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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一    BIM概念

BIM全称：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筑信息模型 

通过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

具有的真实信息

BIM是什么



章节一    BIM概念

BIM的定义：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或者建筑信息化管理

（Build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或者建筑信息制造（Building 

Information Manufacture）是以建筑工程项目的各项相关信息数据作为基础，

通过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通过三维建筑模型，实

现工程监理、物业管理、设备管理、数字化加工、工程化管理等功能。 [1]  

它具有信息完备性、信息关联性、信息一致性、 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

优化性和可出图性八大特点。将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等项目参与方在同一平台上，共享同一建筑信息模型。利于项目可视化、

精细化建造。BIM不再像CAD一样只是一款软件，而是一种管理手段，是实

现建筑业精细化，信息化管理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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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是基础，信息是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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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一    BIM概念

几何信息

模型元素几何信息例如：长、宽、
高等

非几何信息

模型元素非几何信息结构类型、材
料属性等

I(infor
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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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deling）

结构 水 暖建筑 电

模型建立、信息录入、信息提取



章节一    BIM与CAD时代区别

建筑师

结构工程
师

水暖电工
程师

智能控制
工程师

物业管理

项目业主

岩土工程
师

建造师

建筑师

结构工程
师

水暖电工
程师

智能控制
工程师

物业管理

项目业主

岩土工程
师

建造师

BIM
建筑
模型



章节一 BIM与CAD时代区别

CAD 时代软件与 BIM 时代软件对比

BIM 时代

CAD 时代众多专业各自工作，工作流线交错复杂，重复工作
量大，错漏碰缺，设计变更难以避免。

两个软件不兼容需要
通过 第三软件转换才
能互导

AutoCA
D

CAD 时代

R

SketchUp导入到
Rhino 会出现乱线等
情况因为软 件之间的
不兼容情况

SketchUp作为草图软件，
只 能初期推敲模型，进
入后期以 后需要Maya做
动画一般都需 要2次建模

天正系列CAD，
转入AutoCAD之后，在
天 正中画的部分图纸
不可见

CAD导入PS只能
用 EPS文档，而
且会出 现矢量信
息丢失

CAD导入SketchUp
经常 遇到各种不兼容
现象，比 如曲线问题，
图层问题

PS导入PowerPoint会出现
各种 文件格式问题，如PSD
不识别、 PDF分辨率不高、
PNG文件太大

AI导入PowerPoint会有
兼容 问题，虽然同为矢
量软件，但 PowerPoint
只识别AI的xml 格式，且
出现细节丢失问题

PS导入PowerPoint
会出 现各种文件格式
问题，如 PSD不识别、
PDF分辨率 不高、
PNG文件太大

各种建筑数据需要
不断的在两个软件里面跟
新， 很容易出现遗漏
或错误

SketchUp模型后期
需要 渲染时导入3Ds 
Max会出 现乱线等不
兼容现象，一 般需要
2次建模

Word导入ID中
后会 出现文字结
构变乱，需要在ID中
重排

Rhino和Maya之
间也会出现软件之间的
不兼 容情况

Rhino导入CAD会出现
三角 面问题，导致模型
无法编辑 而且无法导
回去

R

BIM 时代提供协同工作平台，工作流线有序简洁，综合信息
共享，唯一模型，实体与设计成果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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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和BIM的对比



章节一 BIM与CAD时代区别

CAD 时代软件的烦恼

须海量图纸

冲突碰撞
海量纠错

须重

新 建 模 重复工作时间
时间增倍

人工制表， 耗时
错漏

在 CAD 时代以二维图纸为主描述项目的方式下，“错漏碰缺”难以消除，造成施工阶段的

工程变更，敲了重来，或者将就搭建，给项目增加很多不可预见费，同时建筑质量

受损。

CAD 时代，一个建筑项目必  海量图纸 才能将建筑物描述完整。设计各部门需独

立制作图纸来表达建筑物的各个方面，如土建、结构、机电、给排水、暖通等等。每一组图 
纸都需要出各自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设计完成后图纸量惊人。

