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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Edition

ConstructSim Planner
利用领先的虚拟施工模拟产品改进施工规划和控制
ConstructSim Planner 为大型项目施工计划提供强大的虚拟施工
模拟。ConstructSim 包括 Planner 和 Work Package Server，为
施工管理提供所需的可见度，从而快速有效地解决项目问题，
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缩短项目周期，同时提高风险规避能力
并确保团队安全。
集成的建模和文档制作工作流
CONNECT 版本为综合项目交付提供了一个通用环境，将用户、项目和您
的企业连接在一起。使用 CONNECT 版本，您将拥有一个可以访问学习资
源、社区和项目信息的个人门户。您还可以直接从桌面将个人文件共享
给其他用户，或将这些文件暂存，以便从 Navigator Mobile 等 Bentley 应用
程序轻松访问它们。通过新的项目门户，您的项目团队可查看项目详情
和状态，并深入了解项目表现。使用 CONNECT 版本时，您的项目团队还
可以尝试使用新的 ProjectWise® Connection 服务，包括项目性能仪表板和问
题解决服务。

施工计划增强项目管理
在 ConstructSim Planner 中，项目团队可以直观地查看虚拟施工模型 (VCM)
并与之交互，以可视的方式将工程组件整理到 施工工作区 (CWA)、施工工
作包 (CWP) 和 安装工作包 (IWP) 中。这样可产生更优、更精细的工作分解
结构，推动基于现场安装排序需求的工程、采购和制造。以可视方式定
义 CWA 和 CWP，达到对施工规划前所未有的管理控制级别。施工经理可
以更轻松、更准确地规划工作的优先级和安装顺序。

省时的数量跟踪与挣值报告
ConstructSim Planner 代表了基于模型的数量跟踪和挣值报告的未来。模板可
用于确立施工工程量中劳务估算的指标，然后生成用于规划和测量流程
的 5 级工作步骤数据库。可以将工作人员的进度积分卡、物料清单、报
告和其他文档自动发布到 IWP 中。

通过施工状态跟踪可视化组件状态
用户可以标记和跟踪各个模型组件或分组，查看表示施工状态的带有颜
色编码的三维图像。这样可以近乎实时地跟踪进度，清楚地概览复杂的
项目。

施工计划模拟有助于改善安全性和时机选择
通过计划自动连接组件和用户定义组，灵活呈现四维计划。清楚了解施
工路径，主管可以在满足计划要求的同时最大限度提升安全性。另外，
用户还可以报告估算的和挣得的小时和数量，通过基于模型的五维成本
分析测量 3 级计划进度。数据可从分包商处上传，以监控和协调相互依
存的活动，迁移到 X-D 施工模拟环境。

软件为所有专业提供工作流支持。

材料管理提升采购质量
经过改进的计划基于当前的现场材料和材料系统中采购收到的预计抵达
日期。通过自动的材料预定请求，用户可以根据 IWP 的详细顺序优先进
行材料可行性分析，同时消除繁琐的数据输入。与 RFID 和条形编码系统
集成，增强优化现场材料管理的能力。

先行规划主动管理
ConstructSim Planner 改善了在计划最终确定之前的现场信息采集。该应用
程序提供可用工作和材料的可视化展示，管理每个工作包的资源限制。
基于限制内的跟踪、更新、编辑工作包的功能有助于确保仅在管理层知晓
IWP 可完成时将工作包发放到工地，最大限度减少返工和工作顺序错误。

虚拟模型提高系统完成度
VCM 允许用户在安装和以交互方式定义测试软件包之前现场确认虚拟模
型中的移交系统。用户可以监控安装进度，根据系统移交优先级加快进
行未完成的工作。

全面的项目仪表板和报告
ConstructSim Planner 随附的 ConstructSim Work Package Server 提供基于 Web 的
接口，用于管理工作包和报告最新工作流详情和材料状态。突出关键绩
效指标在仪表盘中的显示，以供项目利益相关方查看了解。

ConstructSim Planner 概览
“Bentley 希望未来能

对其他专业的扩展支持

综合的工作共享环境

包，这意味着 Jacobs

• 工作流支持所有施工专业，包括土木工程、电气
和仪表、管道结构和设备
• 标准的数据传输接口，用于输入工程列表，例如
机械设备列表、仪表索引、电缆计划、电缆托架
管道和 HVAC 等
• 非图形工作包功能可以跟踪三维 CAD 中未建模组
件的详细数量
• 施工文档发布前，基于初期工程模型开发工作包

可以向业主展现直接

系统移交功能增强

• 综合的工作共享环境可供施工管理公司、直接聘
请的承包商和业主运营商同时使用
• 为现场用户提供简单易用的如游戏般的环境
• 适用于所有流行三维建模包和材料管理系统（包
括 SmartPlant Materials）的模板化开放接口
• 强大的数据处理环境，用于通过联合信息工作流
架构进行数据管理
• 与初期施工规划、现场执行、移交、调试和停机
周转相关的用例
• 用户：施工计划人员、现场工程师、工头/监理、
施工经理、项目经理、移交协调员、材料协调员、
项目控制人员、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人员

够有效建立工作打包
模型，在数分钟内创
建电气现场安装工作

价值。”
Dale A. Adcox–Jac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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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虚拟模型中以可视方式开发移交系统和测试工
作包
• 通过安装区域、工作包、测试包和系统内容同时
呈现工程组件
• 基于移交计划需要优先处理和加速未完成的安装
工作
• 提供立即可用的系统完成报告和加速报告

MicroStation® 可视化引擎

• 提供强大的图形可视化效果，用于流畅的浏览全
球大型项目中的复杂 CAD 数据
• 充分利用 MicroStation 的图纸制作、发布、文档制
作、建模和输出功能
• 加入起重机、脚手架和其他施工现场内容的可视
化功能
• 能够加载来自第三方工程软件供应商的 CAD 数据

动态评论发布服务
• 发布适用于通过 Bentley Navigator 进行大规模动态
审查的 i-model（用于开放式信息交换的容器）
• 创建交互式的三维 PDF，提供方便更多受众审阅
的模型
• 加强工程与施工部门之间的协作
• 查看施工状态和工程优先级
• 充分利用三维模型中共享的标记、说明和批注

工作包书签
• 自动生成工作包书签
• 使用书签生成标记
• 支持书签内部的标记

钢结构布局列表
•
•
•
•

创建钢构件列表
对列表排序和制作动画
以反向顺序发布列表以辅助卡车装载
基于已发布列表创建架设顺序

支持
• 满足变更管理的基本需求
• 针对敏捷施工、施工计划和相关建筑行业最佳实
践提供关键概念和工作流程方法
• 拥有数十年现场经验的资深行业顾问团队提供全
程支持
• 包含成熟、标准化的项目模板，用于简化部署、
帮助公司实现虚拟施工模拟的目标优势
• 业主和建筑商合作伙伴帮助提高投资回报率和构
建高质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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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Sim Planner 提供对 CAD 转换的扩展 i-model
支持。

用户可以利用 SQL Server 报告服务增强报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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