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建筑节能与建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产业发展基金项目指南 

项目指南 1：基于 BIM与运维物联信息的建筑数据融合应用 

项目名称 基于 BIM 与运维物联信息的建筑数据融合应用 

单位名称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周期 2022.01~2023.12 

研究内容 

（1）数据编码。建立与建筑信息模型编码体系相匹配的物联信息

编码体系，实现各类建筑的结构性编码兼容互通，从而基于结构性编

码针对性调用相关属性编码，将物联信息与建筑信息模型结合，从源

头上解决不同建筑群相互间各类智能化系统数据交换的问题。 

（2）数据集成。BIM 模型与物联信息数据的集成，应当实现基于

模型实体的数据融合以及数据关联关系的建立和重建，保证集成的

BIM 模型的逻辑正确性和完备性。 

（3）数据存储。开发新的有效的 BIM 运维数据对接平台，以平台

技术架构、汇聚链路、据存储框架、数据共享方式等方面为重点，创

新建立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汇聚、储存、共享的技术平台。 

（4）数据应用。基于 BIM 技术，将设备间准确的系统逻辑连接以

及用能层级关系真实的反映在信息模型中，结合 BA 自控反馈的设备启

停、运行模式状态、能流温控压力检测等数据，在不改变现有末端计

量传感器（电表、能量计、水表、燃气表）规模细度的前提下，对采

集数据进行数学模型的搭建，通过算法计算单个空间、单个系统、单

台末端用能设备的计算能耗，建立更为细化的能耗模型，据此为下一

步节能策略及预防预判型节能技术提供数据支持。通过对建筑能源消

耗数据进行归纳与整理，统计能耗情况，分析能耗规律与比例，从而

为建筑节能运行和改造提供数据支持。 

进一步利用机器学习技术，以建筑信息、建筑能耗、建筑环境等

信息为输入，结合建筑性能评估理论和数学模型，开发一套综合算

法，利用并行方式训练模型，从而简化数据标记、丰富训练的样本数

据，实现建筑运维动态评估。同时为实现线上+线下运维闭环，研究打

通物联网和建筑传统楼宇自控系统的方法和具体技术。设计开发良好

的人机交互界面，通过信息推送提高建筑设施管理人员操作效率。 

考核指标 

（1）基于 BIM 的物联信息编码解决方案。规范化运维阶段 BIM

数据的存储及传递，形成一套信息管理的解决方案。 

（2）BIM 运维数据对接平台软件。形成大量设备数据对接的模块

化，提高数据集成和对接的效率。 

（3）基于 BIM 的运维管理平台。轻量级平台实现嵌入；平台数据

和现场吻合度 90%以上；动态数据质量达到场景化要求；在线率达到

90%以上。 

（4）数字化节能解决方案。试点项目节能量平均达到 8%以上；

90%以上时间实现自动运维。 



项目指南 2：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智能化检测体系研究 

项目名称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智能化检测体系研究 

单位名称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周期 2022.01~2023.12 

研究内容 

根据我国现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施工、验收等相关标准，可能

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产生影响的主要有四大因素：1.预制构件结

合面的粗糙度；2.预制构件的外观质量；3.预制构件的尺寸偏差；4.装配完

成后竖向预制构件的垂直度。其中，1-3 为预制构件层面的质量检测，4 为

预制构件装配完成后结构层面的质量检测。 

我国现行标准中详细规定了预制构件外观质量缺陷的判定规则，但是

在实际工程中，由于外观质量仅凭人工观察检查，存在难以客观记录与实

时反馈的问题，从而可能导致工程质量问题。 

预制构件的尺寸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关系到预制构件能否顺利完成结

构装配。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预制构件的尺寸偏差一般在±3mm 之间。

对于常规形状的预制构件，如预制梁、柱、板等，需对构件 6 个表面分别

测量判定；对于楼梯、阳台等复杂构件或异形构件，需要测量的表面数量

更多。传统手工测量方式，往往需要两名工人逐一测量，既浪费人力，也

浪费时间。 

基于此，本项目所需完成的关键研发指标有四个，如下所示： 

（1）建立智能检测平台，结合数字化检测技术、结构健康监测技术，

实现生产、施工环节的质量监控，通过实测数据与设计参数的对比、分析，

为构件生产、进场验收、安装施工等环节提供准确、及时、自动的辅助决

