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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及特点

智慧建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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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及特点



用地面积：130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    26个单体

质量目标： 全国钢结构金奖、 ”国优奖“

安全目标：国家AA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

  一、项目概况及特点

        宝能项目位于秦汉新城周陵新兴产

业园区。该项目总投资约400亿元，规

划年产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整个项目

建成之后将带动全产业链3.5万人就业，

是陕西省重点项目。





智慧建造应用



智慧
建造

陕建集团2017年提出“数字工地、智慧建造”的发展理念。近年来，陕建通过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运行、统一投
资、统一建设，已经建成技术领先、运行可靠的云计算中心。通过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BIM技术与项
目管理深度融合。通过智慧建造，可使项目管理可感知、可决策、可预测，提高施工管理效率、和决策能力。实现项目管理数字化、精
细化。



通过本平台对项目质量、安全、进度、绿色施工等全方位把控，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

项目重要数据实时监控



2.1 质 量 安 全 管 理



质量安全巡检系统

       集团2018年印发了《陕建六建集团质量安全巡检系统管理制度》，成立了质量安全巡检系统工作小组，考核办
法，推动集团质量安全巡检系统实施落地。同时每周发布周报，通报质量安全巡检系统使用情况。



     质量员安全员将巡检中发现的问题上传平台，平台自动推送相应负责人，现场管理人员督促落实整，并上传相关整改资料及现

场图片，完成管理闭环。

质量安全巡检系统



        平台自动生成安全隐患柱状图和类别统计表，公司领导层随时掌握企业和项目部的安全状况，按时段分析分包商的安全管理状况、责任

工程师的履职情况、公司的隐患分布情况、隐患的发展趋势、为大数据的分析提供支撑……

统计分析 责任区域隐患分析 隐患类别 分包单位隐患分析 责任人隐患分析 工作周报

质量安全巡检系统



      项目部通过安装塔吊防

碰撞系统、卸料平台检测系

统、配备安全巡检系统等多

项措施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并在智慧工地平台将安全巡

检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及时

发现安全隐患重难点，并及

时推送给责任人员，做到不

解决不消项，落实安全无小

事，提高了安全管理的宏观

能力和微观细度。

安全管理—隐患分析



        宿舍楼施工区域塔吊安装了塔吊防碰撞系统，能够在塔

机接近危险位置时自动发出提示和紧急制动，避免安全事故，

同时对司机违章操作时发出声光警报，能够有效较少和避免

安全事故发生。

安全管理—塔吊安全监测



安全管理—卸料平台监测

      卸料平台安装过载报警系统，保障施工安全，卸料平台监控管理系统能通过重量及幅度感应器检测出距离、重量等信息，

作出预警。



质量管理—二维码应用

       质量方面：现场实测实量，质量验收，技术交底通过二维码形式粘贴现场，方便现场人员随时获取。
       安全方面：现场机械、临时用电、临边洞口信息等也使用二维码，通过扫描二维码可显示洞口信息及机械使用情况和安全须知，方便
现场日常管理。



质量管理—二维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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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 产 管 理 



生产管理—网络图

       利用广联达斑马进度计划绘制施工网络进度计划图，对项目的施工进度进行动态管理，通过数据分析对进
度的超前、滞后情况进行分析，最大程度的确保了进度安排的科学、有序、高效。优点：可以和BIM5D进行对
接，导入BIM5D与模型挂接，进行施工模拟。



我们在施工现场设置了19个监控探头，通过现场布置监控，可以实现企业远程会诊。通过每日进度的对比，精确的
分析进度情况，从而做到对进度的全面掌控和预警。

生产管理—远程监控



2.3 物 料 管 理



物料管理—集中采购平台

宝能项目大宗材料在陕建集中采购平台公开招标，集中采购，大大降低了项目采购成本。



物料管理—物料称重验收

       本工程工期紧张，材料需求量巨大，为了保证材料的供应，我们制定了从采购、验收、保管、发料领料全过程进行控制管
理，我们选用智能物料管理系统，融入了先进的流程管理应用理念，降低了人为干预因素。对混凝土，钢筋等材料进行称重，
分类管理，节约了成本，为材料、商务部门提供了依据。

