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 2022 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奖励类别： 技术开发类 成果登记号: 9612022Y2449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基于BIM的工业化智能建造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研究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基于BIM的工业化智能建造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研究

主要完成人 王茹，黄炜，邢毓华，徐雷，王亚康

主要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

是否国家秘密技术项目 否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机构(盖章)

学科分类

名称

1 墙体工程 代码 5604540

2 计算机辅助设计 代码 5206050

3 土木建筑工程测量 代码 4204040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房屋建筑业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信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

任务来源 国家基金, 省市基金, 其他企业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主持国基金面上项目 基于BIM的明清古建筑数字化保护与修复方法研究， 51278400；
主持校企联合项目 BIM集成应用平台设计合同
主持校企联合项目 施工工艺可视化软件系统平台开发；
主持校企联合项目 基于BIM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与性能优化研究项目;
主持校企联合项目 幸福林带BIM技术服务；
主持校企联合项目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BIM研究与应用；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2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8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3年1月1日 完成：  2020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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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单位意见
 （适用于单位提名）

 

提名者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联 系 人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联系电话 13659147737

电子邮箱 sceas@vip.163.com 传　　真 029-87284808

提名意见：
基于BIM的工业化智能建造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研究，以土木工程学科为基础，结合 “大、智、移、云、
物”等信息技术的相关学科交叉为研究特色，构建了以BIM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环境下的智能建造
技术体系，为工程项目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向融合发展的高效智慧型建设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和示范依据
。项目建立可复用的参数化构件体系，为同类项目基于BIM的智能化建造提供支撑；创建一种与BIM技术
相适应的高效的组织形式——多方激励补偿机制IPD集中交付激励池模型，实现建设项目组织形式和业态
的创新和转化；研发多种适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调度最优化模型，构建了基于车辆油耗和车辆租赁、
人工成本的 PC 构件运输成本模型，获得PC构件车辆调度综合最优成本方案；研究实现了BIM模型在
Web端的轻量化技术，解决了BIM模型对硬件要求高，移动端BIM模型展示、数据查询管理难的瓶颈；深
度解析BIM数据，结合分布式数据库、J2EE技术，运用SSH架构设计建立了基于BIM的协同管理平台，实
现工程项目智能建造与全过程管控。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相关内容符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要求，提名该项目申报
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提名该项目为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所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
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提名项目奖励等级意向（由项目组填写）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

　　说明：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项目，实行按等级标准提名、独立评审表决的机制。提名单
者应严格依据省科学技术奖的标准条件，说明提名项目的贡献程度及等级建议。“提名一等奖”评审落选
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二等奖，“提名二等奖”的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三等奖。项目组与提名单位沟通
后，做出提名等级意见；提名项目正式提交后，提名等级建议不得变更。请在相应栏打“√”进行选择
，并由第一完成人签字确认。
       软科学标准计量科普类项目请勾选“二等奖”或者“三等奖”。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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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1.项目所属科学技术领域

本项目属于工程建设领域研究课题，适用于土木工程已有、新建及修复项目。

2.主要技术内容

传统建筑行业面临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的挑战，针对建筑业施工效率低、变更

成本高,信息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迟缓, 标准化设计、施工与管理不够完善、跨

学科的集成技术不够成熟等技术难题，团队以土木工程学科为基础，结合 “大、智、

移、云、物”等信息技术的相关学科交叉为研究特色，构建了以 BIM 技术为核心的

“互联网+”环境下的智能建造技术体系，为工程项目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向融合

发展的高效智慧型建设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和示范依据。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基于 BIM 智能建造标准化及构件库参数化设计研究；

（2）智能建造多方协同 IPD 模式项目团队多方激励补偿机制研究；

（3）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及运输成本控制研究；

（4）基于 WebGL 的 BIM 模型轻量化技术研究；

（5）研发多项基于 BIM 专项协同管理系统及平台。

3.主要创新内容

● 提出项目级 BIM 实施标准，是项目智能化建造和多方协同核心；建立可复用

的参数化构件体系，为同类项目基于 BIM 的智能化建造提供支撑。项目团队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研究中，以“归一化”的方法创建了明清古建筑参数化族库，成为国

