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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在斜拉桥施工中的应用研究

税 宁 波,　文　颖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一分局,四川 彭山　６２０８６０)

摘　要:随着数字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BIM(建筑信息化模型)作为一种新型的工程项目管理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正被

广泛地应用于各个建筑施工领域中.BIM 模型的“３D”可视化让项目的整个施工状态全周期地呈现;BIM 实体化的多维度

模型能够加强各施工专业间的协调工作;BIM 的模拟性、优化性及可出图性能为施工项目管理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性和直观

性.以BIM 技术在韩滩双岛大桥双塔双索面斜拉桥中的应用为例,详细阐述了 BIM 技术在桥梁施工过程中的应用情况及

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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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adventofdigitalandeconomicera,BIM (BuildingInformationModel)iswidelyusedasa
newprojectmanagementtechnologyinvariousconstructionfieldswithitsuniqueadvantages．The＂３D＂visualＧ
izationofBIM modelenablestheconstructionprocesstopresentthewholeconstructionstateoftheprojectin
afullperiod;themultiＧdimensionalmodelofBIMsubstantiationcanstrengthenthecoordinationamongconＧ
structiondisciplines;thesimulation,optimizationandprintabilityofBIMprovidegreatconvenienceandintuiＧ
tionforconstructionprojectmanagement．TakingtheapplicationofBIMtechnologyincableＧstayedbridgewith
doubletoweranddoublecableplaneofHantanTwinIsletBridgeasanexample,theapplicationandfuturedeＧ
velopmenttrendofBIMtechnologyinthebridgeconstructionprocessaredescribedin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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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BIM 是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集成了建筑

工程项目各种相关信息的工程数据模型,BIM 是

对工程项目设施实体与功能特性的数字化表达.
一个完善的信息模型能够连接建筑项目生命期不

同阶段的数据、过程和资源,是对工程对象的完整

描述,已被建设项目各参与方普遍使用.

BIM 具有单一工程数据源,可解决分布式、
异构工程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和全局共享问题,支
持建设项目生命期中动态的工程信息创建、管理

和共享.BIM 建筑信息模型同时又是一种应用

于设计、建造、管理的数字化方法,韩滩双岛大桥

采用这种方法建造集成管理环境,使该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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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整个进程中显著提高了施工效率并大量减少

了施工风险.

２　BIM 技术应用现状

在桥梁施工领域,国内外在施工阶段应用BIM
技术的桥梁并不多.国外的摩洛哥布里格里格河

谷斜拉桥、国内的北盘江特大桥和吉水赣江二桥项

目采用的BIM 技术主要应用于设计优化阶段,具
体体现在数字化建模、预拼装以及三维模型的差错

漏碰检查.其在施工阶段的应用,尤其是与施工管

理紧密结合的实例则相对较少.而韩滩双岛大桥

BIM技术已经在数字化建模、预拼装的基础上实现

了施工管理与现场生产紧密结合,实现了对施工过

程的超前管理,在降低施工成本的同时也极大地减

小了该桥的施工安全风险[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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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BIM 技术在韩滩双岛大桥建设中的应用

３．１　碰撞检查

检查的模型对象可以分为钢筋间碰撞、钢筋

与建筑和结构的碰撞、结构构件间的碰撞以及结

构与预埋件之间的碰撞等.另外,在施工模型中,
可以模拟搬运安装路径,检查吊装过程碰撞、运输

过程碰撞、安装空间碰撞等[２].
检测模型之间是否已经发生碰撞或即将发生

碰撞;检查模型之间是否满足特定间距要求;报告

和展示模型发生碰撞的位置点或不能满足特定间

距要求的位置点或疑似问题点.

３．２　施工工程的筹划模拟

应用于施工场地布置.对现场资源配置、道
路等进行模拟,预先熟悉施工现场,保证施工布置

满足要求.
应用于施工方案优化比选.结合实际情况制

定不同的施工方案及对应时间,对方案进行动态

模拟:验证各个方案时间的合理性,选择最优方

案;发现方案中涉及到的工程施工冲突、不合理等

特殊情况的部位,并据此制定专项方案应对.通

过施工方案模拟,确保工程筹划具有可实施性及

指导价值.
应用于资源配置[３].根据施工方案及主体

工程量对工程机械设备、人员等进行合理配置

(表１).
表１　施工方案模拟数据信息表

模型类型 模型包含的数据信息

施工设计

模型

施工设计模型包含结构形式、构件、主要工程量

等

周边环境

及构筑物

模型

包含结构周边既有道路信息、管线信息.邻近结

构房屋的楼层高度、占地面积及房屋与结构的空

间位置关系;管线信息包含伸入结构或邻近结构

需要迁改的管线类型、尺寸、相对位置关系、与结

构位置关系等

场地布置

模型

模型包含场内道路、资源放置场地的详细尺寸及

其与结构的空间位置关系及安全文明措施物件
(消防沙池、灭火器、防汛物资存放点、“七牌四

图”等)的主要几何尺寸及空间位置

施工方案

模型

该模型为在施工设计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各种方

案计划施工时间形成的、带有时间信息的模型

　　根据设计模型的虚拟建造过程选择并确定具

有可实施性、合理的工程筹划.

３．３　施工专项方案仿真

对结构的复杂断面、钢筋及预埋件等施工工

艺复杂、结构形式特殊或专业施工交叉密集的工

程进行施工工序模拟.模拟的内容主要为施工方

法及施工次序.
为便于技术人员、施工工人等直观掌握工程

各阶段的施工内容及施工要点,对重难点施工专

项方案采用数字仿真技术进行辅助论证,结合工

程经验进行优化;采用三维交互模式对施工难度

高、施工过程复杂的工序或工艺进行辅助技术交

底,确保将施工关键技术、质量要求、安全措施等

向施工班组进行全面、清晰、直观形象的展现.

