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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毕业设计目的及基础资料

1、目的

BIM（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术的一大优势就是

在施工前将建筑在电脑里模拟建造一遍，在施工前提前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同时在

施工过程中基于 BIM 技术实现项目的精细化管理。伴随着 BIM 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建

筑业领域的广泛推广，业内陡增的 BIM 人才需求，迫使高校建筑类专业的 BIM 教育

必须行动起来，以保证建筑工程专业 BIM 人才持续、稳定的供给。基于 BIM 的毕业

设计旨在推动高校 BIM 技术的普及应用并为企业输送优秀的 BIM 应用人才。

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毕业设计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本专业基础理论、基本

知识、基本技能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提升专业素质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本专业课程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继续深化及检验。通过 BIM 毕业设计，让学生系统地了解、

熟悉和掌握基于 BIM 技术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内容、方法及具体措施，并掌握

及了解在实际项目中的业务场景和业务知识点，使学生初步具有运用 BIM 项目管理

软件进行项目管理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基于 BIM 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打

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毕业设计的目的主要为培养学生以下能力：

1）复习和巩固所学专业知识，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解决工

程实践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施工阶段基于 BIM 的全过程项目管理能力；

3）培养学生调查研究与信息收集、整理的能力；

4）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运用计算机辅助解决项目管理相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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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应用

技能；

6）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

2、基础资料及工程案例选取原则与要求

1）基础资料

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工程案例信息资料、图纸、模型、进度等。

2）工程案例选取原则与要求

工程项目选择，可选择学校楼宇案例，也可以选择施工单位项目案例，项目案例

来源由各位团队成员自行搜集，一个团队共同完成一个工程项目即可。

工程案例范例如下：本工程位于 XX 省 XX 市 XX 区，结构类型 XXX，主要用于

XXX（项目用途），层数地上 XX 层/地下 XX 层，建筑面积 XX 平米(≥5000 ㎡)，工

程造价 XXX 万元；工程案例需包含土建工程、安装工程（至少有给排水、电气） 。

二、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毕业设计任务内容与要求

本设计以某工程项目图纸和有关文件为依据，为某公司编制案例工程项目基于

BIM 的工程管理文件及模型应用。本设计应涵盖以下主要内容：

1、 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模型创建及表现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在拟定的案例项目图纸的基础上，进行翻模（包括建筑、

结构、机电等）工作，模型碰撞检查、模型渲染、动画漫游效果并出一套施工节点详

图（建筑部分的特色节点、钢筋结构细部节点、管线综合碰撞检查点、安装专业深化

设计前后对比点等）（2-4 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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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投标报价的编制。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利用前一阶段案例工程翻模的成果模型，参考案例工程

项目图纸及有关文件，进行各专业项目工程量的计算、组价形成土建、安装工程项目

案例投标报价的文件等。

3、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利用有关软件进行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包括施工进度

计划编制、三维施工现场平面布置模型建立、案例工程模架施工模型的创建、安全文

明施工方案<不限于提交形式>等），提交一份对应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4、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应用。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基于 BIM5D 平台，载入相应项目工程建筑、结构、机

电等专业的实体模型和场地、措施、机械模型及清单计价文件、进度计划文件等其他

施工管理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文件，在此基础上完成项目施工前虚拟建造模拟，并基于

BIM5D 平台开展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应用；可在进度管理、技术管理、成本管理、资

料管理、质量安全管理、施工组织设计校核及交底、施工方案优化等开展相关的应用

点进行实施，体现通过 BIM 技术的施工项目管理与传统施工项目管理的对比及 BIM

技术带来的价值。

5、基于 BIM 的创新应用（单独评奖）。

针对相应项目，利用行业新兴信息化技术、智能设备等对作品进行优化创新，内

容不限（例如：增加工艺、工法施工动画模拟、利用 VR、动画技术展示；利用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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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解决施工现场管理难题；利用 BIM+GIS 技术解决施工现场应用难题；利用智能全

站仪、扫描仪等设备开展现场施工管理应用；利用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开展现场施工管

