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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渠江景观大桥 BIM 技术应用
肖奎 陈家勇 赖亚平 乔云强 王帆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重庆 401121）
【摘要】合川渠江景观大桥采用主跨 400m 的单主缆地锚式悬索桥，桥塔曲面造型复杂，主梁为变
宽分离式扁平钢箱梁，为提高设计效率、保证设计质量，提出“R+GH+R”的 BIM 协同设计平台。借
助二次开发实现不同软件平台间的信息交互，内置制模标准及构件编码体系，应用 BIM 技术进行全
桥设计。在设计过程中，采用参数化批量建模、实时渲染、智慧出图、虚拟现实、3D 打印及 4D 施
工模型等技术，提升了设计质量和工作效率，同时也为桥梁三维设计的发展和应用实践积累经验。
【关键词】单主缆地锚式悬索桥；参数化；实时渲染；BIM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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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渠江绿道工程重要的过江通道[1]。结合通航要
求以及两岸的地形特点，大桥采用单主缆地锚

工程简介

式悬索桥，桥跨布置为 130 m +400 m +146m，

合川渠江景观大桥位于重庆市合川区渠江
口上游 800m 处，连接云门片区与钓鱼城半岛，

主缆矢跨比为 1/9，单幅桥面宽 8.5m[2]。本桥
总体布置图见图 1，总体透视效果见图 2。

满足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过江需求，是

图 1 总体布置图（单位：m）

图 2 总体透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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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程特点及难点

梁为分离式变宽钢箱梁，缆索系统采用部分斜

相对于常规桥梁，本桥技术特点突出，如

吊索的布置形式，南岸为重力式锚碇，北岸采

表 1 所示。主塔采用曲面造型三角形拱塔，主

用隧道式锚碇。为满足设计需求，本项目设计

初期就明确采用 BIM 技术进行全桥的设计。
表 1 本桥工程特点

主要组成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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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塔

特点

图示

本桥桥塔以“山峦”为设计主
题，桥塔立面线条简洁、流畅，造
型优美。中、上塔柱轮廓线采用三
次抛物线，下塔柱采用直线段。为
减小下横梁温度荷载下对桥塔横向
弯矩的影响，横梁骨架在桥塔中心
线处设置断缝，采用铰接的方式连
接。桥塔曲面造型独特，为保证曲
面形态，断面沿高程方向不断变化，
有必要采用 BIM 技术进行桥塔的
设计。

主梁

主桥加劲梁采用分离式扁平钢
箱梁且纵坡较大，平面上由曲线段+
直线段两部分组成。为提高行人安
全和行车舒适，将非机动车道、行
人与机动车分离，钢主梁通过变宽
钢横梁连接。

缆索系统

缆索系统选用单主缆部分斜吊
索的布置形式，在靠近桥塔范围各
设置 7 对斜吊索，施工时主梁需从
桥塔侧往跨中侧逐节段组拼，以保
证主梁偏载作用下的抗扭刚度。

锚碇

北岸山体地质主要为砂岩和泥
岩互层，围岩稳定性相对较好。综
合考虑工程造价、山体开挖量、环
境扰动、景观效果等方面，选用隧
道式锚碇形式。

2 BIM 应用环境
2.1

R+GH+R 桥梁协同设计平台

本桥桥塔曲面造型独特，主缆及主梁的空

平台集成了三维造型软件 Rhinoceros（以下简

间定位复杂，因此 BIM 协同设计平台应具备曲

称 Rhino）、参数化软件 Grasshopper（以下简称

面造型、几何精确控制的能力。与此同时，本

GH）及信息化集成平台 Revit 三款主流软件的

桥在设计过程中存在大量专业间的协调工作，

优势，使其具备造型能力强、易开发、轻量化、

应考虑信息的传递性与软件间的互通性。为此，

参数化程度高且高效协同的综合性优势。

提出“R+GH+R”的桥梁 BIM 协同设计平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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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IM 协同工作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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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发挥“R+GH+R”中各软件优势的