基于各部门独立绘制图纸这样的工作环境，图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冲突碰撞，

产生的结果就是海量纠错。并且由于二维图纸的不直观性，在每一张图纸中检查冲

突都如海底捞针。 在设计过程中，除了要搭建建筑的物理模型，描述建筑体量、材质等属性。
然后需搭建结构 模型进行结构计算，绿色分析模型进行热工计算、技能计算等做必要的计
算分析。在 CAD

时代，由于建筑的物理模型不包含其他模型所需的完整信息，做各项分析计算时都必

新 分别搭建相应模型，产生大量 重复工作时间。而当需要调整时，每一 

项都需分别调整，重复工作 时间增倍。

一个项目中，材料明细报表，成本估算是少不了的。在 CAD 时代，所有的数据都需要人工统计，

面对海量的设计条目，数据统计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量，耗时，且难

以避免错漏。

重

人工制表

工程变更



章节一 BIM与CAD时代区别

BIM 全生命周期模型综述：BIM 全
生命周期模型即BIM全程可视协同设计平

台。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BIM 唯一
模型为各阶段各部门提供协同工作平台， 
各取所需，减少重复工作量，减少变更单。

保证建筑信息的实时更新，保证整个周期 
中及建筑不同侧面的信息一致性，完整 
反映实景建筑。

在运营阶段，BIM 为自
动化运营系统提供技术
平台，减少运营管理人
员投资。

在招商阶段，利用 BIM
竣工模型引导招商。

策划阶段，BIM 结合 GIS 在策
划之前对场地及周边环境进行
分析，引导决策优化。

利用三维可视化模型构建直 
观易懂协同设计平台，高效 
沟通，消除错漏。

在施工阶段，BIM 
模 型模拟、优化施
工计 划， 控 制 工 
期，3D 对照监管
施工。



章节一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定义: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
工程实践过程中的模拟建
造，以改进其全过程中工
程工序的技术人员。

主要工作任务:
1.负责项目中建筑、结构、
暖通、给排水、电气专业
等BIM模型的搭建、复核、
维护管理工作;
2.协同其它专业建模，并
做碰撞检查;
3.BIM可视化设计:室内外
渲染、虚拟漫游、建筑动
画、虚拟施工周期等;
4.施工管理及后期运维。

2019年国家人社部公示新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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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六本国家BIM标准

已出版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GB/T51235-2016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GB/T51235-2017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51269-2017

未出版（审批中）

《制造工业信息模型标准》

《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准》

《建筑信息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513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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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关于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

发布单位：住建部

发布时间：2014年7月

重点摘要：

    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等信息

技术在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营维护全

过程的应用，提高综合效益。



文件名称：《2016-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

发布单位：住建部

发布时间：2016年8月

重点摘要：

    在工程项目设计中，普及应用BIM

进行设计方案的性能和功能模拟分析、

优化、绘图、审查，以及成果交付和

可视化沟通，提高设计质量。

         研究制定工程总承包项目基于BIM

的多参与方成果交付标准，实现从设

计、施工到运营维护阶段的数字化交

付和全生命期信息共享。

         在“一带一路”重点工程中应用

BIM进行建设。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工程质量管理

标准化工作的通知》
发布单位：住建部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

重点摘要：

促进质量管理标准化与信息化融合。

充分发挥信息化手段在工程质量管理

标准化中的作用，大力推广建筑信息

模型（BIM）、大数据、智能化、移动

通讯、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

用，推动各方主体、监管部门等协同

管理和共享数据，打造基于信息化技

术、覆盖施工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标准

化体系。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发布单位：住建部

发布时间：2016年12月
       《标准》是我国第一部建筑信

息模型应用的工程建设标准，提出

了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的基本要求，

是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的基础标准，

可作为我国建筑信息模型应用及相

关标准研究和编制的依据。国务院

日前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

划》，《标准》实施将为国家建筑

业信息化能力提升奠定基础。

重点摘要：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发布单位：住建部

发布时间：2017年5月
        《标准》从深化设计、施工模

拟、预制加工、进度管理、预算与

成本管理、质量与安全管理、施工

监理、竣工验收等方面提出了建筑

信息模型的创建、使用和管理要求。

        《标准》是我国第一部建筑工

程施工领域的BIM应用标准，填补

了我国BIM技术应用标准的空白。

重点摘要：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发布单位：住建部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
是为实现建筑工程建设与使用各阶

