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技术

数字建筑在天水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现状分析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of digital architecture i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 Tianshu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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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数字建筑的概念阐述，分析国内数字建筑应用现状，并结合天水地区新农村建设实况。在旅游规划
和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数字资源尚未有效利用。数字建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潜力，如果能结合麦积山景区沿线的
旅游资源共同开发，将会有巨大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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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architecture, analys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domestic digital
architecture, and combines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 Tianshui area. Digital resources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utilized in tourism planning and new rural construction planning. The potential of digital architecture i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will have huge market advantages if it can be combined with tourism resources along Maijishan
scenic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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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建筑在天水新农村建设中的现状
数字建筑，指利用BIM和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
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业务
战略，它结合先进的精益建造理论方法，集成人员、流程、
数据、技术和业务系统，实现建筑的全过程，全要素、全参
与方的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从而构建项目、企业和产
业的平台生态新体系。
数字建筑已经在建筑业中开展得如火如荼，国际工程
项目、国内大中小型建设项目，国有资产投资项目或者国
有资产占较大控股权的建设项目，许多项目已经切实体会
到应用BIM技术的带来的好处，因为有了庞大的云端数据
库，强大的模型支撑，强大的共享平台，减少了工程返工几
率，增强工程参与各方的透明度，极大的提升工程管理的
效率，
“数字建筑平台生态新体系”的构想，建立行业生态
系统。通过数字建筑平台，将与政府、物业、建设方、中介、
金融、施工方、设计院、院校、建材厂商等的单一连接，演变
为平台上各参与方的相互连接。如：鸟巢”“水立方”国家
大剧院、T3 航站楼等，国家会展中心、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东塔）、天津 117 大厦、苏州中南中心、珠海歌剧院、凤凰中
心、这些建筑代表了国内建筑界非常高的水平的数字建筑，
还有英杰华体育场也被称为“兰斯当路体育馆”，位于爱尔
兰的首都柏林，于 2010 年启用，是爱尔兰境内唯一的欧洲
足联五星级足球场。

2 天水的旅游资源急需要接上大数据
的翅膀
天水俗称美丽的陇上小江南，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
人，东南面面青山环抱，丛林密布，是休闲度假胜地，这里

的荒山兴起办农家乐热潮，村民们利用通往麦积山景区的
旅游资源，各自兴建休闲度假场所，以中小型个人投资为
主，为旅游度假的游客提供乡野特产，特色饭菜，如苜蓿、
香椿、乌龙头、杂粮及其土鸡等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
予了这里丰厚的自然资源，然而，既然是市场，就回有竞争，
投资就需要考虑效益，考虑可持续性发展，这种小型的自
发经营可以取得短期的回报，对个人而言，一次性投资是
庞大的，可是全国各地的旅游市场都在蓬勃发展，大数据
时代每一秒钟都在创新，我们这种原生态的旅游如果要可
持续，要强大，就必须与时代的数据相匹配，我们要把自身
的特色，如建筑特色、气候特色、交通特色、山野特色、人文
特色都一一列入大数据库中，让全球的游客分秒中都能捕
获到这些珍贵的资源，让数据把天水旅游业带着起飞。
在农村建设中，新农村建设体量相对较小，应用新技
术相比迟到较为迟，近几年新农村建设渗透着美丽乡村这
个主题，传承乡村文化，谱写新时代文明，村村落落都呈现
出新时代的气息，在麦积镇朱家后川村，这里因处在净土
寺、曲溪、石门、仙人崖几处景点的交汇上，占尽地利优势，
是天水市及其麦积区重点打造的农家乐，日前正在进行改
建工程，据了解，该项工程分为改造升级经营区、新农村建
设居住区、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区、生态休闲区、经济林采摘
区、农业种植观光区、山坡绿化观光区、河道管理区及其道
路管理区等9个区域。这里的农家乐改造后将集休闲、避暑、
观赏田园风光、参与农家生活为一体。

