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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

方平衡调配方法，包括：测绘形成初始三维场地

BIM模型；建立山地建筑群完工后的三维整体BIM

模型；建立山地建筑群场地弹性空间BIM模型，获

得整个山地建筑群每栅格点处的填、挖方空间差

值；将山地建筑群各单体按所在坡级进行分类；

确定各山地建筑单体挖方量；确定每个单体周围

堆土安全距离和区域，并在完工后的整体BIM模

型中标识；确定所在每级坡上的山地建筑总挖方

量及总回填量；完成山地建筑群最底部一级坡填

挖方平衡工作；依次进行各级坡上山地建筑群的

土石方平衡调配工作。本发明基于BIM技术提出

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的分析方法，保证了

山地建筑群的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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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其特征是，包括：

步骤1、测绘并记录现有的地形地貌，形成初始三维场地BIM模型；

步骤2、根据山地建筑群图纸、地勘资料，建立山地建筑群完工后的三维整体BIM模型；

步骤3、建立山地建筑群场地弹性空间BIM模型，获得整个山地建筑群每栅格点处的填、

挖方空间差值；

步骤4、将山地建筑群各单体按所在坡级进行分类；

步骤5、根据制定的山地建筑施工方案，确定各山地建筑单体挖方量；

步骤6、确定每个单体周围堆土安全距离和区域，并在完工后的整体BIM模型中进行标

识；

步骤7、确定所在每级坡上的山地建筑总挖方量及总回填量；

步骤8、完成山地建筑群最底部一级坡填挖方平衡工作；

步骤9、依次进行二级、三级坡乃至后续各级坡上山地建筑群的土石方平衡调配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中，初始三维场地BIM模型利用无人机与点云三维成像技术获得模型及数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2中，山地建筑群完工后的三维整体BIM模型由山地建筑各单体三维BIM模型和完工

后的山地建筑群场地三维BIM模型两部分整合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3中，山地建筑群场地弹性空间BIM模型为步骤1中初始BIM场地模型与步骤2中完工

后的BIM场地模型的空间差值。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3中，栅格点为整个场地划分的最小组成单元，标记为正方形或三角形小区域面积，

其精度根据山地建筑群整体平面区域大小及坡度高差综合确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4中，单体所在坡级从底部至顶部分别为一级坡、二级坡、三级坡并依次类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5中，山地建筑单体挖方量不但包括该单体所在坡级上场地平整挖方量，还包括该

单体挖孔桩的挖方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6中每个建筑单体周围堆土安全距离和区域根据各单体桩型、桩承载力及所在地质

条件确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8中，以该一级坡上的单体建筑挖方量以及弹性空间模型中单体模型周边安全距离

区域工作量的总和作为总挖方工程量，通过在本级坡弹性空间模型中圈定区域面积汇总计

算得到的总填方量数值，寻找在本级坡上可堆载的安全区域面积，完成本级坡初步挖方、填

方工作；当本级坡填方不够时，从上级坡上调配需挖方区域土体，即上级坡弹性空间模型中

大面积负值区域，进行本级坡体的回填；在完成本级坡主要土石方工程量的填、挖方平衡

后，根据本级坡剩余区域弹性空间模型中的差值量，进行剩余区域的土石方平衡调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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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山地建筑施工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

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山地建筑为减少土方开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一般依山而建。这类的山地建筑

群由于位于不同的坡台（坡级）上，所以施工过程中，存在大量土石方填挖工作。与平面区域

的土石方调配方法不同，不但要考虑平面中可允许堆土的空间区域，还要考虑地形坡度的

影响，对堆载区域及堆载高度有严格的限制，堆载位置不当或堆载较高、区域较大，会引起

边坡滑动，对山地建筑物的安全产生影响。此外，还要根据山地建筑群整体施工安排顺序，

确定考虑坡级的土石方整体调配方案，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减少土方堆载对施工运输的

影响。因此，需要针对山地建筑群这种特殊建筑群体专门进行土石方平衡调配研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准确、高效的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

方法。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其特征是，包括：

[0006] 步骤1、测绘并记录现有的地形地貌，形成初始三维场地BIM模型；

[0007] 步骤2、根据山地建筑群图纸、地勘资料，建立山地建筑群完工后的三维整体BIM模

型；

[0008] 步骤3、建立山地建筑群场地弹性空间BIM模型，获得整个山地建筑群每栅格点处

的填、挖方空间差值；

[0009] 步骤4、将山地建筑群各单体按所在坡级进行分类；

[0010] 步骤5、根据制定的山地建筑施工方案，确定各山地建筑单体挖方量；

[0011] 步骤6、确定每个单体周围堆土安全距离和区域，并在完工后的整体BIM模型中进

行标识；

[0012] 步骤7、确定所在每级坡上的山地建筑总挖方量及总回填量；

[0013] 步骤8、完成山地建筑群最底部一级坡填挖方平衡工作；

[0014] 步骤9、依次进行顶部二级、三级坡等各级坡上山地建筑群的土石方平衡调配工

作。

[0015] 所述步骤1中，初始三维场地BIM模型可利用无人机与点云三维成像技术获得模型

及数据；

[0016] 所述步骤2中，山地建筑群完工后的三维整体BIM模型由山地建筑各单体三维BIM

模型和完工后的山地建筑群场地三维BIM模型两部分整合而成；

[0017] 所述步骤3中，山地建筑群场地弹性空间BIM模型为步骤1中初始BIM场地模型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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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2中完工后的BIM场地模型的空间差值；