理应用等等）。

三、项目团队组建

1、项目团队组建建议

本模块任务要求团队组队协作完成，团队成员由 3~5 人组成。在实施过程中，

由指导老师分解模块任务内容，团队组长沟通协调，启动毕设任务前编制小组成员分

工计划，明确小组成员工作任务分工，结合广联达推出的培训课程及赛项、独立学习，

完成此模块各自的任务内容。要求每位小组成员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分

工，并且要求团队小组每一位成员对全组所有任务都能够熟悉，都能够回答教师在中

期检查和答辩时的质疑。

2、项目团队任务分工与合作原则

（1）项目团队任务分工

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毕业设计任务，项目团队成员可基于任务书内容进行

任务分解，按照任务书要求完成各模块任务内容。

（2）项目团队合作原则

项目团队成员之间可根据如下原则进行任务分配与合作：

1）每个参赛团队推举出一名项目组队长，负责整个项目的分工合作、任务实施、

进度控制及成果汇总；

2）团队每个成员可根据指导老师的分工，领取各自负责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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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阶段的工作内容均需要团队成员间相互配合完成；

4）分工与合作建议：项目团队基于同一个工程案例进行 BIM 施工过程管理相关

文件编制，分阶段实施完成相关的工作。最后由队长带领团队成员整理汇总 BIM 施

工项目管理应用过程中的所有文件，完成项目团队 PPT 展示内容。

四、任务实施指导

1、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模型创建及表现

基于选择的项目案例工程，根据图纸及相关文件资料要求，利用 Revit 建筑、结

构建模等软件，进行建筑、结构模型翻建，碰撞检查，模型渲染及动画，最终提交案

例工程建筑、结构模型建模成果文件、模型三维展示（图片格式）；

基于选择的项目案例工程，根据图纸及相关文件资料要求，MagiCAD 机电建模，

进行安装模型翻建，碰撞检查，模型渲染及动画，最终提交案例工程 MagiCAD 机电

模型建模成果文件、模型三维展示（图片格式）；

基于完成的项目案例工程建筑、机电模型导入至 Navisworks 软件中进行模型之

间的碰撞检查并选取 4-6 个典型碰撞点输出相应的碰撞报告（碰撞点用图片格式呈

现）；针对项目具有特色部分完成该项目的漫游动画；

基于完成的项目案例工程，利用 Lumion 完成该项目的渲染动画。

2、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投标报价的编制

基于完成的 Revit 建筑模型，使用广联达 BIM 土建算量软件 GCL 进行工程项目

土建工程量计算，形成案例工程土建工程量计算成果文件；使用广联达 BIM 钢筋算

量软件 GGJ 进行工程项目钢筋工程量计算， 形成案例工程钢筋工程量计算成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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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采用广联达清单计价软件 GBQ，完成工程项目投标文件的汇总、编制，形成案

例工程土建投标报价文件；

基于完成的 MagiCAD 机电模型，使用广联达 BIM 安装算量软件 GQI 进行工程

项目案例电气、给排水专业工程量计算，形成案例工程安装专业工程量计算成果文件；

采用广联达清单计价软件 GBQ，完成安装工程项目投标报价文件的汇总、编制，形

成案例工程安装投标报价文件；

3、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

基于案例工程项目广联达 BIM 土建、安装算量实体模型，利用广联达 BIM 施工

现场布置软件，根据案例工程施工方案和施工总平面图，完成基础、主体、装饰三个

阶段的三维现场布置图设计，并形成三个阶段的工程模型设计文件，模型三维展示（图

片格式及场内动画漫游视频形式）；

基于案例工程项目广联达 BIM 土建算量实体模型，利用广联达 BIM 模板脚手架

设计软件，根据案例工程施工方案和设计要求，完成案例工程项目模板脚手架的设计，

并形成案例工程模型模架设计文件，模型三维展示（图片格式及专项设计方案形式）；

基于案例工程项目施工方案，利用梦龙网络进度计划编制软件/Project 进度计划

编制软件，结合案例项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施工进度计划表，并形成案例工程

进度计划设计文件，以横道图形式图片展示；

基于案例工程项目施工方案，编制案例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方案<不限于提交形

式>，另外可提交节水、节能、节电、节地、绿色工地、智慧工地等方面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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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应用