专业的协同和信息共享。

基础上，制定 BIM 制模标准，进而开展桥梁专

2.2

业定制化的二次开发，为桥梁 BIM 实施提供更

该 BIM 平 台 以 美 国 Robert McNeel &

软硬件环境

为完备、高效的解决方案。如图 3 所示，其协

Assoc 开发的专业级 3D 造型软件 Rhinoceros

同工作思路为：

为三维核心，结合自主二次开发的 R-BRG、

1）在方案设计阶段，借助 Rhino 和 GH 进

G-BRG 的桥梁辅助设计系统，综合应用 Revit、

行桥梁方案的参数化调整和造型研究，可实时

Vray、Lumion、Fuzor、Midas、Abaqus 等软件，

呈现方案效果便于沟通及抉择，大幅提升桥梁

实现各软件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模型交互，并依

方案设计的效率；

托 BIM 模型进行三维模型和二维图纸的交互。

2）借助 GH 定义桥梁中心轴线的“基准控

硬件方面采用了大内存和高性能的图形级

制线”，用于精确定位墩台、桥塔、主梁节段及

工作站，配合高效、先进的云计算技术，能快

锚碇等构件；

速接入国外云计算超级计算机集群，实现智能

3）基于参数化骨架模型，在 Revit 中整合

联机与云端渲染（参见图 4），同时也能处理各

各专业模型，并在此几何模型的基础上批量为

类复杂计算情形，使得结构拓扑优化成为可能，

构件添加材质、配筋率等非几何信息，实现各

极大地提升设计效率。

图 4 云计算处理

3 BIM 设计与分析
3.1

BIM 模型构建

在信息化设计初期，应明确大桥的建模及
拆分原则，本项目参照重庆市市政工程信息模

型设计及交付标准的相关规定[3-4]，对 BIM 模
型进行拆分并分类进行协同管理。设定大桥的
建模原则及构件编码体系，如图 5 所示，使各
专业设计人员在统一原则下建模，以保证后期
的快速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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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构件编码体系
桥梁模型信息化处理流程：
1）基于参数化设计软件 GH，建立实时可

立空间异形结构；
4）基于参数化骨架模型，批量赋予构件定

调的桥梁骨架模型，据此搭建 Rhino 与 Revit
的交互平台，可批量驱动族构件；

位信息，按照下部上部及附属的顺序进行组拼，
完成桥梁几何模型的建立；

2）对于常规构件，通过建立企业级丰富可
调的桥梁参数化常规构件族库，如图 6 所示，

5）为构件批量添加配筋率、材质等非几何
信息；

批量赋予结构参数完成建模；
3）对于异型结构，应用自适应族，借助参

6）在桥梁 BIM 模型中集成机电、管线、
照明等多专业模型，实现各专业之间的协同工

数化手段赋予构件几何控制信息，可准确地建

作，满足 BIM 应用需求。

图 6 参数化族库构件
3.2

BIM 模型应用

在前期方案阶段，借助自主二次开发的
R-BRG 及 G-BRG 辅助设计工具，结合 GIS 地
理信息数据快速搭建桥位场地及周边环境的地
形地貌模型，同时录入项目的基本信息，便于

信息管理；借助参数化手段，可快速进行方案
的迭代和优化；加上自适应的智能渲染技术，
设计人员能够非常便捷的边调整边观察，大幅
提升前期的创作、研判及抉择效率，如图 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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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实时渲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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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阶段，设计人员可借助 BIM 模型辅

