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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寓简介



江苏金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脱胎于江苏金大地集团，承载集

团20余年工程管理及资产管理经验。项目遍布全国，包括北京、天津、江苏、

湖南、海南等。

金寓科技立足于建筑行业，围绕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是以提供专业的BIM服务

为基础支撑，以产业大数据，云端技术输出为增值服务的平台服务商。经过几

年的发展，公司已在多个大型项目中输出服务并发布了独立研发的三款平台产

品。

金寓将通过BIM和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移动终端、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结合，用精益求精的工程管理理念，打造数字建筑平台，服务于建筑产业的

全生命周期。

公司介绍





港口 工业厂房 道桥 轨道交通

能源 机场 楼宇 隧道

业务版块



ISO9001

双软企业

CMMI软件开发资质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申新杯

入库企业，示范基地，研究院&实验室软件著作权十四项

企业荣誉及知识产权



合作伙伴



专业均衡优势明显

多元化团队，涵盖到各方

解决方案 丰富多元

人才储备完备，解决思路宽阔

出发点准目标明确

服务业主方，价值最大化

实施措施 完备使用

长期固化积累，体系完备成熟

金寓
BIM

服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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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M技术的装配式建筑建造



从前

现在

装配式建筑之后

建筑设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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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方式

工业化生产方式

建筑工业化就是采用大工业生产的方式建造工业和民用建筑。它是建筑业从分散、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

式逐步过渡到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全过程，是建筑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建筑工业化的基本

内容和发展方向可概括为：建筑标准化、施工机械化、构配件生产工厂化、组织管理科学化。

采用建筑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建筑方式的资源消耗对比如下：

建筑工业化



装配式建筑是建筑工业化的一种。

旧：设计-现场施工

新：设计-工厂制造-现场安装+少量施工。

相比传统建筑物的设计，预制构件设计（工艺
设计），如同制造业中的组装件设计，采用传
统的计算机二维制图已不能满足设计需求。

装配式建筑



早期装配式建筑深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设计多个专业，相互
干涉碰撞

预制构件中涉及建筑、电、水等

专业留洞和埋件间、埋件与钢筋

间互相交错碰撞。

构件造型复杂

预制构件细节多，样式多，部分

构件有三维造型，人工绘制平立

剖挑战人脑空间想象能力。

钢筋弯折多，型号多，数
量多

钢筋种类数量繁多，复杂构件中钢

筋表可能包含几十种钢筋，需要人

工统计详细规格尺寸，并绘制尺寸

标注简图困难。

综合项目统计工作量大，
图纸变更、修改较多

预制构件钢筋、埋件、各项材料用

量统计量大，又由于反复变更修改，

增加更多条件信息，凡变动一点即

牵动多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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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设计与施工，更注重对质量、成本、工期、效果与环保的综合评价。在拆分设计、构件制作、施工