段建筑工程信息的有序分类与传递，

以及为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施工

阶段的成本预算与控制，设计阶段

项目描述建立，建筑信息模型数据

库建立，规范建筑工程中建筑产品

信息交换、共享，促进建筑工程信

息化发展而制定的。 

将

重点摘要：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发布单位：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时间：2017年2月

重点摘要：

积极支持建筑业科研工作，大幅

提高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率。

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在

规划、勘察、设计、施工和运营维护

全过程的集成应用，实现工程建设项

目全生命周期数据共享和信息化管理，

为项目方案优化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促进建筑业提质增效。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BIM应用指南的通知》
发布单位：住建部

发布时间：2018年5月

重点摘要：

阐述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施工阶段BIM应用点。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
筑业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布单位：浙江省政府办公厅

发布时间：2017年8月

        积极推广应用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政府投资项目应先

应用BIM技术。加快编制BIM技术应

用标准体系和计价标准，探索基于

应用BIM技术的项目建设全过程监

管模式。

重点摘要：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浙江省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
导则》

发布单位：浙江省建设厅

发布时间：2016年4月

      BIM技术应用导则

重点摘要：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浙江省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推
广应用费用依据》

发布单位：浙江省建设厅

发布时间：2018年6月

      为BIM技术应用提供费用参考。

重点摘要：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浙江省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
统一标准》

发布单位：浙江省建设厅

发布时间：2017年9月

批准为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编号

为DB33/T1154-2018

重点摘要：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
筑业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布单位：宁波市六部委

发布时间：2017年6月

具体是，到2017年底，我市将完成BIM
技术的应用发展规划，在工程项目的
施工图审查、工程招投标等环节逐步
推广BIM技术的应用，初步形成BIM技
术应用的配套政策和地方应用标准。
2017年起,部分政府投资的市重点建设
项目率先应用BIM技术。
　　2018年起，新立项的国有资金投
资的房屋建筑和道路、桥梁等建设工
程普遍应用BIM技术；应用BIM技术的
工程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绿色建筑、
绿色生态示范小区以及市重点建设项
目先进集体。
　　到2020年底，形成满足BIM技术全
面推广应用的系列政策、地方应用标
准体系。2021年起，新立项的建设工
程项目在规划、勘察、设计、施工、
运营维护等环节普遍应用BIM技术

重点摘要：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杭州市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

发布单位：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发布时间：2017年9月

2018 年重点做好轨道交通双重
预防机制试点、BIM 技术的推广应
用等工作。

重点摘要：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文件名称：《关于推进全区新型建筑工业化工作的
                       实施意见》
发布单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7年3月

        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加大建筑信

息模型（BIM）技术、智能化技术

和信息系统等研发、应用和推广力

度，推行设计标准化、生产工厂化、

管理网络化及全流程集成创新，全

面提高行业企业运营效率和管理能

力。在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评审中

对具有BIM技术应用能力或建有BIM

研究中心的企业给予加分。

重点摘要：

  章节二      BIM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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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三     BIM在设计阶段应用

初步设计

主要目的是通过深化方案设计，论证工程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主要工作内容
包括：拟定设计原则、设计标准、设计方案和重大技术问题以及基础形式，详细考虑和研
究各专业的设计方案，协调各专业设计的技术矛盾，并合理地确定技术经济指标。



平立剖一致性检查

章节三     BIM在设计阶段应用

• 收集准确的数据。
• 根据设计方案模型或二
维设计图建立相应的BIM
模型。
• 检查并确保建筑专业模
型中平面、立面、剖面的
视图表达的统一性及专业
设计的完整性、正确性；
检查并确保结构专业模型
中主要检查构件的尺寸和
标注的统一性。



面积统计

    章节三     BIM技术应用现状

本应用点贯穿于整个设计阶段（方案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及施工图设计阶段）。面积
明细表统计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建筑模型，
提取房间面积信息，精确统计各项常用面
积指标，以辅助进行技术指标测算；并能
在建筑模型修改过程中，发挥关联修改作
用，实现精确快速统计。