基于 BIM5D 平台，载入案例工程项目前期建立的不同专业实体模型、场地模型、

措施模型、机械模型等及清单计价文件、进度计划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完成准备前

阶段模型与项目进度、成本的挂接，在此基础上完成项目施工前虚拟建造模拟，并基

于模型的集成、数据的集成开展基于 BIM 的施工管理应用；应用点不限，可针对施

工过程中的成本管理、进度管理、资料管理、质量安全管理、施工组织设计校核及交

底、施工方案优化等应用 (可以找在施工管理过程中以上某一个点突出应用，设置虚

拟场景来呈现，例如设置一些施工管理中的障碍、问题，给出优化、改进方案)。

五、软件准备及学习路径

1、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所需配套软件

基于 BIM 施工过程管理模块毕业设计任务完成，需具备以下软件操作应用技能：

（1）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模型创建

Revit 建筑、结构建模

MagiCAD 机电建模

Navisworks

Lumion

（2）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投标报价的编制

广联达 BIM 钢筋算量软件 GGJ

广联达 BIM 土建算量软件 GCL

广联达 BIM 安装算量软件 G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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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清单计价软件 GBQ

（3）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

广联达 BIM 施工现场布置软件

广联达 BIM 模板脚手架设计软件

斑马-梦龙网络计划编制软件/Project 进度计划编制软件

（4）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管理应用

广联达 BIM5D

2、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软件获取途径

http://pan.baidu.com/s/1slUcFJv ；密码：gney

3、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软件学习途径

http://glodon.ke.qq.com/#category=14649401588557503&tab=1

4、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软件学习途径

毕设大赛相关 QQ 群如下（加群后以“学校+姓名”备注）：

2017 年 BIM 毕业设计教师交流群：371710749（教师群）

2017 年 BIM 毕业设计学生交流群：383245098（学生群）

2017 年 BIM 毕业设计 G 模块队长交流群：579779289（G 模块队长群）

六、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毕业设计成果提交

1、毕业设计成果内容

基于 BIM 的施工过程管理毕业设计需要提交以下成果内容 ：

http://glodon.ke.qq.com/#category=14649401588557503&t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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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模型设计：

提交 BIM 设计模型工程成果文件、模型图片展示（平面、立面、三维各一张，

并保存图片格式）

提交文件为：

（1、模型（1 份）

（2、平面模型图片（1 张）

（3、立面模型图片（1 张）

（4、三维模型图片（1 张）

（5、碰撞检查图片（1 张）

2、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投标报价的编制：

土建、钢筋、安装模型及计价文件，商务标编制：提交计价工程文件，及相关报

表。

提交文件为：

（1、模型（1 份）

（2、平面模型图片（1 张）

（3、立面模型图片（1 张）

（4、三维模型图片（1 张）

（5、报表（钢筋（钢筋统计汇总表）、土建、安装清单定额汇总表统计汇总表）（1

份）

（6、1、计价文件（1 份）报表“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1

份）招标控制价，报表（封-2、扉-2、表-01、表-04、表-08、表-09、表-11、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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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表-12-1~表-12-5） 、表-13、表-20、（1 份）表-21 或表-22。）图片（扉页-2

截图）（1 份）

3、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过程模型管理（施工进度计划、三维施工

场地布置图、模架设计模型及方案）：

（1、基于案例工程的双代号时标逻辑网络图或横道图成果文件一份，（图片一张）；

（2、基于案例工程的 BIM 施工现场三维布置图成果文件三份（基础、主体、装饰装

修阶段），模型图片展示（三维视角）三个阶段各一张；

（3、基于案例工程的模板脚手架模型文件，三维模型图片（一张）；

（4、安装文明施工方案<动画或方案书>(一份）

4、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施工过程模型应用（BIM5D 施工管理文件）：

（1、BIM5D 工程 P5D 文件（1 份）

（2、施工进度模拟动画（1-2 分钟）（1 份）

（3、多专业模型集成图片（实体模型+场地模型，专业构件类型需体现有的专业）（1-2

张）

（4、流水段划分数据表（1 份）

（5、资金进度总曲线分析图表（显示类型为：当前值；曲线类型为：计划值）（1 份）

（6、资源进度总曲线分析图表（资源量为：预算资源量；显示类型为：当前值；曲

线类型为：计划值）（1 份）

（7、成本管理、进度管理、资料管理、质量安全管理、施工组织设计校核及交底、

施工方案优化的应用内容 2 个方向点的解决方案（PPT 呈现）(可以找在施工管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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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以上某一个点突出应用，设置虚拟场景来呈现，例如设置一些施工管理中的障碍、

问题，给出优化、改进方案)。

5、BIM 创新应用：

（1、提交一份针对创新应用的介绍性 PPT，需体现创新点及创新内容介绍和相应视

频；

（2、提交在相应项目工程中制作的工艺、工法施工动画模拟视频（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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