吊装过程中，尤其需要系统综合集成，BIM技术已成为提升建造品质的重要手段。

3 4

1

62
5

装配式施工

一体化装修

标准化设计

质量效益评价
工厂化生产

信息化管理

工业化
建筑评价

体系 7 环境效益评价

BIM+装配式建筑



利用BIM技术可视化设计

涉及多个专业，相互干涉碰撞

埋件种类多且多为三维形状，需要人

为判断是否碰撞。复杂构件埋件布置

在多个表面，仅靠传统的二维设计方

法难以判断碰撞面积。

在三维视图中清晰检查碰撞情况，

还可通过碰撞检查功能直接生成

碰撞报告。在相同项目中应用BIM

技术，碰撞项目环节提效达80%以

上，基本避免了人工干预。



利用BIM技术快速统计

钢筋弯折多，型号多，数量多

钢筋弯折多，弯折角度多，设计人

需人工测量每一种钢筋的每段长度，

人工绘制每一种钢筋的样式简图并

为每一段标注加工尺寸。

自动统计钢筋种类、规格、数量、

长度、自动生成钢筋统计表和样

式简图。在相同项目中应用BIM技

术。钢筋统计缓解提效达90%以上，

基本避免了人工干预。



利用BIM技术协调设计

构建造型复杂

构建空间造型复杂，为确保信息表

达完整，单个构件需人工绘制多个

平面剖面。

自动生成各个试图，对模型做出的

任何修改自动反映到各个视图的对

应位置。在相同项目应用BIM技术，

单个构件设计提效达50%以上，项

目总设计时长大大缩短。



利用BIM进行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

• 综合项目统计工作量大，图纸变更、修改较多

• 装配式建筑其中PC详图的出图工作，构件信息繁杂，出图工作繁多

• 项目出图量是全专业其他图纸量的2倍之多

可视化设计

参数化设计

信息化设计

集成化设计

高效

准确

效率

质量

难度

人工



预制混凝土外墙 预制混凝土外墙（带窗洞） 预制混凝土内墙 夹心保温式女儿墙

预制叠合楼板 预制楼梯 预制叠合阳台板 预制阳台板

1、构件库及模型搭建

利用BIM进行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



结构模型建筑模型 机电模型

综合模型

拆分模型 管线优化钢筋分析

2、碰撞检查、优化建议

利用BIM进行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



深化设计完成后，导出构件加工图，用以指导构件厂生产

3、构件加工图统计

利用BIM进行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



根据构件加工图，统计钢筋规格与长度、埋件型号与数量、混凝土标号与体积等工程量信息。

4、构件工程量统计

利用BIM进行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BIM技术可以直观的表达构件空间关系和各项参数，能自动生成构件下料单、派工单、模具规格参数等，并且通过可视化的直观表达帮助工人更好
的理解设计意图，可以形成 BIM 生产模拟动画、流程图、说明图等辅助材料，有助于提高工人生产的准确性和质量效率。

利用BIM进行生产指导



提升
品质

控制
成本

数字
管控

BIM的应用，使施工单位进场前完成综合调整、方案预演等前期准

备，掌握施工难点，减少施工错误，回避不必要风险。

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模拟实际施工，确定合理的施工方案指导施工，确保了设计

和安装的准确性，提高了安装一次成功的概率，减少了返工，降低了损耗，并

节约了工程造价。

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摄影摄像技术，把预制、预加工等工厂制造的部件、构件

的加工、运输、安装全过程，把隐蔽工程、特殊构造的施工记录，把现场施工进度

等情况与BIM 模型整合，进行全方位管理。

基于BIM技术的装配式建造优点



全产业链应用，实现数据串联

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机
械化施工

装配式建筑

BIM技术

智慧建造

将计划性和精细程度不强的建筑行
业，变得每一环节高效且精准

BIM+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



BIM一体化设计流程

预制构件族 建筑BIM模型

结构电算模型

装配式模型

结构BIM模型

装配式构件
深化模型

碰撞检查 模具加工

加工模型 施工模型

机电BIM
模型



1、BIM大数据工程管理平台

弥补了传统模式的不足，实现网页浏览，将模型浏览和数

据存储及管理功能结合在一起，不仅提供模型结构树进行

构件的划分，且支持输入构件名称，一步实现构件定位。

用户无需过多的专业知识，根据平台内的提示的即可顺利

进行操作。

BIM一体化管理模式



平台
优势

轻量化模
型

文件管理
强大

集成工作
流

大模型处
理技术

兼容各种
格式

多种客户
端模式

BIM大数据工程管理平台



模型会议模型轻量化展示 进度跟踪 成本管理

质量管理 流程管理 资料管理 二维码

BIM大数据工程管理平台



将BIM模型与运维结合在一起，通过三维可视化的形式便于

查看各种信息。平台将真实的数据与虚拟的实物对应起来，

让大楼的运行情况一目了然，任意视角查看建筑物，实时查

看建筑物耗能或者预警通知等信息。加强信息系统运行状态

监控，实现信息运行可视化。

2、BIM大数据运维管理平台

BIM一体化管理模式



平台
优势

信息化

高效化

集中化

信息准确，贯穿全部过程

三维可视，便于查看系统

集中管控，全面获取信息

精益化

自动化

独立化

优化流程，运维有效提升

运行监控，管理统一高效

简单操作，提高决策效率

BIM大数据运维管理平台

http://www.shangwuppt.com/
http://www.shangwuppt.com/
http://www.shangwuppt.com/
http://www.shangwuppt.com/
http://www.shangwuppt.com/
http://www.shangwuppt.com/


大屏展示 设备管理 监控管理 空间管理

能耗管理 安保管理 运营管理 商城管理

BIM大数据运维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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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A5项目BIM实践



总包单位项目各阶段BIM实施
相关标准细则制定

结合客户实际情况
编制相关BIM计划细则

根据客户需求，参照行业标准
构建BIM标准体系

企业级BIM
实施体系构建

金寓科技 客户

定制服务



项目概况

难点：本项目为超高层建筑和高预制率的装配式建筑，对施工工序及施工工艺要求非常高，对施工精度和

施工质量要求苛刻，施工班组缺乏类似项目施工经验，需借助BIM技术来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1、建模及模型维护