三维可视化表现

章节三     BIM在设计阶段应用



工程分析

章节三     BIM在设计阶段应用

在智能型建模软件工具中，使用已建妥之BIM模型，以设计或其他专业技术的
规范(例如结构或机电等)为基础，来检测此建筑物是否满足有关各项专业技术
要求的各种分析作业。由此所发展出来的信息，将会是业主及营运者将来运用
在建筑物系统中(如能源分析、结构分析、紧急疏散规划等)的基础。这些分
析和性能仿真工具，可以在其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发挥价值，且可以显著地改
善设施的能源消耗。设计公司也可藉既有的BIM模型及价钱不高的分析软件进
行比以往更详尽与客观的数据分析，供业主与投资者后续参用。



工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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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漫游

章节三     BIM在设计阶段应用

本应用点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可在设计阶
段或施工阶段应用。虚拟仿真漫游的主要
目的是利用BIM 软件模拟建筑物的三维
空间，通过漫游、动画的形式，及时发现
不易察觉的设计缺陷或问题，减少由于事
先规划不周全而造成的损失，有利于设计
与管理人员对设计方案进行辅助设计与方
案评审，促进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投
标、报批与管理。



竖向净空分析

章节三     BIM在设计阶段应用

 本应用点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可在施工图设计
阶段或施工阶段应用。竖向净空优化的主要目
的是基于各专业模型，优化建筑结构布置以及
机电管线排布方案，对建筑物最终的竖向设计
空间进行检测分析，并给出最优的净空高度。



辅助施工图设计

章节三     BIM在设计阶段应用

本应用点主要应用于施工图设计
阶段。辅助施工图设计是以剖切
三维设计模型为主，二维绘图标
识为辅，局部借助三维透视图和
轴测图的方式表达施工图设计。
其主要目的是减少传统二维设计
的平面、立面、剖面的不一致性
问题；尽量消除各专业、系统间
设计表达的信息不对称；为后续
设计交底、施工阶段深化设计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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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维场地布置
基于BIM技术建设项目全过程临建规划设计，为施工技术人员提供从投标阶段到

施工阶段的现场布置设计产品，解决设计思考规范考虑不周全带来的绘制慢、不直观、
调整多以及带来的环保、消防及安全隐患等问题.



2、模板脚手架工程
基于BIM理念做模板脚手架工程，适用于模板脚手架专项工程方案设计、材料用量计算、

施工交底等各个技术环节。同时可以根据实际施工阶段精确计算模板、脚手架需用量，可
为招投标阶段措施费竞争和施工过程材料管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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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杂节点施工交底
基于BIM理念的施工交底，针对复杂节点位置，采用二维图纸加三维模型进行施工交

底，避免因图纸理解问题导致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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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方案模拟
如今的大部分施工模拟中，由于工期相对而言较短，模拟难度较大，因此基坑挖运通

常是被制作者忽视的环节。但是在整个建筑施工过程中，基坑挖运的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部分，可以用统筹学的知识对施工车辆调度进行优化，甚至可以运用实际参数，运用相关
理论计算施工车辆工作路线，制定细化到每一台卡车与挖掘机的工作安排，进而可以进一
步提高工作效率，体现了BIM信息一致化的特点，使项目更具有可靠性和可研究性。 



5、图纸会审
传统CAD图审与BIM技术的可视化交底相比，在传统模式下，施工单位与设计单因考

虑问题角度不同和专业的局限性，图纸会审常常因为缺乏直观模型而出现争议。而基于
BIM技术的模型则在建立过程中能够把施工图纸中各类“错漏碰缺”暴露出来，在会审中
提前进行施工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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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净高分析
在向业主汇报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形成一张通过不同颜色表示不同高程区域的直观

图纸。能一目了然的知道什么地方满足净高要求，什么地方不能满足，在什么地方，对于
用户体验有没有影响，等等。 



7、管线综合
由于传统的CAD存在先天的局限性，不能完全保证其管线布局的合理性。采用目前较

新的BIM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管线综合的效率。BIM技术，即将施工的建筑和机电设备管
线进行三维建模，并采用BIM技术中具有可视化模型及碰撞检测功能，对现有信息模型进
行碰撞检查，可直观地发现管线综合中的问题，及时调整，从而减少了施工中不必要的返
工，提高了消防工程安装的一次成功率，从而达到工程对标高及施工质量的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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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预留空洞
预留洞口在BIM模型优化完毕后出图，替换原有的设计蓝图，更正了原设计图纸

