩区
的高坡地带交错，桥梁施工场地狭窄，铁路通行对
桥梁预制格栅和脚手架搭建造成干扰，为现场施工
人员带来了安全隐患。除了严峻的地质条件，项目
团队同样面临重重技术难题，需要协调处理多专业
数据和信息。项目组采取分布式组织架构，除了总
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他人分布在各分公司或
项目现场。“为有效解决上述困难，公司组建了 BIM
设计师和工程师团队，依托 Bentley 软件为工程管理
提供信息与支持”，中
冶天工集团天津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副经理姜坤
说道。

三维建模助力安全
施工解决方案

模拟垂直提升架设、安装预制梁以及特殊设备施工
都对桥梁工程安全施工至关重要。项目组通过应用
BIM 策略模拟施工流程，有效避免了因项目规模和高
度引发的事故。项目组将挂篮结构模型导入 STAAD，
从而进行有限元和荷载分析并对主桁架的应力和变
形情况进行了研究，以此确保结构完整性。通过
Bentley 建模功能，项目组利用混凝土地基、型钢支
撑系统和绝缘顶棚优化铁路防电棚的设计，充分保
障挂篮结构并满足铁路通行需求。对 30 多米高的建
筑边缘护栏和安全楼梯进行建模降低了相关的施
工风险。Bentley 的集成三维设计技术避免了重复建
模、验证了结构稳定性并满足了安全性要求。

ProjectWise 优化协同施工管理
中冶天工集团依托 ProjectWise 协同工作平台共享各
专业分工的文档和数据，同时配置人员权限以确保
安全访问和标准化工作流。项目组还创建了定制组
件库，对每个结构件实
现标签管理并为各组件建
立施工过程管理文件。
利用 ProjectWise，不仅能
够 实时查看施工信息，
还可通过单一平台轻松
管理文件并上传合同、
材料数量和施工标准。

项目团队利用 OpenRoads
根据现场勘测数据构建
了数字地形模型并进行
土方工程分析，在项目
初期就做好了施工规
划。施工团队借助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在 ProjectWise 中整合桥梁模型，可在施工现场通过
对关键工序及特种设备 移动设备查阅信息并对比施工。
的施工作业进行模拟。
通过利用 BridgeMaster 进
行桥梁及钢束的建模，成功完成了T梁提升架设并进
行了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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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del 实现了移动端便携设备的施工应用，可提升并
加快信息共享。将桥梁模型载入移动设备，方便与
实际施工场所进行现场比对。使用模型上的超链
接，现场人员可以在施工过程中录入材料类型和施
工时间等其他可追溯信息。借助 ProjectWise 实现可
追溯数据和信息的实时访问，帮助项目组对施工过
程进行动态同步和管理，提升质量管控。

项目成功交付推动了 BIM 发展

集成 BIM 技术实现成本节约

BIM 策略在桥梁工程中的成功运用不仅改进了项目
管理，同时提高了中冶天工集团的知名度。随着巴
更大桥项目的顺利交付，中冶天工集团积累了相关
经验，并分析了最佳 BIM 方法的相关流程，可在将来
的项目中将其作为标准技术推广。中冶天工集团希
望继续使用 BIM 策略，在其他地区完成更多项目。

通过 Bentley 集成技术实施协同 BIM 方法，项目组对
整个施工过程建模及模拟、选择优化施工方案，使
项目得以按进度推进。利用 BIM 技术对施工方案进
行优化设计，仅T梁提升架设一项就节约施工成本 15
万元，缩短施工工期 56 天。利用 Bentley 软件提升了
工程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时间和成本、
最大限度减少了错误并避免了因地形限制产生的高
架桥梁施工风险。

在巴更大桥项目中采用 BIM 协同方法对施工过程进
行了有效管理，同时实现了进度管控。BIM 策略同
样提高了项目信息的可追溯性，加速了项目交付进
度并提高了基础设施的场地性能。项目完工后，所
有三维模型和文件将转交给所有者用于完整的生命
周期运营和管理。

另外，BridgeMaster 模型不仅帮助完成了桥梁建模，
还对材料用量进行了精准控制，避免了昂贵材料的
不必要损耗。利用 OpenRoads 实现了精确的土方计
算，最大程度减少了环境影响并节约了整体项目成
本。与传统方法相比，中冶天工集团通过 BIM 应用
程序实现了时间和成本的管控，借助 ProjectWise 完
成了信息管理和共享，最终出色地交付了巴更大桥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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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Master 模型可对非必要性材料进行精确测量，从而减少材料损耗，节约客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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