内首创，并将该参数化族库应用于天津杨柳青大型仿古建筑群提升项目取得了较好

的应用效果。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通过地下空间大数据 BIM 协同平台设计、幸福林

带 BIM 技术服务等项目完成了地下空间参数化族库的建设；通过中国马来西亚钦州

产业园项目，完成了超高层建筑的族库建设；通过金泰东郡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与

性能优化研究应用项目，完成了装配式住宅类参数化族库的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工

作率，降低了成本。

● 创建一种与 BIM 技术相适应的高效的组织形式——建立多方激励补偿机制

IPD 集中交付激励池模型，实现建设项目组织形式和业态的创新和转化；以合适的

利益分配比例对 IPD 团队各参与方起到实现整体项目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作用为出发

点，促使 IPD 团队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增加对项目投入、贡献程度，提高对项

目风险的控制，从而减少浪费，提升项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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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多种适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调度最优化模型，构建了基于车辆油耗

和车辆租赁、人工成本的 PC 构件运输成本模型，获得 PC 构件车辆调度综合最优成

本方案。

● 研究实现 BIM 模型在 Web 端的轻量化技术，解决 BIM 模型对硬件要求高，移

动端 BIM 模型展示、数据查询管理难的瓶颈。BIM 对硬件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 BIM 技术的深入应用，由于 Web端开发过程中无法直接使用 RVT 格式的建筑模型

数据，因此先通过 Revit 的二次开发，将模型的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保存在 OBJ 和

JSON 格式文件中，再通过 WebGL 技术进行重构和渲染，保证模型在 PC端和移动端

展示的一致性，获取 ID并显示其属性，实现属性查询功能，满足用户对 BIM 轻量化

的需求。本团队的轻量化研究，拥有自主产权，为协同管控平台开发提供数据基础。

● 建立了基于 BIM 的协同管理平台，实现工程项目智能建造与全过程管控。目

前的 BIM 应用并不能实现全生命期的信息交换，BIM 的潜在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其主要原因是 BIM 应用主要以文件形式进行数据交换和管理，难以形成完整的集成

的建筑信息模型，无法支持面向建筑全生命期的各种工程分析和管理，并且存在信

息丢失等问题，难以作为下一阶段制定预制构件生产调度方案的基础。团队在轻量

化技术研究的基础上，给针对地下空间领域、电力领域及专项学习培训领域，结合

MVD和 IFC标准，深度解析 BIM 数据，结合分布式数据库、J2EE 技术，运用 SSH 架

构设计建立了基于 BIM 的协同管理平台。可根据用户不同需求，整合工程项目全过

程信息，将施工场地及设备的 BIM 模型与相应施工计划相连接，实现施工场地布置

可视化和各种施工设备、设施动态管理，有助于实现施工管理的信息化、集成化、

可视化和智能化。

4.促进行业科技进步及应用推广

申请团队依托国家级省部级及产学研合作共计 9 项课题，在基于 BIM 的工业化

智能建造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方面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先后主编参编地方标准 2

部、申请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8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培养硕士 20

余名。成果有效解决工程项目信息化、工业化、智能化的应用水平，为企业数字化

转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在陕西、天津、广西等 20 余项重、大型项目中应用，取得

显著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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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1.1 提出基于 BIM的智能建造标准化及可复用的参数化构件库设计体系

属于结构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土木建筑工程测量 4204040 交叉学科；

支撑材料包括附件 1-1、1-2 及未列入附件材料。

针对国内工程项目实际应用中基于建筑信息建模( BIM)的智能建造缺乏

标准化体系的状况，以中国建筑信息建模标准( CBIMS) 框架为基础以 BIM 构

件为研究对象，将国际通行的 BIM 标准与我国正组织编制的 BIM 标准进行

对比和研究，分别对 CBIMS 框架的数据交换、信息分类和流程规则进行深度

拓展，依次提出项目级别 BIM 构件的信息深度等级标准、构件编码和命名标

准、构件信息模型创建标准及 BIM 构件库创建标准。在 BIM 构件工程量统

计中的应用结果表明: BIM 构件标准化能够提高 BIM 技术的应用效率，将庞

大的 BIM 智能建造标准研究体系落实到便于操作的构件层面，为 BIM 智能

建造标准化构件的参数化设计提供新的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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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基于 BIM 智能建造多方激励补偿机制 IPD 集中交付激励池模型