中的少留、漏留、错留现象，大大提高留洞的精确度，避免后期安装过程中结构开洞
现象，节约了工程成本，提高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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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工程量快速查询统计
相对二维图纸只能体现出尺寸信息来说，BIM可以体现构件的体积、面积、材质、周长等多

方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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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碰撞检测
众所周知，一个项目中不同专业、不同系统之间会有各种管线交错穿插，在做机电过

程中很容易将各管线交叠处重复，影响到施工设计和成本。通常情况下，设计人员会在施
工前对管线做碰撞检测，但图纸具有的局面性不能全面反映各种状况，造成一些管线碰撞
的问题。为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问题，利用BIM技术的可视化功能进行管线碰撞检测，可以及
时发现设计漏洞反馈给设计人员，提早解决实际问题，以最迅速的方式解决问题，提高效
率，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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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模型算量
在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阶段合理使用BIM软件建模，可以直接、快速、精确地计算工程

量与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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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土方算量
传统的土方计算方法存在着计算量大、计算精度不高、数据量大等特点，而利用“根

据地形特征进行区域划分-近似简化-采取合适的测量方法取得地形三维特征数据-最后通过
三维重构的方法得出计算结果”思维的BIM方法能够实现快捷精确的计算方法，并且能做到
“实际与模型的精确对应”和“所见即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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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砌体排砖
如果用传统方法，工程中排一面墙用45分钟左右，如果是一层到五层别墅有几百面墙，

所以排完需要十多天时间。应用了BIM5D自动排砖2分钟就可以完成一面墙，快速出砌筑量
以及施工图纸。

图元材质 砖墙类型 主砌体 塞缝砖 导墙

160厚空心砖墙 160*240*115 160*115*53160*115*53（3皮砖，200高）

200厚空心砖墙 200*240*115 200*115*53200*115*53（3皮砖，200高）

160厚多孔砖墙 160*240*115 160*115*53 砼导墙（180高）

200厚多孔砖墙 200*240*115 200*115*53 砼导墙（180高）

115厚多孔砖墙 115*160*90 115*160*53 砼导墙（180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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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数字化样板间
提前制作模拟样板，用样板引路，确保每道工序的施工质量，将部分实体换为数字样

板，更加直观明了知道施工，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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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设备安装施工深化
应用BIM技术对设备机房独立建模、重点优化。从设备基础、设备安装到设备机房的综

合管线布置，进行整体优化部署。同时在BIM中进行优化后的试安装，确定最优方案后进行
管线预制加工，打破传统模式，达到降本增效、缩短工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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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质量安全、验收应用
将BIM模型上传至云端，在pc和移动端同步浏览，现场检查中，通过移动端BIM模型锁

定质量、安全问题构件，用不同颜色区分，并通过文字和图片可以记录问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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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质量安全、验收应用
将所发现的问题通过BIM平台直接反馈相关责任人进行整改，责任人整改完成后，检查

人符合，上传整改后图片及检查意见。整个检查和整改过程遵循PDCA的检查机制，使质量
及施工安全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保障，并运用BIM技术进行了主体结构等相关验收工作，使
问题及整改状态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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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基于BIM的合同管理
三维施工界面与分包矩阵、文字描述相结合，出具工程量，公共招标选定施工单位，

形成合同额，并对各分包进行质量、投资和进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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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进度控制
传统的进度控制方法是基于二维CAD，存在着设计项目形象性差、网络计划抽象、施

工进度计划编制不合理、参与者沟通和衔接不畅等问题。通过BIM技术实时管控施工人员、
材料、机械等各项资源的进场时间，避免出现返工、拖延进度现象。通过模型直接展现进
度计划与实际情况对比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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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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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物资查询
根据流水端、进度计划、时间、楼层、构件等丰富的物资量统计功能，来提供施工常

用物资需用计划表，为物资采购、限额领料提供准确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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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成本管理
基于施工信息模型，将成本信息录入并与模型关联，实现快速精确工程量计算，进行