与地磅仪表集成，自动
记录称重结果



物料管理—物料称重验收

称重区 磅房内部

项目部管控终端 企业监控平台互联网

监控记录



物料管理—物料称重验收



物料管理—物料称重验收

       系统自动统计日，周，月材料用量，同时分析偏差，为商务部门结算提供依据。



2.4 绿 色 建 造



环境监测及降尘除霾联动系统由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传输系统、环境预警干预系统三部分组成，可对工地温度、湿度、PM2.5、
PM10、风力、风向、噪音等环境项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数据传至平台进行储存分析。系统实现了与雾炮、喷淋等设备联动。当PM2.5超
过预警值时，自动启动喷淋降尘系统，能够降低粉尘浓度，改善现场施工环境。

我们在现场26个建筑物外围安装了智能喷淋，雾炮机，与环境检测仪联动，达到预警值即自动启动，降尘。我们还利用手机端对现场
分区域进行扬尘治理，达到绿色施工目的。通过实践，效果良好。

绿色建造—智能喷淋

喷淋系统
实时数据分析



智能喷淋系统，通过手机APP对现场分区域进行扬尘治理。

绿色建造—智能喷淋

手机APP控制



2.5 智 慧 党 建



智慧党建—远程会议

         项目部、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成立了项目联合党支部，定期开展党员活动，通过远程会议，学习国家、企业方针政策，
提高全员综合素质。打造项目特色党建，党工团三架马车并驾齐驱，联建、共建成效显著。项目部全体参建党员及干部的党
性觉悟、思想意识、党性锻炼、素质作风整体提升，忠诚、干净、责任、担当的项目情怀和理念得到褒扬，党风建设与“廉
洁文化进项目”活动相互融合，相得益彰。打造和形成特有的共赢共享、拼搏奋进、姿态昂扬的项目团队和项目文化。



智慧党建—公众号应用

         通过项目公众号，智慧工地平台，定期推送文章，凝聚人心。项目公众号累计推送文章近百篇，累计浏览量超过万次，提升了
项目形象。



智慧党建—广播站

       项目部建立了广播站，开通了“宝能之声”，每日播放项目感人事迹，新闻资讯。通过广播在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架
起了心灵桥梁。



2.6 BIM 应 用



BIM应用概况

首先确定了各专业BIM成员，总结制定了《西安宝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项目BIM实施策划书》，确定了建模标准及应用点。

序号 应用阶段 应用点

1

项目策划阶段

BIM实施策划

2 BIM培训

3 施工场地布置策划

4 施工进度策划

 成本策划

5 施工阶段技术应用 碰撞检测

6 施工工艺/工序模拟

7 可视化施工交底

8 施工方案编制

9 结构建模深化设计、出图等

10 建筑装饰建模深化设计、出图等

11 给排水建模深化设计、出图等

12 暖通建模深化设计、出图等

13 电器建模深化设计、出图等

14 弱电建模深化设计、出图等

15 模板，脚手架设计、出图

16 钢筋施工指导

17 二次结构、砌体 深化出图

18 施工阶段管理应用 质量管理应用

19 安全管理应用

20 施工图管理

21 材料管理

22 分包管理

23 工程资料管理

24 移动端应用

25 3D扫描、放线机器人

26 VR/AR技术

27 进度管理

28 成本管理（工程结算）

29 竣工交付 模型维护

30 辅助竣工验收

31 运维阶段 模型管理

32 运维信息管理



工人生活区模型 工人生活区实景
宝能项目临建总体规划图

办公生活区模型 办公生活区实景

施工准备阶段—场地布置



BIM管理应用—钢构件追踪

       项目仅四大工艺车间用钢量达五万吨，钢构件10万个，我们选用EBIM云平台对钢结构进行全流程管理。将钢结

构BIM模型生成二维码，构件进场、安装、验收扫码更新信息。数据与BIM模型关联，以不同颜色显示在模型中。利

于管理人员及时准确了解现场信息，与计划进度对比，及时作出调整。



BIM管理应用—钢构件追踪



       通过对进度计划的编制、利用Synchro 软件对承台施工，钢结构施工工序等，交叉作业进行模拟，选择最佳施工方案。根据实际安
装构件的记录、对材料进厂台账的记录等资料的收集，形成数据源，使管理人员对实际进度得以及时反馈，及时调整任务满足进度要求。
有助于管理层及时对人、财、机、料做出调整。