属于结构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交叉学科；支撑材料包括附件 2-15、及

未列入附件材料。

针对以 BIM 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智能建造这一跨学科、高度集成的系统

工程，建设项目规模日益扩大，建筑形式日趋复杂，建设项目管理交付必须

向高效率、高度合作的方向转变，交易模式也必须朝着高度协作的设计施工

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通过研究合适的利益分配比例对 IPD 团队各参与方起到

实现整体项目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作用为出发点，提出激励池模型，引入时间

因素和激励机制，建立努力水平与利益分配系数的函数关系，考虑了影响因

素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的动态性，建立 IPD 团队动态激励池分配模型，采用

IMOCS 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通过算例验证了模型、算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将 IPD 项目各成员的最终受益与实施过程的表现相结合，更好地优化激励池

分配方案，实现建设项目组织形式和业态的创新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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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创建装配式建筑构件工业化生产调度及运输成本控制优化方法

属于结构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交叉学科；支撑材料包括附件 1-3、2-9、

2-13 及未列入附件材料。

针对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调度问题，考虑“一模多用”和并行养护特点，

从准时化生产角度出发，选取模具数量约束和蒸汽养护数量限制建立数学模

型，提出了一种遗传粒子群混合算法求解该模型。仿真结果表明：在 12个预

制构件的规模下，该算法得到调度解的准时化生产惩罚函数比基于调度规则

的结果减少了 61.6%，生产时间减少了 29.8%。并且与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

调度结果对比，证明该算法能够得到更好的调度方案。最后分析不同资源配

置条件下的调度结果，表明模具对调度方案有更大的约束能力；在模具数量

确定的前提下，配置与其相等的蒸汽养护数量，可获得最优的生产调度结果。

（a） （b） （c） （d）

（a）基于遗传粒子混合算法的甘特图 （b）基于调度规则甘特图

（c）基于遗传粒子群混合算法模具占用时间图 （d）基于调度规则的模具占用时间图

图 1 遗传粒子群混合算法和调度规则计算结果

针对装配式 PC 构件体量大，配送频次高，使装配式 PC 构件运输成本

成为影响 PC 构件成本构成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传统车辆调度问题、粒子

群算法、运输影响因素，建立了基于车辆油耗和车辆租赁、人工成本的 PC 构

件运输成本模型。采用改进粒子群算法与精确算法对实例进行求解，得到了

两种方式下车辆调度方案和综合最优成本相同，证明了改进粒子群算法的正

确性和有效性，为求解此类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方法。

图 2装配式 PC 构件增量成本构成分析图

图 3 影响装配式建筑总成本增加的成本类型 图 4 构件运输成本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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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实现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基于 WebGL 的 BIM模型轻量化技术

属于结构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交叉学科；支撑材料包括附件 1-2、2-12

及未列入附件材料。

针对 BIM 模型对硬件要求高，为方便对 BIM 模型在移动端的展示和数据

提取，利用 WebGL 技术的三维 GPU 渲染原理，通过 WebGL 开发实现 Revit

三维建筑模型在浏览器端的重建和渲染，同时利用 Three.js框架的交互操作，

实现模型在 Web 端的交互，并保证模型在 PC 端和移动端展示的一致性。提

出 JSON模型文件中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关联的方法，从而实现浏览器端模型

属性的查询和显示功能。当用户点击模型元素对象时，获取 ID 并显示其属性，

实现属性查询功能，满足用户对 BIM 轻量化的需求，为大型项目 BIM 技术落

地及为协同管控平台开发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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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发多项基于 BIM专项协同管理系统及平台

属于结构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土木建筑工程测量交叉学科；支撑材

料包括附件 2-10、2-11、2-12 及未列入附件材料。

为充分发挥 BIM 技术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化建造和管理

优势，在对项目级 BIM 标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团队提出的 IPD 激励池多方