不同维度的成本计算分析，有助于成本动态控制；可以多维度成本对比分析，及时发现成
本异常并采取纠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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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助力装配式建筑高品质

浙江省DB3/T 1165-2019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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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BIM比赛，提升公司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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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节约项目成本，实现项目增值

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八区块五期BIM应用汇报
项目 内容 数量值 客户价值

错误排查

图纸错误 建筑、结构等图纸对应错误 10处
减少返工成本

设计问题

多专业碰撞 1200余处

管线安装空间不够 39处
减少施工难度

预留洞调整 10多处

净高检查

车位净高不满足 37辆

提升感官车行道净高 平均抬升200mm

门厅净高 平均抬升200mm

优化类
结构

梁高减小、上抬、上翻 30多处
提升地库整体感官
提升业主使用体验

结构梁板修改 10余处

设备 管道整体优化 900多处

经统计：项目节约返工、解决图纸问题等，总计价值约11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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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班奖 评选中BIM属于建筑业十项新技术中的一种



    章节四     BIM助力工程高品质建造

4.钱江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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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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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杭州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样板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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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约项目成本，实现项目增值

2014年

2015年
取得第一阶段的研究成
果，并明确落地目标

2016年
拓展BIM业务市场

2017年
完成多项BIM业务

2018年

       参与BIM造价工程
师书籍编写，数十个
BIM咨询业务落地，承
接首单装配式深化业务，
成为工信部教育与考试
中心实训基地

       着重开展房产BIM
咨询，已进入新希望、
绿城、融创、众安等多
个地产采购库

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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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业绩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工程规模 服务内容 服务周期

项目负

责人

1
大学城东单元规划小学

（一）工程

杭州市

钱塘新区

地下室建筑面

积11250㎡
地下室管

线综合

2018.06-
2018.08

朱国亚

2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单元小

学及幼儿园项目

杭州市

滨江区

总建筑面积

56998.58㎡
地下室管

线综合

2019.02-
2019.05

杨林

3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扩建

工程

杭州市

滨江区

总建筑面积

31070.1㎡

地下室及

地上管线

综合

2019.05-
2019.07

虞杰

4
中天秦汉新城项目B区二、

三期BIM咨询服务

陕西

西咸新区

总建筑面积

331117㎡
管线综合

室内精装

2018.04-
2018.07

朱国亚

5
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

十三区块二期

杭州市

滨江区

地下室建筑面

积41736㎡

地下室及

室外管线

综合

2018.05-
2018.08

朱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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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

房八区块五期项目

杭州市

滨江区

总建筑面积

187749.04㎡

地下室及

室外管线

综合

2018.07-
2018.10

朱国亚

7
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

房十三区块二期

杭州市

滨江区

地下室建筑面

积41736㎡

地下室及

室外管线

综合

2018.05-
2018.08

朱国亚

8
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

房十五区块扩点（塘子

堰）

杭州市

滨江区

总建筑面积

343860㎡

地下室及

室外管线

综合

2018.12-
2019.03

朱国亚

9
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

房十二区块三期（联庄

三区）项目

杭州市

滨江区

总建筑面积

35871.5㎡

地下室及

室外管线

综合

2019.01-
2019.03

朱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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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滨江区农转居拆迁安置房

十三区块扩点（四期）

杭州市

滨江区

总建筑面积

201708.84㎡

地下室及

室外管线

综合

2018.12-
2019.03

杨林

11
滨江农转居拆迁安置房十

一区块西扩工程

杭州市

滨江区

总建筑面积

106604㎡

地下室及

室外管线

综合

2019.05-
2019.07

虞杰

12
博亚时代中心BIM咨询服

务

杭州市

萧山区

总建筑面积

121708.7㎡
BIM全过

程咨询

2019.03-至
今

朱国亚

13
新生闻涛大厦全过程BIM

咨询

杭州市

滨江区

总建筑面积

233220㎡
BIM全过

程咨询

2019.03-至
今

朱国亚

14
杭州萧山区人民广场地下

室空间开发项目

杭州市萧

山区

总建筑面积

90000㎡

地下室管

线综合

BIM
2019.09 虞杰

代表业绩：学校3项，安置房7项，商品房1项，综合体2项，公建1项，共计1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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