各专业各阶段模型建立，

共输出报告50份，

共提出400多个问题



2、机电管线综合

提前解决施工冲突，避免待工、窝工、返工，为业主节省成本约50万元



各专业工程师共享BIM模型信息，充分避免传统二维设计中不同专业设计师间信息传递的缺失与误解，

提高了设计与施工的质量。

3、各专业协调设计



建筑模型条件

首次建立结构模型

修改结构模型使得计算指标满
足规范要求

建筑模型链接结构构件

自动生成结构施工图并
局部修改

工艺
软件
出图

含有结构构件的提资给
机电专业

根据上部计算结果建立
基础模型计算出图

结
构
转
建
筑

建
筑

转
结

构

步骤一

步骤四步骤三

结构专业

步骤二

结构专业 --流程

3、各专业协调设计



4、空间分析、层高净空分析

BIM输出净高分析排布图，协助设计院进行精装图纸变更，避免施工阶段返工，为业主节省成本约80万元



5、可视化演示，装配式演示

钢结构节点细化，装配式同步推进



BIM模型精确输出幕墙实物量，为业主节约成本七十余万元

6、工程量核查



7、施工进度初步模拟

幕墙关键节点模拟



8、施工现场配合

模型核查 移动端指导 现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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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本项目为扬州妇幼保健院项目一期工程。总建筑面

积20万方，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为一体

的三级专科妇女儿童医院。本项目BIM应用于设计阶段。

扬州妇幼保健院

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异地新建工程规划总用地约 250 亩，

其中一期工程项目建筑面积250276平方米 ，地上172082平

方米 ， 地下78194平方米，总投资约 20 亿。本工程为专

业医院建筑群，结构复杂，涉及智能化及医疗专项较多，

系统配置复杂，专业要求高，对使用功能和效果要求较高。

本项目全专业全生命周期应用BIM技术。

江都人民医院









本项目为洋河股份总部大楼，项目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中和

路南，和平路东。本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7.6万方，分为地上23层，

地下2层。该项目功能定位为办公大厦、员工餐厅、员工住宿、泳池、

等功能用房。

洋河股份南京总部大楼

本项目位于苏州太湖新城，由百年国际奢华酒店品牌雅高集团与

金大地集团联合联合打造，是集精品酒店、公寓、商业于一体的超

高层项目。本项目全专业全生命周期应用BIM技术。

苏州吴江诺阁雅酒店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六合区，总建筑面积16.4万方，

为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多种消费类型于一体

的一站式商业综合体。

南京六合龙湖天街

位于南京河西CBD，

总建筑面积约16万方。

南京缤润汇

项目位于济南奥体

CBD核心，建筑面积18

万㎡，为区域内第一

座城市综合体

济南缤润汇









本项目为无锡地铁三号线一期工程，路线

全长约28.5公里，均为地下敷设，共设车站

21座，其中有5座换乘站。全线最大站间距

3.341公里，最小站间距0.936公里，平均站

间距约1.4公里。

本项目BIM服务范围是全专业、全生命周

期的BIM咨询服务，同步使用金寓WebBim项

目管理平台及BIM运维管理平台

无锡地铁三号线工程



本工程为北京地铁3号线一期西段工程， 西

起东四十条站东至东坝中街站，全长14公里，

车站9座；本项目包括：两站两区间，分别为育

中心站、体育中心站~平房村站盾构区间、平房

村站、平房村站~东坝中街站暗挖区间，标段全

长3824.673m 。

北京地铁三号线一期工程

本工程为天津地铁4号线，北起北辰区双街，东

至东丽区中国民航大学，线路全长41.04公里，均

为地下线。全线共设车站32座，停车场、车辆段各

1处，主变电站3处。其中，民航大学站为地铁4号

线南段工程，项目内包含车站、综合维修中心、综

合楼、检修组合库、运用组合库等多种建筑。

天津地铁4号线民航大学站



金 寓 承 诺

金寓科技致力于为开发商、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各类不同目标客户提供建筑生命周期内完整或阶段性BIM

技术服务，全力携手客户共同打造现代化、高标准、高品质的建设项目。期待与您携手共赢、共迈高峰！

江苏金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archi-motive.com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33号金奥国际中心3楼

电话：025-58833961

联 系 我 们



感谢聆听 敬意由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