协同管理方法、工业化构件成本管控技术及轻量化技术等，首先建立了完整

的智能建造管控平台系统架构，运用 MySQL 设计实现了工程项目数据库。使

用 J2EE 技术，运用 SSH 架构，设计实现了 BIM 智能管控系统平台。

根据智能建造管理不同阶段的应用，建立包括施工工艺可视化培训平台、

施工现场实验进度自动控制系统、现场工程量自动导出系统等多种专项系统。

为实现以 BIM 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智能建造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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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1） 构件库还需要向多种建筑形式进一步扩展

可复用的参数化构件体系是 BIM 智能化应用的基础数据，虽然项目团队通过幸

福林带项目、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项目、地下空间精细化施工项目、东郡装配

式项目等多个项目的 BIM 技术服务，完成了包括地下空间构件、超高层建筑、装配

式住宅等多个构件库体系的建设，特别是通过国家自然基金以归一化的方法，完成

了明清古建筑构件库体系，成为国内首创，并通过对天津杨柳青大型仿古建筑群提

升项目应用。但针对不同建筑形式的多专业、多规格的精细化构件库还需要在未来

的项目中不断扩展。

（2）装配式建筑构件工业化生产调度还须进一步优化完善

现阶段预制构件深化设计标准化程度较低，生产具有小批量多品种的特点，生

产调度较为复杂。通常假设模具数量是无限的，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预制构件的模

具数量都是有限的，且小于它的需求数量。因此，所得布局方案还需根据模具数量

和类型进一步完善。

（3）平台数据中心建设须升级

团队在轻量化技术研究的基础上，给针对地下空间领域、电力领域及专项学习

培训领域，结合 MVD 和 IFC 标准，平台基于 BM 技术，结合施工管理数据，可根据

用户不同需求，整合工程项目全过程信息，将施工场地及设备、设备的 BIM 模型与

施工相应计划相连接，实现施工场地布置可视化和各种施工设备、设施动态管理，

有助于实现施工管理的信息化、集成化、可视化和智能化。目前系统处理的数据规

模不大，需要进一步扩充，从而对平台数据中心数据存储和解析提出更高要求，还

需进一步深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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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 项目体系性强、创新点明确。

（1）建立一整套适应我省建筑信息模型标准及项目级可复用的参数化构件

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率，降低了成本。可复用的参数化构件体系是 BIM 智能

化应用的基础数据，虽然国外已有多种构件库，但是满足中国国家标准的多专

业、多规格的精细化构件库还不多。项目团队通过国家自然基金研究以“归一

化”技术，完成了明清古建筑构件库体系，成为国内首创。进一步复用在多个

项目的 BIM 技术服务，完成了包括地下空间构件、装配式住宅等多个构件库体

系的建设，多种标准化构件库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率，降低了成本。

（2）创建新的建造技术下团队多方激励补偿机制的 IPD 集中交付组织模

式，为建设项目组织形式和业态的创新和转化提供技术方法。BIM 技术的推进，

必须要有相应组织形式的转变，以合适的利益分配比例对 IPD 团队各参与方起

到实现整体项目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作用为出发点，促使 IPD 团队成员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增加对项目投入、贡献程度、项目风险的控制，从而减少浪费，提

升项目价值。

（3）研发多种适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调度最优化模型和部品部件运输

成本控制方法，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现阶段预制构件深化设计标准化程度较

低，生产具有小批量多品种的特点，生产调度较为复杂。前期，国内装配式构

件厂生产还不完全饱满，对模台布置的研究较少，2017 年，项目团队基于对工

作量饱满的情况下的模台布置、运输调配成本，属于前瞻性研究，近两年，各

构件厂生产比较饱满，已有构件厂对这两项研究发出了邀约。

（4）拥有自主产权的轻量化方法，为协同管控平台开发提供数据基础。

国外围绕 BIM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成为了建筑行业新的热点。但 BIM 对硬件

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BIM 技术的深入应用。团队通过 BIM 模型二次开发，