量转换为二维图纸，深度可达施工图设计要求，

助进行复杂节点的三维设计，并对复杂空间的
内部结构以第一视角进行结构合理性及操作空

该桥异型桥塔结构的出图率达到 70%以上。
在结构计算方面，基于参数化骨架模型，

间可达性的检查，以保障后期实施的可操作性。
借助碰撞检查的功能可避免结构布置上的软、

以 MCT 命令流形式快速通过 Midas 软件建立
三维杆系有限元计算模型，可达一键运行计算

硬碰撞问题。在 BIM 平台内完成工程量的统计，
解决传统二维设计中易出错、难复核的难题。

并校核计算结果的效果[5]，并可快速进行结构
的迭代及优化；对于桥梁结构受力复杂的部位，

在结构出图方面，借助 BIM 模型可对复杂节点
进行更为直观的三维视图表达，同时借助参数

BIM 模型可直接交互实体有限元分析，进行力
学仿真模拟。本工程的具体应用详见表 2。

化设计手段可将 BIM 信息模型的三维成果批
表 2 桥梁 BIM 设计阶段应用
BIM
设计内容

作用

可视化
设计

桥塔形体复杂，单纯的二维
设计相对困难，可视化的设计可
保证信息传递和图纸表达的一致
性。

性能化
设计

参数化
出图

工程量
统计

可视化性能分析能够在方案
前期辅助评估场地的使用条件、
归纳特点，以便进行项目的场地
规划、交通组织等重要决策。
由于桥梁专业 BIM 技术应用
尚处于探索应用阶段，相关 BIM
质量管理体系尚未完善，二维图
纸表达尚不可或缺，因此 BIM 模
型的智能 2D 出图能力，极大保证
了设计效率和质量。
模型的信息化是 BIM 的基本
属性，模型自带信息能够用于工
程造价管理，同时也能够快速对
构件库中各类组件进行统计分
析，相比人工统计，大幅提升了
信息统计的精准程度。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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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交互

基于二次开发和 BIM 模型，
利用 GH 生成 MCT 文件，可快速
交互桥梁结构的三维杆系模型；
对于结构应力扰动区，可快速将
BIM 三维几何模型交互有限元计
算分析软件 Abaqus，指导施工图
设计，做到结构精细化设计。

开发，主要包含：
在设计审查阶段，审查人员可基于 BIM 整
合模型直观地进行结构的安全性和合理性审查，
在平台内对出现问题的构造进行批注，并将问
题与构件相挂接。审查批复的模型中批注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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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均将以高亮的形式显示，设计人员可快速地
查阅有问题的构造，并直接定位到问题构件上，
在平台内直接调用 Revit 信息模型，按照审查
意见调整设计及信息模型，与此同时，调整后
的模型将自动反馈到 BIM 平台中，这样审查工
作将变得更加直观高效。

4 BIM 拓展应用
4.1

1）1）路面交通设施、城市及自然环境的
智能集成化模拟，涵盖车辆、人物、植被、建
筑及交通标识等各方面；
2）2）线型、色彩和图层等建模环境的标
准化，用户可根据设计需求快速地切换和调整
建模环境；
3）3）借助参数化随机车辆和人群模块，
可快速地进行桥上行人、交通设施的随机动态
模拟；
4）4）桥面附属设施的轻量化建模，并快
速栏杆、护栏、立柱等形式的切换。模型和场

专业化定制与二次开发

景完成后，可实时查看方案效果。

在项目设计过程中，基于“R+GH+R”协

第二部分 G-BRG 是针对桥梁设计阶段的

同平台进行桥梁的定制化二次开发，涵盖方案

二次开发，主要包含桥梁主体结构及下部结构

创作、前期设计分析和施工图设计全过程，如

模型的快速搭建、桥梁各类族构件参数化建模

图 8 所示。

及批量出图、借助参数化手段自动生成钢筋图
纸，并与计算模型进行快速交互。最后形成一

第一部分 R-BRG 是针对方案阶段的二次

整套轻量化、标准化、自动化的三维设计流程。

图 8 环境模拟与智能建模
4.2

VR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虚拟现实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在计算机数
字化环境中建立一个多源信息融合和交互式的
三维动态视景的仿真世界，用户可从视觉、听