策方案，全方位提升建造水平和效率； 

（2）创建集成 BIM、IOT 等技术的数据库，将设计信息、生产日期、

厂家、构件尺寸、安装位置等多维度信息录入其中，以 RFID 标签编码为

“钥匙”，实现建造过程中的检测信息调用与流程更新； 

（3）基于 3D 激光扫描技术，建立预制构件粗糙面的点云模型，通

过定量的数字化模拟计算，得出预制构件结合面的粗糙程度。 

（4）研发集成多项功能的新型检测设备，并能使检测结果与智能检

测平台进行联动，对施工质量进行智能化控制。 

考核指标 
形成智能检测软硬件系统 1 套，申请核心技术专利 3-5 项，申请软件

著作权 1-2 项，发表论文 2-3 篇。成果总体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项目指南 3：免拆外墙外保温一体化施工技术研究 

项目名称 免拆外墙外保温一体化施工技术研究 

单位名称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研究周期 2022.01~2023.06 

研究内容 

（1）保温砂浆与石墨 XPS 复合的保温板特性与成本研究 

（2）石墨 XPS 复合保温免拆保温板施工平整度控制 

（3）免拆外墙外保温细部节点控制施工技术研究 

考核指标 
形成免拆外墙外保温一体化施工技术体系 1 套，发表 SCI/EI/中文核心

期刊论文 1 篇，申请发明专利 1 项 

 

 

 

 

 

项目指南 4：钻孔灌注桩与水泥土搅拌桩支护体系在徐州叠跨城轨基坑的应用 

项目名称 钻孔灌注桩与水泥土搅拌桩支护体系在徐州叠跨城轨基坑中的应用 

单位名称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研究周期 2022.01~2022.12 

研究内容 

（1）叠跨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的基坑开挖卸载稳定性分析； 

（2）支护体系施工全过程模拟研究； 

（3）钻孔灌注桩与水泥土搅拌桩支护体系的设计与施工。 

考核指标 
形成钻孔灌注桩与水泥土搅拌桩支护体系在叠跨城轨基坑中应用技术

体系 1 套，发表 SCI/E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 篇，申请发明专利 1 项 

 

 

 

 



项目指南 5：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机电安装及装修工程的装配式研究应用 

项目名称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机电安装及装修工程的装配式研究应用 

单位名称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周期 2022.01~2022.12 

研究内容 

本项研究主要研究、开发内容如下： 

（1）BIM 模型装配式部品件划分。 

根据 BIM 模型，合理划分机电安装预制加工的模块及组件，合理分配

装修吊顶转换层之间、吊顶埋件与转换层之间、墙面骨架之间、骨架与面

板之间装配连接方式、墙顶地饰面板排版优化，利用三维扫描测绘仪器，

复核现场结构，将模型调整到与现场结构的实际情况一致。 

（2）部品件到现场的装配。 

预制加工完成的部品件到现场的吊装及更加准确的装配施工。 

（3）装修系统构造及装配施工 

吊顶系统、墙面系统、地面空地板系统采用装配施工，系统构配件均

为工厂化精益制造，现场直接拼接，干法作业、无焊接、无切割、无噪

音、无粉尘、快速拆装，易于打理、易于翻新，装配过程可逆。 

（4）本次研究的内容是针对轨道交通车站内站厅、站台、走道的各类

机电管线进行综合布置优化再形成综合管线的组件化，从而实现机电综合

管线的成组分段顶升吊装装配。配套的设备机房进行模块化设计，实现模块

化装配。装修实现装配式地面、墙面和吊顶的装配化施工。通过此次研究到

最后项目的成功实施来总结相关技术要点，后续整个轨道交通车站机电和

装修都可以实现模块化、组件化的装配。 

主要有如下社会经济效益： 

1）装配式降低施工成本 10%以上； 

2）机械化装配施工，传统手工作业强度降低，提高施工效率，机电安

装站台站厅层装配率达到 60%、泵房管线装配率达到 60%以上； 

3）培养建筑产业化工人； 

4）绿色、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 

考核指标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 篇，申报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项目指南 6：基于 BIM技术的盘扣支撑体系优化设计及实时监控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名称 基于 BIM 技术的盘扣支撑体系优化设计及实时监控关键技术与方法研究 