将模型的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保存在 OBJ 和 JSON 格式文件中，再通过 WebGL

技术进行重构和渲染，保证模型在 PC 端和移动端展示的一致性，获取 ID 并显

示其属性，实现属性查询功能，满足用户对 BIM 轻量化的需求。

（5）建立基于 BIM 的协同管理平台，有助于实现施工管理的信息化、集成

化、可视化和智能化。目前的 BIM 应用，其潜在价值未能充分发挥，主要原因

是以文件形式进行数据交换和管理，难以形成完整集成的 BIM 模型，无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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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建筑全生命期的各种分析和管理。团队在轻量化技术研究的基础上，针对

地下空间领域、电力领域等，结合 MVD 和 IFC 标准，建立协同管理平台，可根

据用户不同需求，整合工程项目全过程信息，将施工场地、设备等与施工相应

计划相连接，实现施工场地布置可视化及各种施工设备、设施动态管理。

2. 项目实用性强，市场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1）直接经济效益: 项目以土木工程学科为基础，结合 “大、智、移、

云、物”等信息技术的相关学科交叉，充分整合并利用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

期所涉及到的信息，不仅能够缩短建筑工程所需时间、节约资源成本，同时还

可以帮助所有工程参与者提高决策效率和设计质量。应用新技术，协同范畴由

过去设计阶段扩展至整个建筑生命周期，要求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

各个方面的共同参与完成，减少变更、减低成本、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

（2）间接经济效益： 基于 BIM 工业化智能建造技术，在项目前期进行虚

拟建造，确定建造方案，极大地减少工程变更，同时合理进行场地布置及材料

精确预算，缩短建造工期；以 IPD 模式的集中管理交付模式，提高各方协同效

率；利用协同管理平台，建立工程项目重点难点可视化交底，提高工程质量；

同时利用 BIM 智能化建造技术完成的工程项目，保存了从设计到施工各阶段的

工程数据，为后期交付运维提供可靠的技术数据。

（3）社会、环境效益： 通过基于 BIM 工业化智能建造技术攻关与产业化

应用，有效解决我国当前建筑业“施工效率低、变更成本高” 及建筑信息化、

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迟缓、标准化设计、施工与管理不够完善、跨学科的集成

技术不够成熟等技术难题，全面提高建设项目的效率，提升建设项目的品质和

功能，降低人力成本，为我国尤其西部地区的工程建设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和示

范依据，有助于构建 低碳型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应用前景： 基于 BIM工业化智能建造技术是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工

业化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可实现建筑的高效率、高品质、低资源消耗和低环

境影响，同时也是我国推进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依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 2035远景目标建议指出，加强基础研究、稳步推进传

统基础设施的“数字+”“智能+”升级。同时，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未来 5

年，以 BIM 为基础的智能建造方式，拥有巨大的产业前景，在全国范围内还处

于初级阶段，未来空间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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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

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中铁一局集

团有限公司

地下工程参数化构件

库、轻量化技术、BIM 集

成管理平台

地下空间大

数据项目、

西安广州等

地铁项目

2017.5-

2019.9

徐 宏

/15129221559

2

陕西金泰恒

业房地产有

限公司

装配式参数化构件库、

构件生产运输成本控

制、协同管理平台

金泰东郡高

装配率 20#

楼

2019.4-

2020.4

臧 玉 澄

/13619283006

3
中铁一局第

三工程公司

超高层参数化构件库、

BIM 技术综合应用

中马产业园

项目

2017.5-

2018.12

窦 晗

/18992682796

4
国网西安公

司

变电站参数化构件库、

IPD 集成应用、轻量化技

术、BIM 集成管理平台

110 变电站

项目

2019.1-

2020.12

段 译 斐

/13571986176

1.1 成果在地下空间大数据、施工工艺可视化培训平台及相关地铁项目应用

根据智能建造管理不同阶段的应用，建立包括施工工艺可视化培训平台、

施工现场实验进度自动控制系统、现场工程量自动导出系统等多种专项系统。

图 1 智能建造管控平台系统架构（左）施工工艺可视化培训平台主界面（中）施工工艺可视化培训平台数据管理（右）

1.2 成果在高装配率金泰东郡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与性能优化项目中的应用

建立标准化专业族库 300余个，并将研发平台用于项目管理。

图 2 LOD500 高精族库及结构、建筑、专业模型及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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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成果在超高层建筑群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项目应用