[0018] 所述空间差值符号定义为需挖方处为负值，需填方处为正值；

[0019] 所述步骤3中，栅格点为整个场地划分的最小组成单元，可以为正方形或三角形小

区域面积，其精度根据山地建筑群整体平面区域大小及坡度高差综合确定；

[0020] 所述步骤4中，单体所在坡级从底部至顶部分别为一级坡、二级坡、三级坡等；

[0021] 所述步骤5中，山地建筑单体挖方量不但包括该单体所在坡级上场地平整挖方量，

还包括该单体挖孔桩的挖方量；所述的挖孔桩的挖方量可以从建筑单体BIM模型中提取净

量后加必要工作面等损耗量获得；

[0022] 所述步骤6中，每个建筑单体周围堆土安全距离和区域根据各单体桩型、桩承载力

及所在地质条件确定；所述的堆土的面积和高度也对建筑单体的安全距离和区域产生影

响，以减少荷载集中对周边建筑或边坡的破坏；

[0023] 所述步骤8中，以该一级坡上的单体建筑挖方量以及弹性空间模型中单体模型周

边安全距离区域工作量的总和作为总挖方工程量，通过在本级坡弹性空间模型中圈定区域

面积汇总计算得到的总填方量数值，寻找在本级坡上可堆载的安全区域面积，完成本级坡

初步挖方、填方工作；当本级坡填方不够时，可从上级坡上调配需挖方区域土体（即上级坡

弹性空间模型中大面积负值区域），进行本级坡体的回填；在完成本级坡主要土石方工程量

的填、挖方平衡后，根据本级坡剩余区域弹性空间模型中的差值量，进行剩余区域的土石方

平衡调配工作。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5] 本发明针对了山地建筑群施工与平面建筑群施工的不同特点，基于BIM技术，提出

了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的精确分析方法，该方法不但能够精确计算填方、挖方工程

量，而且可以根据山地建筑群的不同坡级走势，给出最佳调配方案。此外，该方法还给出了

不同坡级上山地建筑可堆载的安全区域，从理论上保证了山地建筑群的施工安全。如此，通

过本方法可以准确、高效、适用、经济地解决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问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8] 实施例：

[0029]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流程如下：

[0030] 一种基于BIM的山地建筑群土石方平衡调配方法，包括：

[0031] 步骤1、利用无人机与点云三维成像技术，测绘记录现有地形地貌，获得场地模型

及数据，形成初始三维场地BIM模型；

[0032] 步骤2、根据建筑图纸建立山地建筑各单体三维BIM模型；

[0033] 步骤3、根据项目地质勘查报告及图纸等资料，建立完工后山地建筑群场地三维

BIM模型；

[0034] 步骤4、将山地建筑各单体三维BIM模型与完工后BIM场地三维模型与进行整合，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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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完工后山地建筑群整体BIM模型；

[0035] 步骤5、用步骤1中初始三维场地BIM模型与步骤4中完工后的BIM模型叠加，并在对

应位置做空间差值计算，得到山地建筑群场地弹性空间BIM模型，并通过该模型获得整个山

地建筑群每栅格点处的填、挖方空间差值。若该场地有10000m2，每栅格点可以采用1m×1m

的区块表示，则该模型中竖向差值不同符号即表示该处需挖方工程量及需填方工程量；如

“‑5”表示此处需挖方5m3，“+3”表示此处需填方3m3；

[0036] 步骤6、将山地建筑群各单体按所在坡级进行分类，按照单体所在坡级从底部至顶

部分别为一级坡、二级坡、三级坡等；

[0037] 步骤7、根据制定的山地建筑施工方案，确定各山地建筑单体挖方量。如山地该单

体所在坡级上场地平整挖方量为1500m3，该单体挖孔桩的挖方量为1000m3，挖孔桩工作面所

需挖方量为200m3，则该建筑单体挖方量为1500+1000+200=2700m3；

[0038] 步骤8、根据各单体桩型、桩承载力、所在地质条件、堆土的面积和高度等参数确定

每个建筑单体周围堆土安全距离和区域，并在完工后的整体BIM模型中进行标识；如该处为

摩擦桩，承载力大于1000kN，地质条件较好，堆土高度未大于1.5m，则每个建筑四周3m外为

安全区域，3m为安全距离；

[0039] 步骤9、确定所在每级坡上的山地建筑总挖方量及总回填量；如一级坡上3栋山地

建筑的总挖方量为10000m3，总回填量为11000m3；二级坡上2栋山地建筑的总挖方量为

6000m3，总回填量为6300m3。

[0040] 步骤10、完成山地建筑群最底部一级坡填挖方平衡工作，具体步骤如下：以该一级

坡上的单体建筑挖方量（约2700m3/栋×3栋=9100m3）以及弹性空间模型中单体建筑周边安

全距离区域工作量（单体建筑四周外扩3m对应在弹性空间模型中的挖方量为900m3）的总和

作为总挖方工程量（10000m3），通过在本级坡弹性空间模型中圈定区域面积汇总计算得到

的总填方量数值（11000m3），寻找在本级坡上可堆载的安全区域面积位置（如在该一级坡区

域东侧可堆载10000m3的位置处），完成本级坡初步挖方、填方工作；当本级坡填方量不够时

（差11000‑10000=1000m3），可从上级坡上调配需挖方区域1000m3）土体（即上级坡弹性空间

模型中大面积负值区域），进行本级坡体的回填；在完成本级坡主要土石方工程量（单体建

筑及其安全区域）的填、挖方平衡后，根据本级坡剩余区域弹性空间模型中的差值量

（200m3），进行剩余区域的土石方平衡调配工作；

[0041] 步骤11、依次进行顶部二级、三级坡等各级坡上山地建筑群的土石方平衡调配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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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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