涂装车间施工模拟 总装车间施工模拟

BIM管理应用—施工模拟



BIM管理应用—施工工艺模拟

杯口施工 钢柱施工

桁架梁施工 依次施工完毕



BIM管理应用—施工工艺模拟



中央制冷站CAD图纸

中央制冷站
综合排BIM平面图

中央制冷站综合排布BIM三维效果

机电安装应用—重点部位优化



       传统的二维施工图无法清楚的表达复杂节点的管线空间关系及细部做法，基于移动端的增强现实技术，
可将二维图纸于三维模型完美结合，更好的指导现场施工。



       基于本项目的BIM场地模型和BIM结构模型，采用3DMAX、U3D等软件，制作了本项目VR安全体验，内容涵盖高空坠落、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触电、坍塌、消防逃生及项目全景漫游。项目新进场工人全部采用VR进行安全教育，改变了传统安全体验场进行安全事故模拟

的模式，强烈逼真的沉浸感为安全教育体验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数字工地科技文化馆



2.7 劳务实名制管理



什么是建筑用工劳务实名制？
长期以来，用工不规范是我国建筑业的积弊之一。在一些人眼中，建筑业从业门槛低，“来了就能干、能吃苦就行”。

一些企业将项目分包出去后，也对用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一些工人没有经验也能直接上岗，一些“杂牌军”欠缺

资质也能蒙混过关。这不仅给施工带来了风险，也给工程质量埋下了隐患。新形势下，建筑业要提档升级必须对这种“零、

散、乱”的粗放用工方式加以改革。

落实建筑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成为建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即通过登记现场劳务人员的身份、教育培训、

工资结算及支付等信息，建立能动态反映每日用工实际的花名册、考勤册和工资册等实名管理台账，实现施工现场劳务

人员底数清、基本情况清、出勤记录清、工资发放记录清、进出项目时间清，以进一步规范建筑劳务用工管理，保障农

民工合法权益。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平台主要包括工人实名制数据、承包企业数据、分包企业数据、项目数据

监管等，形成“数据天网”，进入信息化时代。

劳务实名制政策：
2017年，住建部副部长易军明确，根据国办印发的《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建筑劳务工人实名制管

理工作将在中国全面推行。

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并于3月1

日正式实施,同时明确未在相关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登记的建筑工人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上岗作业。

建立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到2020年实现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全覆盖。       

劳务实名制管理



根据《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实名制管理实施细则》实施项目劳务实名制管理。

劳务实名制管理



陕西省建筑工人劳务实名制观摩会在六建集团西安强制戒毒所工程召开 咸阳市建筑工人劳务实名制推进会在六建集团高新锦业壹号项目召开

劳务实名制管理



信息录入终端 闸   机 现场劳务管理系统

劳务实名制管理



劳务实名制管理流程：

分包单位
信息添加

劳务人员
信息添加

进行三级
教育

考试合格
劳务管理
人员办实
名制卡

进场施工
定期安全
教育

班组退场
退卡

签订安全
责任书

领用安全防护
用品 结束

开始

劳务实名制管理



劳务实名制管理

分包单位信息添加



劳务实名制管理

劳务人员信息添加



劳务实名制管理

安全教育 门禁卡发放



劳务
分析

       系统会反馈实时项目用工情况，通过对劳务作业人员各工种上工数据收集分析，为项目决策者在进度管理中提供依据。

劳务实名制管理



劳务系统信息 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

劳务实名制管理



         通过获取劳务工人考勤信息，系统对出勤进行统计，生成考勤表，通过考勤数据加强对劳务人员

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管。

劳务实名制管理



劳务实名制管理

    工人退场，办理

相关手续，退门禁卡。

工人信息同步在信息

系统，工人历史档案

共享。
1、建立用工评价体系，工效分析体系，帮助企业和项目识别高隐患工人。
2、形成集团工人库、用工数据库，积累数据，总结用工规律，为决策提供数据依据



劳务管理—人员定位

智能安全帽



劳务管理—人员定位

1.点位布置图 3.行走轨迹

       通过智能安全帽反馈人员运动轨迹，动态掌握作业人员作业面分部情况，有利于劳动力界面管理优化
及突发情况下人员的搜索。

2.所到地点、时间



总   结



积累企业大数据 提升项目管理效益 创新项目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