在完成高质量建模的基础上，针对项目施工实际，进行场布和 4D 施工组

织设计，合理组织施工和材料进场，达到较好的应用效果。

图 3 超高层参数化族库高精建筑结构、机电各专业模型及 4D 施工进度模拟可视化交底

1.4 研究成果在大型城市综合体幸福林带项目应用

在幸福林带项目建立大型城市综合体参数化构建库、进行净高分析、可视

化交底、多方协同等方面展开应用。

图 4 专漏碰问题检查及净空分析优化多专业可视化交底

1.5 研究成果在变电站应用

110kV 变电站工程结合 BIM 技术，建立变电站系统族库 500 余个, 重点难

点工艺工法可视化展示近 80 分钟 30 余项。

图 5 变电站多专业参数化族库程重难点可视化交底及管控平台

1.6 研究成果在古建筑保护和修复中的应用

项目组在 2013-2016年国家进面上项目基于 BIM的明清古建筑数字化保

护和修复方法研究基础上，提出 “归一化”思想，实现了参数化古建构件库，

并实现一种明清古建筑构件分类结构，自主研发明清古建筑构件管理系统。并

在天津杨柳青某仿古建筑群中实施应用。

图 6 古建参数化构件、信息管理系统及天津仿古建筑群项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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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截止目前，结合产学研联合模式，项目以“超高层建筑群”、“装配式建筑” 、

“大型城市综合体”、“明清古建筑保护与修复”等大型项目为对象，在陕西、广西、

天津等省市大力推广应用， 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市场发展潜力将十

分巨大。

1）直接经济效益

基于 BIM 工业化智能建造技术，以土木工程学科为基础，结合 “大、智、移、

云、物”等信息技术的相关学科交叉，充分整合并利用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所

涉及到的信息，不仅能够缩短建筑工程所需时间、节约资源成本，同时还可以帮助

所有工程参与者提高决策效率和设计质量。应用新技术，协同范畴由过去设计阶段

扩展至整个建筑生命周期，要求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参

与完成，减少变更、减低成本、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据不完全统计，在地下空间

大数据及地铁项目中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360余万元，在东郡装配式项目中在建造初

期避免变更 30余处，产生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

2）间接经济效益

基于 BIM 工业化智能建造技术，在项目前期进行虚拟建造，确定建造方案，极

大地减少工程变更，同时合理进行场地布置及材料精确预算，缩短建造工期；以 IPD

模式的集中管理交付模式，提高各方协同效率；利用协同管理平台，建立工程项目

重点难点可视化交底，提高工程质量；同时利用 BIM智能化建造技术完成的工程项

目，保存了从设计到施工各阶段的工程数据，为后期交付运维提供可靠的技术数据。

3）社会、环境效益

通过基于 BIM 工业化智能建造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有效解决我国当前建筑

业“施工效率低、变更成本高” 及建筑信息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迟缓、标准化

设计、施工与管理不够完善、跨学科的集成技术不够成熟等技术难题，全面提高建

设项目的效率，提升建设项目的的品质和功能，降低人力成本，为我国尤其西部地

区的工程建设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和示范依据，有助于构建 低碳型社会，实现社会、

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应用前景

基于 BIM 工业化智能建造技术是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转变的过

程，可实现建筑的高效率、高品质、低资源消耗和低环境影响，同时，也是我国推

进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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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应跟进制造业发展步伐，采用现代工业管理理念、技术手段和施工装备，推

动传统建造方式的转变与革新，实现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施工。

依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 2035远景目标建议指出，加强基础研究、稳步推进传统基

础设施的“数字+”“智能+”升级。同时，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未来 5 年，以

BIM 为基础的智能建造方式，拥有巨大的产业前景，在全国范围内还处于初级阶段，

未来空间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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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限10条）
  

