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技术

智慧建筑技术的发展带动新农村建设向智慧村庄迈进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drive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owards smart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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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智慧城市的概念阐述，依托智慧建筑发展前景，结合所在地的地区的区域特色，将智慧建筑的理念
融入天水新农村建设的征程中，展望智慧村庄、智慧风景区、智慧麦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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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ounding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relying on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smart buildings, combining with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concept of smart buildings into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f Tianshui, and looks forward to smart villages, smart scenic spots and smart Maiji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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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业发展有序推进智慧城市

城市是由组织（人）、业务/政务、交通、通讯、水和能源
所组成的宏观系统。3DGIS+BIM与CIM构成了城市的智
慧系统，系统内部以一种协作的方式相互衔接。自从 2013
年后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以
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落实《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智慧城市建设健
康有序推进。 如移动宽带通信、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不论是与工程技术业内部还是与之相关的软件
开发行业，都在改革创新，综观国内外，中国的建筑工程技
术已经让世人瞩目，从援建非洲的各类型建设项目，到国内
在“四纵四横”的基础上规划建设“八纵八横”高铁网高铁
网。无一不让人们震撼！八纵八横将全面覆盖中西部地区，
速度最快、里程最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
最高的国家，呼南通道、京昆通道、包海通道、兰广通道将
极大改善国人的交通状况；在非洲，蒙内铁路连接肯尼亚首
都内罗毕和最大港口蒙巴萨港，是肯尼亚百年来最大的基
建工程，也是真正采用中国标准的首条国际干线铁路，设
计客运时速 120 公里、货运时速 80 公里，全长 480 公里，设
计运力 2500 万吨，沿线设置站点 45 个；肯尼亚-蒙巴萨港
铁路，也是乌干达、布隆迪、卢旺达、刚果（金）等国货物的
重要出海口；肯尼亚-蒙巴萨港，
“东方小巴黎”内罗毕。其
实，美国率先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和全球信息基
础设施（GII）计划；欧盟着力推进“信息社会”计划，并确定
了欧洲信息社会的十大应用领域。目前借助 3DGIS+BIM
的集成技术实现城市“彻底数字化”，城市智慧模型（CIM），
用以表现一个虚拟的智慧城市；各种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
城市智慧应用解决方案都可以首先在虚拟的智慧城市中得
到模拟仿真和分析验证，并且从中获取“城市历史发展和
文化形成的智慧。

2 CIM（智慧城市）技术已经悄悄改变了
传统建筑的模式
传统的建筑给我们积累了宝贵的财富，没有雄厚的积
淀，就不会有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工程师们已深刻地
感受到工作的便捷而带来的愉悦。以前，资料堆积如山，
找一组数据要番阅大量的资料，假如某个环节需要各方沟
通，那么相关单位要安排专门的人员赴约定的地点花大量
的时间去解决，即使一切进展顺利，也避免不了改变原有
的工作场地，或者更换了原有的工具引起的种种误差，沟
通的结果难免有疏漏，可是再次碰头又需要重复同样的组
织、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各方不得不因种种条件的限制
而不了了之。可是现在却截然不同，因为有大数据、互连
网、有共享平台，只要各方约定好时间，相关方可以同时上
传制定节点的建筑模型（数据共享），由专门人员进行对比、
分析、探讨存在问题，如果管理到位，结果可以使得误差为
0，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今天就变成了分秒之中的
事情，成果是精确、高效、可视的，那么CIM（智慧城市，City
Information Moding）就不难理解了，我们把多个建筑物的
数据汇总就形成小区，进而将小区汇总为城市，当然这里
还有市政系统、交通系统等等，诸多个系统数据就汇聚成
了智慧城市，城市生活宜居、便捷、安全的智慧、城市可持
续发展与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智慧，基于虚拟的智慧城市进
行建设成果评估；在智慧城市运行阶段，通过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与实体城市关联，实现智慧城市的运行管理。CIM
技术已经悄悄改变了传统建筑的模式，现代建筑的资源是
共享的、数据是载体、人工智能是必然的、纯体力高度重复
的工作将首先面临失业、建筑机器人将会以超低成本却高
效率改变我们传统的施工模式。

3 智慧村庄将会是智慧建筑的又一道
靓丽风景

基金项目：甘肃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天水新农村建设数字化建筑服务基地训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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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资源主要是提供给学前课前导学和课后复
习，必须是浅层的、直观的、有趣的，主要包括施工图建模
视频和施工模拟视频。利用BIM技术的可视化、协调性、模
拟性、优化性对教学案例的施工图进行三维建模，对施工
过程进行三维模拟，直观体现建模过程、专业内容和施工
过程。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回顾和补充专业知识，同时帮
助学生了解软件操作，最重要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时时刻
刻可以学习的平台。
3.2 BIM课堂实践
课中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指导学生进行项目实践。学生
在上课之前已经观看和学习了施工图建模视频，具备一定
的专业基础。课堂上的实践主要包括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利用revi软件，识图施
工图和创建三维模型。Revit软件应用简单，直观形象，学
生上手不难，而且比较感兴趣。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培
养学生识读图纸、理解系统、管线和设备布置、认识管材管
件、revit软件应用等各方能力，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提高
了可能效率，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
revit软件应用能力。模型完成后，带学生进行现场教学，模
型和实物对比，加深认识。
第二阶段是学生分组完成各专业典型施工工艺ppt讲
解。学生通过课前自主学习施工模拟视频和网上资料搜索
整理，分小组选择一个典型的设备安装施工工艺做成ppt在
课堂上展示，并设置提问答辩环节，从而加深大家对施工
工艺的认识，并培养学生协作、收集、分析和整理的能力。

4 基与“互联网+智慧教学”的教学活
动与评价
把教学资源整合到互联网平台上。学生课前在线观看
视频、完成课前作业，利用APP完成课上考勤、上课抢答、

头脑风暴、课后练习等教学活动（图 2），形成课前、课中和课
后学习数据，根据设置好的评价方法进行考评，并进行成
绩分析。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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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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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长期受到施工图错误多、进度管理难、生产效
率低下等问题的困扰，BIM技术已越来越被视作解决行业
生产特性根源问题、进而提升工程项目绩效的重要潜在手
段 [4]。在建筑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融合的整体战略下，
在国家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的行动计划下，信息化人才
培养已经是所有土建类高职院校的重点。BIM人才的培养
不能仅靠开设新的课程来完成，而是应该把BIM技术和信
息化教学想结合，对现有课程进行内容和模式的双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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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理念智慧村庄的出现也将不再遥远，只是我
们对新技术的使用没有延伸到村庄，人们都注意到的是大
型建筑，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倾注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研
究举世瞩目的建筑或者建筑群，村庄建设或者是偏远地区
的村庄建设依然沿袭旧的模式，从规划到设计到施工很少
协同共享，数据是各自独立的，技术是隔离的，参与者能沟
通的平台是十分有限的，真正的使用主体村民的想法和要
求也许是被忽略的，假设我们采用新的技术，完全可以高
度重视这些微小的建筑群，挖掘新农村建设中新技术的潜
力，革新建设理念，一个村落能够从规划开始就将规划方
案效果展示于众，将农村经济发展、村庄建设、基层治理等
方面的数据都共享于专业的数据平台，将”绿色、文化、时
尚、开放”城市名片上传于村庄大数据库，那么村庄的产业
链（旅游特色、特色农作物、特色风土人情、区域优势）将会
被纳如全球产业链，智慧村庄就产生了，相比传统的村庄
建设，智慧村庄将会是智慧建筑的又一道靓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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