3

新农村建设中应用数字技术展望

在新农村建设中，目前的状况是一个村子采用一至两
套图纸，这样整齐划一，但是如果可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
地理优势，将旅游特色渗透到建筑物中，让建筑语言来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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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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天水独特的韵味，比如景区沿线可以根据不同的地段而
设计成仿古建筑、西洋建筑、现代园林建筑等等，我们也可
以借鉴苏州园林、上海乌镇、杭州西塘来打造我们的品牌，
古人尚可创造文明世界的经典建筑，今天，建筑业的发展
已经有云计算、可视化、三维乃至五维的技术依托，我们何
不尝试呢？现在的尝试成本是及其低的，我们可以根据设
想来绘图，绘完根据图纸来模拟，来演示，来估价，来预测，
来修正，来纠偏，将种种的疑问都打消之后，我们再去实施，
这样我们建造和运营的风险将被降至最低，直至投资的各
方都满意了，我们再去实施，才将建造的梦想由虚拟转换
为实体，这就是数字建筑所带来优势，作为一个建筑人，多
么希望我们的建筑新技术能应用于最接地气的农村，让老
百姓真正的感受到科技的福音。
数字建筑咨询技术可以进行整村或独院建筑咨询指
导，指导农村建设合理利用地理位置，因地而建、因山而建，
结合技术资源为某村庄、多个社区改造，建筑情况进行系
统分析论证，使得资金使用更为合理，村落自身的资源充分
利用，避免农村建设不科学的使用资金造成资源浪费。农
村建筑结构咨询服务将从建筑布局、造型和装饰、材料和

构造为农村建设提供服务，中国农村住宅的功能要适应家
庭生活和进行农副业生产的双重需要，辅之旅游资源条件
的利用，将会有更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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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设计强度值后，进行预应力张拉，空腹桁架内预制槽
身，达到设计 100%强度后，再采用 2 台 200 吨的龙门吊整
体起吊。该施工有如下优点：空腹桁架梁及槽身均在地面
预制完成（不用翻拱），减少了槽身砼浇筑过程中空方支撑的
工序，缩短了槽身砼浇筑过程中的垂直运输距离，提高了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性，减少了高空作业的时间及次数；提高了
建筑物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结构尺寸的精确度；缺点是：吊
装重量由原来每跨150吨左右，
增加到现在每跨380吨左右，
这将成倍加大了吊装设备及配套的附属设备、材料的规格
和型号的要求，增大了吊装费用，提高了行走轨道的基础的
承载力要求，对吊装过程中的技术指标有了更严格的要求。
4.1 吊装设备
结合 4# 渡槽的实际施工情况，经多方实际考察、方案比
较，研究确定采用由河南铁山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通
用门式起重机（规格型号：MG200/10-20 A3），吊带采用巨力
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合成纤维圆形吊装带。
4.2 地基处理
龙门吊安装前需要对地基进行处理，首先清除地表
虚渣、松散的漂石等，对地基做平整处理，然后铺设颗粒
级配较好砂砾石，采用分层夯实碾压，密实度为 2.2m3/t，
碾压采用 14T振动碾进行碾压，碾压到设计高程后，铺设
1.51m*6m*20mm的钢板，然后再铺设龙门吊轨道。
4.3 吊装前吊装设备的准备
吊装前吊装设备要按照吊车操作规程进行载荷起升能
力试验：无负荷试验，负荷试验（包括静载试验、动载试验）
及负荷试验后检查（包括机械部分、电气部分）。
4.4 空腹桁架梁的吊装
4.4.1 吊点的选择
吊点选择在桁架梁两端头，并预埋了起吊点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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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起吊速度、水平位移
龙门吊起吊物件时速度要均匀且平稳（两机并用时要
同步）严禁突然制动或变换方向，平移时应高出障碍物 0.6
米以上，下落时要平稳，应低速轻放，防止倾斜过大。

5

结语

4# 渡槽预制、吊装地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任何安全事
故发生，既保证了其结构尺寸和整体性，也避免了传统吊
装拼接错台、施工缝等质量缺陷。4# 渡槽预制、整体吊装提
供了一种安全的、全新的、高效的施工方法，科学合理运用
了现代化机械设备，体现了“安全第一，以人为本”的施工
理念，对类似工程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极具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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