  

序号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1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Revit模型工
程量提取软件
V1.0

中国 2019SR14
29186

2019年
12月29日

软著登字第
48449943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王茹；陈
艳君

2 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明清古建筑信
息系统V1.0 中国 2020SR17

56178
2020年
08月20日

软著登字第
6557150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王茹；王
亚康

3 标准

村镇装配式承
重复合墙结构
居住建筑施工
与质量验收规
程

中国 DBJ61/T1
74-2020

2020年
09月08日

陕建标发
[2020]1010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黄炜、王
茹 等

4 发明专利

一种下沉式装
配复合墙结构
蒸养池的施工
方法

中国 ZL 2017 1
0949349.3

2020年
05月05日

证书号第
3784588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黄炜；石
安仁；陈
建仓；罗
斌

5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火灾疏散
指示装置 中国 ZL 2019 2

1430337.0
2020年
04月21日

证书号第
10352809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王茹；许
胜；班丹
梅

6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带导轨的
外推双开门墙 中国 ZL 2019 2

1629308.7
2020年
07月24日

证书号第
11064918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王茹；许
胜；班丹
梅

7 发明专利
一种移动终端
的WIFI切换
方法

中国 ZL 2015 1
0358781.8

2019年
03月22日

证书号
3304177号

西安理工
大学

邢毓华
；吴培希

8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基于
RFID的无线
温控传感器

中国 ZL 2020 2
2797429.1

2020年
11月28日

证书号第
13513492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王茹;王
亚康；段
译斐；王
希彤；吴
超杰

9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救援疏散
指示装置 中国 ZL 2020 2

2634344.1
2021年
07月20日

证书号第
13708112号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王茹;陈
艳君;张
宏运

10 论文

BIM技术下
IPD项目团队
激励池分配研
究

中国 VOL13：
P196-204

2017年
04月01日 科技管理研究 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
王茹；王
柳舒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无争议且为本项目独有，未曾在往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往年其他省部级
（政府）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和本年度其他陕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中作为支撑材料出现。用于提名陕西
省科学技术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的权利人（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有关知情证明材料均存档备查。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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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王茹 性别 女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8年11月18日 出  生  地 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419681118212X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5年04月30日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大学 毕业时间 2010年06月22日 所学专业
计算机软件及理
论

电子邮箱 wangru@xauat.edu.cn 办公电话 15891309998 移动电话 15891309998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13号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学院施工教研室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土木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3年01月01日　至 2022年06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持完成国基金面上、及横向项目（附件 1-5，2-2~2-6）。提出项目级BIM实施标准、建立可复用参数化
构件体系，为智能化建造提供支撑（附件1-1）。创建一种与BIM技术相适应的IPD高效组织形式（附件2-
15）。研发多种适用于PC构件生产调度优化模型（附件2-7）；研究实现BIM模型在Web端的轻量化技术，解
决BIM模型对硬件要求高的瓶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基于BIM的协同管理系统平台，在多个项目中取得很好的
应用效果（附件1-2、2-1、6）。本项目项目知识产权附件1-1~2、附件 2-10~11、2-13~16第一完成人；知识产
权附件1-3主要完成人；成果应用附件2-1~6项目第一完成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7年4月 荣获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基于BIM明清古建筑构件库及参数化自动装配系统  三等 17H08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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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黄炜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5年12月01日 出  生  地 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319751201821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6月25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qqhuangwei2005@126.com 办公电话 15102958650 移动电话 15102958650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13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学院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科技处副处长

二级单位 土木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5年01月01日　至 2022年06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项目在构件标准化、工业化研究主要完成人；（附件 1-3、2-9）
2）项目在装配式建筑构件工业化生产及运输成本控制研究、基于BIM专项协同管理系统成果应用主要参与人
；（附件2-3）
3）知识产权附件1-3、2-9第一完成人；
4）成果应用附件2-3项目主要参与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20年4月 荣获陕西省科技进步奖 绿色装配式复合结构居住建筑体系关键技术与产业化应用
  二等奖 2019-J-4092-2-R01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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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邢毓华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09月03日 出  生  地 江苏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60903215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安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1998年05月06日 所学专业
自动控制理论及
应用