单位名称 中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周期 2022.01~2022.12 

研究内容 

为有效降低城市建筑能源消耗，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响，推动

城市绿色智慧安全建造和可持续发展，课题围绕“基于 BIM 技术的盘扣支

撑体系优化设计及实时监控关键技术与方法研究”展开研究，主要研究内

容： 

1. 基于 BIM 技术的砼板、梁下盘扣早拆支撑体系设计 

1.1 盘扣架体设计 

1.2 盘扣模板设计 

1.3 早拆盘扣架体优化设计 

2. 基于 BIM 技术的外脚手架盘扣支撑体系设计 

2.1 外脚手架盘扣架体支撑设计 

2.2 外脚手架盘扣支撑体系加固设计 

2.3 外脚手架架体优化设计 

3. 基于 BIM 技术的超高作业平台盘扣支撑体系设计 

3.1 满堂支撑架体设计 

3.2 满堂支撑体系加固设计 

3.3 满堂支撑架体优化设计 

4. 盘扣模板支撑体系实时监控技术 

4.1 盘扣模板支撑体系面板沉降监测技术 

4.2 盘扣模板支撑体系轴力监测技术 

4.3 盘扣模板支撑体系架体失稳监测技术 

5. 工程项目实践应用 

考核指标 

（1）科技成果至少应用到 2 个实体项目中，并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2）具备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项目获得专利、论文等成果不

少于 2 项。 

（3）科技成果能有效解决实体项目绿色智慧建造中的问题，取得上

级主管部门的表彰以及建设各方主体单位的认可。 

 

 



项目指南 7：地下室外墙超长结构混凝土抗裂防渗综合治理创新技术 

项目名称 地下室外墙超长结构混凝土抗裂防渗综合治理创新技术 

单位名称 中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周期 2022.01~2022.12 

研究内容 

为推动城市绿色智慧低碳建造和可持续发展，针对地下室超长结构混

凝土外墙渗漏质量顽疾、增加施工成本等问题，课题围绕“地下室外墙超

长结构混凝土抗裂防渗综合治理创新技术”展开研究。主要研究内容： 

（1）地下室外墙抗裂构造钢筋与结构钢筋一体化施工技术 

针对地下室外墙裂缝多为竖向贯通裂缝，在满足受力情况下，研究外

墙钢筋选型，优化水平钢筋与竖向钢筋位置，增加双向抗裂钢筋等措施，

阻止混凝土产生竖向裂缝。 

（2）研究结构高效自防水施工技术 

对地下室超长外墙砼优化配合比设计，实现结构高效自防水，提高防

水效果。 

（3）地下室底板和外墙后浇带一体化超前止水施工技术 

研究导墙中留设聚苯泡沫填充伸缩缝及中埋式橡胶止水带，导墙中预

埋螺栓拉结单侧模板，外墙防水层、保护层、室外回填一体化施工等细部

做法及工艺优化，不需使用止水钢板，避免垃圾杂物、雨水、污水等污

染，改善施工环境，节约成本。 

（4）地下室外墙“带模养护”按需节水养生技术 

传统的混凝土养护方法包括浇水养护、刷养生液养护、覆盖薄膜养护

等，针对传统的防水养护技术存在耗费人工、耗费施工用水、使用成本

高，工艺复杂等问题，研究外墙防水“带模养护”技术、墙顶设置吸水海绵

间隔续水保湿养护技术等，节水节材。 

（5）地下室外墙模板加固螺杆及其封堵优化技术 

研究地下室外墙模板二段式可周转止水螺杆及螺杆洞防渗漏高压注浆

封堵等工艺措施，实现螺栓 100%周转率，且有效防止螺栓部位渗水。 

（6）工程项目实践应用 

在“开封市汴梁小宋城文商旅综合体工程”、“北外附属研发楼”工程应

用实践。 

考核指标 

（1）科技成果至少应用到 2 个实体项目中，并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2）具备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项目获得专利、论文等成果不

少于 2 项。 

（3）科技成果能有效解决实体项目地下室外墙渗漏问题，取得上级

主管部门的表彰以及建设各方主体单位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