觉和触觉等多方面感知途径与虚拟世界的对象
进行交互[6]。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VR
在桥梁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本桥在设计过
程中利用 BIM+VR 技术，一方面可帮助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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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准确地把握项目中构件的空间尺度；另一

VR 体验过程如图 9 所示。

方面能增强项目信息交互和传递时的直观感受，

图 9 BIM+VR 应用
4.3

3D 打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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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以 BIM 模型为基础，运用快
速成型的环境友好型聚乳酸（PLA）材料，借
助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建形体[7]。因此，它具
备复杂形体制作成本低、无须二次组装、操作
简单、环保及模型精细度高等优势。

本项目结合 3D 打印技术进行桥塔造型的
推敲和优化，最终确定桥塔的造型方案，如图
10 所示。为保证后期桥塔实施的便捷性，本项
目在桥塔侧面设计成单一曲率，可重复利用桥
塔侧模，节约桥塔的施工成本。

图 10 BIM+3D 打印技术应用
4.4

三维可视化技术交底

鉴于本桥施工过程的复杂性，为使参建各
方更为直观地把握项目建设全过程，借助 BIM
技术进行三维可视化的施工技术交底；相对于

（a)基础施工

传统的二维交底，参建方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
项目的关键施工工序；同时，施工单位能够在
此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施工组织措施进一步细化
施工步骤，服务于施工阶段的 BIM 模型。本桥
施工过程模拟如图 11 所示。

（b）桥塔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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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主梁吊装

（d)主梁跨中合龙
图 11 施工过程模拟

5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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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 BIM 技术在合川渠江景观大
桥设计阶段的设计方法及应用实践，提出
“R+GH+R”的桥梁设计协同平台，该平台具备
造型能力强、易开发、轻量化、参数化程度高
且高效协同等特点。在平台内进行桥梁定制化
的二次开发，以实现不同软件平台间的信息交
互，为桥梁 BIM 实施提供更为高效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首次尝试在 BIM 信息平台中直观地进
行设计过程的审查和批复工作，进一步发挥
BIM 的应用价值。然而，如何将 BIM 设计阶
段的成果与施工和运维阶段的 BIM 相结合，仍

[2]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合川渠江景
观大桥施工图设计[Z],2017.
[3] DBJ50/T-282-2018,市政工程信息模型设计标准[S].
重庆:2018.
[4] DBJ50/T-283-2018,市政工程信息模型交付标准[S].
重庆:2018.
[5]张亚运,钱国明.基于云平台的桥梁健康监测系统在
工程中的应用[J].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15(10):206-208.
[6]黎乐涛.虚拟现实在桥梁工程中的应用[J].道路桥梁,
2017(4):10.
[7]樊冬雪,许珊珊,崔 涛.3D 打印技术在桥梁模型中的
应用[J].工程科技, 2018(1):136-137.

需进一步探究。希望本文能为桥梁设计领域的
BIM 应用提供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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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Hechuan Qujiang Bridge
Xiao Kui, Chen Jiayong, Lai Yaping , Qiao Yunqiang, Wang Fan
( T.Y.Lin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sulting（China）Co., Ltd., Chongqing 401121, China )
[Abstract]
Hechuan Qujiang Bridge, with a main span 400 m, is a single main cable anchored suspension bridge with
a complex surface pylon and also a widened and separated flat steel box girder, thus a new BIM
collaborative platform named "R+GH+R"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design efficiency and ensure the
design quality. By means of secondary development basing on Rhino and Grasshopper, information data
can be exchanged between different software systems within the platform.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of the bridge can be carried out basing on built-in BIM modelling standards and
component coding system. In addition,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parametric batch modeling, real-time
rendering, intelligent drawing, virtual reality, 3D printing and 4D construction model are used in the design
process to improve the desig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also to accumulate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of bridges with BIM technology.
[Key Words] Single main cable-anchored suspension bridge; Parameterization; Intellectualized 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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