３．４　辅助决策管理

BIM 在该项目的辅助决策管理通过两个方

面实现[４]:第一,从项目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施工

组织的经济性、合理性、安全性、适用性并基于现

有施工资源状况,通过信息化手段自动编制和输

出该项目的施工进度计划;第二,基于施工图的施

工作业颗粒度建立BIM 模型,并结合工程施工进

度计划、施工资源等信息对施工过程进行模拟和

预演,实现施工中的事前控制和动态管理.在获

取实际施工进度的同时,结合系统进度预警机制,
迅速指导施工组织优化的方向,计算项目当前所

需施工资源或优化施工方案,用以提高对项目进

度管理的控制和决策能力.

３．５　施工进度动态管理

根据设计图纸及施工现场的实际进度,使用

BIM 技术建立主体三维模型,对施工现场安全、
质量、物资、成本等进行动态分析,直观地对索塔

的结构物(如钢筋、索导管、钢锚箱、预埋件等)在
施工各工序环节中的安装进行干涉检查分析,从
而避免各结构物之间的碰撞冲突.同时,进度计

划与主体部位相关联,实现进度的可视化对比分

析,辅助管理人员管控施工总进度计划、年进度计

划、月进度计划、周进度计划,按照天、周、月的时

间变化进行施工进度模拟、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

的对比、甘特图管理等.

３．６　施工质量与安全的管理

BIM 技术在该桥建设中的应用还可实现安

全、质量风险的预警、填报、管理,形成填报问题的

PDCA闭环处理流程,并支持在网页端直接生成

问题整改单,生成３D模型、PDF图纸、office文档

等,也可进行结构参数、工程数量、物资材料、成本

分析等的查询,实现现场质量、安全管理的智能性

税宁波等:BIM 技术在斜拉桥施工中的应用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SichuanWaterPower　５１　　　

与互动性.

３．７　施工现场物联网设备与BIM 的结合

该桥 BIM 管理通过施工监控管理设备信息

平台将桥梁监测及现场测量等数据集成至 BIM
现场管理系统,并将现场检测设备数据在BIM 模

型中进行展示.通过设定虚拟摄像头,将现实中

视频监控所拍摄的画面与虚拟摄像头拍摄到的

BIM 模型一一对应,实现虚拟模型与现实施工情

况的对比,从而实现了施工管理的同步性.

３．８　竣工图数字归档

根据最新设计图纸和设计变更完善 BIM 模

型,将BIM 模型与现场实景进行对比,更新BIM
模型,确保模型与施工现场一致,搜集设施设备各

类属性信息,将后期运维所需信息录入 BIM 模

型,最后对模型数据的准确性进行校对,待其满足

相关要求后交付,最终的交付成果为竣工模型、竣
工验收资料.

在项目竣工验收时,将竣工验收信息添加到

施工作业模型,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以
保证模型与工程实体的一致性,进而形成竣工模

型,以满足交付及运营的基本要求.

４　应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BIM 技术在韩滩双岛大桥双塔斜拉桥中的

应用,虽然解决了诸多施工管理过程中的问题,
但其亦存在颇多不足[５],具体表现在:

(１)我国关于 BIM 技术应用的相关标准和

制度还不健全,无法为 BIM 技术提供有效的参

考标准.
(２)BIM 技术学习门槛较高,普及深入地应

用BIM 技术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项目部现阶

段这方面的人才不足.
(３)BIM 技术的应用需要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作支撑,而该项目开展信息化建设需要硬件、软件

的开发、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
(４)对信息化建设的认识和信息化意识有待

加强.实际工作中,管理层和作业层的人员对此

项工作普遍存在认识不足的情况,主动意识不强.
这些问题还需要项目部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加强

宣传和推广力度,同时,也需要企业进一步加强认

识,放远眼光,通过实践进一步地摸索经验.

５　结　语

BIM 技术在韩滩双岛大桥双塔斜拉桥中的

应用,可以说是BIM 技术在斜拉桥研究应用中一

次成功的典范,不仅实现了项目施工的动态管理,
更是提升了整个项目管理的质量.

但BIM 技术的发展仍任重而道远,在大数

据、数字化的时代潮流中,就施工单位而言,BIM
技术在施工过程中的发展及应用会遇到诸多困

难,这就需要企业不仅要根据项目实际,还应结合

自身条件及需求制定合理的 BIM 实施方法和步

骤,做好BIM 技术项目实施的各项工作,更要提

前做好BIM 技术人才的储备工作,促进 BIM 技

术真正地在项目中得到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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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项目邀请专家为韩滩双岛大桥斜拉索安装施工护航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９日,由中国水电七局承建的韩滩双岛大桥及连接线工程邀请专家为韩滩双岛大桥斜拉索安装施工方

案进行专家论证.韩滩双岛大桥拉索采用直径７mm 的低松弛高强度平行镀锌成品索,标准强度为１７７０MPa.单塔共

布置１７对斜拉索,全桥共１３６根斜拉索,单根最大长度约为２３９．５８６m,最大重量约为２４．３t,斜拉索的外层防护采用热

挤双层高密度PE防护套,其中２４根斜拉索梁端锚头设置永久压力环用于后期桥梁健康监测.项目部对韩滩双岛大桥

斜拉索安装施工专项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回答了专家组及与会各单位提出的问题.专家们在认真查阅有关资料后,认
为方案满足安全施工条件和质量控制要求,具有现实操作性和可行性.同时,专家们还根据项目实际给出建议,其中包

括资源配置计划,细化斜拉索运输、展索、安装及成品保护措施,完善塔端减震器安装工艺等并形成了最终评审意见.
(水电七局一分局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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