电子邮箱 447396280@qq.com 办公电话 13186186586 移动电话 13186186586

通讯地址 西安市金花南路5号西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 邮政编码 710048

工作单位 西安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三电中心主任

二级单位 自动化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6年03月15日　至 2022年06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项目在大数据技术、智能化理论研究主要完成人；（附件2-12）
2）项目科学技术内容可复用的参数化构件体系研究；BIM模型在Web端的轻量化技术研究、基于BIM专项协同
管理系统成果应用主要参与人；（附件2-1、2-2、2-6）
3）知识产权附件2-12第一完成人；
4）成果应用附件2-1、2-2、2-6项目主要参与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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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徐雷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年09月05日 出  生  地 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700905287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22年09月15日 所学专业 结构工程

电子邮箱 793530992@qq.com 办公电话 13891875695 移动电话 13891875695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13号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校基建处总工

二级单位 土木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3年01月01日　至 2022年06月2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是国家基金项目的主要参与人；（附件1-5）
2）项目在施工组织管理、绿色建造技术研发、项目推广应用主要参与人；（附件2-1）
3）项目科学技术内容可复用的参数化构件体系研究、BIM技术相适应的IPD高效组织形式成果应用主要参与人
；（附件2-2、2-6）
4）成果应用附件2-1、2-2、2-6项目主要参与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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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亚康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96年03月22日 出  生  地 河南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1072719960322561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其它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毕业时间 2021年06月25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建造与
管理

电子邮箱 wangyakang1011@163.com 办公电话 18838516557 移动电话 18838516557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13号 邮政编码 710055

工作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土木学院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8年09月15日　至 2021年06月2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项目在装配式构件标准化、工业化技术研发主要参与人；（附件1-2、2-13）
2）项目科学技术内容可复用的参数化构件体系研究、基于BIM专项协同管理系统成果应用主要参与人；（附
件2-1、2-2）
3）知识产权附件1-2、2-13主要完成人；
4）成果应用附件2-1、2-2项目主要参与人。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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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王树声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29-82205864 邮政编码 710055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路13号

联  系  人 高音 单位电话 82202330 移动电话 13359230996

电子邮箱 kjccgb@xauat.edu.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作为“基于BIM的工业化智能建造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研究”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
，为本项目的在研究内容的顺利完成提供人员、设备和相关实验条件强有力保障。主要体现在（1）负责
本项目基于BIM智能建造标准化及构件库参数化设计研究；（2）负责智能建造多方协同IPD模式项目团队
多方激励补偿机制研究；（3）负责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及运输成本控制研究；（4）负责基于WebGL的
BIM模型轻量化技术研究；（5）负责研发多项基于BIM专项协同管理系统及平台研究。是项目知识产权
成果附件1-1~1-3、2-9~2-11、2-13~2-16的第一完成单位，是成果在BIM集成应用平台设计、施工工艺可视
化软件系统平台开发、基于BIM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与性能优化研究、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BIM技术
研究与应用、幸福林带项目BIM技术服务、110kV变电站工程施工进度管理和多方协同等项目应用的第一
要实施单位（附件2-1~2-6）。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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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西安理工大学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刘云贺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传　　真 029-82312431 邮政编码 710048

通讯地址 西安市金花南路5号

联  系  人 王锵 单位电话 029-82312677 移动电话 15991662829

电子邮箱 yanfa@mail.xaut.edu.cn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西安理工大学作为“基于BIM的工业化智能建造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研究”项目的主要参与单位，为
本项目的在研究内容的顺利完成提供人员、设备和相关实验条件强有力保障。主要体现在（1）参与本项
目基于BIM智能建造标准化及构件库参数化设计研究；（5）参与研发多项基于BIM专项协同管理系统及
平台研究。是项目成果附件2-12的第一完成单位，是成果在BIM集成应用平台设计、施工工艺可视化软件
系统平台开发、110kV变电站工程施工进度管理和多方协同等项目应用的主要参与单位（附件2-1、2-2、
2-6）。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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