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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绿色建造智能建造品质建造关键适用技术（第一批）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类型

技术特点及关键指标 适用范围及条件 使用成效及示范项目 申报单位及联系人绿色
建造

智能
建造

品质
建造

1
基坑工程无支撑倾斜

桩支护技术
√

相比于直桩支护技术，10-20°倾斜

桩支护能显著减少位移、降低桩身

弯矩，可实现在大面积基坑中的无

支撑或少支撑支护。倾斜灌注桩成

桩角度 15°、桩长 40m、桩径

0.8-1.2m；实现基于静力压桩法的

倾斜预制桩施工，桩机最大压桩角

度 30 度，最大单桩长 20 米，最大

桩径 800mm。

基坑工程领域的倾斜灌注桩、倾斜

预制桩基坑支护施工。对于一般性

黏土、粉细砂等地层，以倾斜预制

桩支护为主，对于中等深度基坑，

各地层条件包括淤泥质地层、强-中

风化地层可采用倾斜灌注桩支护。

倾斜桩及其组合支护技术可实现

9-12米基坑的无支撑支护，满足80%

以上基坑无支撑支护要求，简化施

工、节约造价、缩短工期。土方开

挖效率提高 25%以上，相比支撑支护

节约造价约 20%以上。

示范项目为仙桃市民之家基坑工

程、武汉市三金潭常青上盖物业基

坑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洪苑乾：

027-65275684)

2

装配式地下室外墙硬

质封闭后浇带施工

技术

√

工厂化生产、质量稳定,装配化施

工、封闭快速,结构稳定、防水效果

好。构件尺寸为 1.2m（宽）*1.0m

（高）*0.08m（厚），覆盖了常用

预留后浇带宽度范围，弧形设计，

充分发挥了构件受压性能良好的特

点。

工业与民用建筑地下室外墙后浇带

封闭的施工，后浇带宽度适用范围

为 500-800mm，需要起重设备吊装安

装。

取代了砖胎膜或竖向钢板拼接等施

工措施，降低了施工成本、缩短了

施工工期，并保证施工质量。

示范项目为武地华发-时光项目。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杜峰：

027-84782411）

3
屋面 PC构件及装配

施工技术
√ √

屋面装饰面层全PC优化，技术先进，

运用模块化做法解决渗漏、开裂等

质量通病。采用工厂化预制，集中

式生产，仓储式存放，响应绿色环

保施工的要求。施工装配式安装速

度快，减少湿作业，提高施工效率，

成型效果美观、无污染。

房屋建筑工程的屋面。

缩短屋面施工周期约 30%。装饰缝隙

宽度一致，PC构件对缝美观，全屋

面装饰面层色泽一致，观感效果好，

避免了传统现浇屋面的色差、起砂、

开裂等质量通病，大大减少了维修

成本。模块化拼装式作业，后期破

损、开裂及渗漏等隐患问题检修方

便，维保成本低。

示范项目为宜昌万科理想城、宜昌

火车东站西广场停车场及配套工程

-停车楼工程。

中天建设集团第六

建设有限公司（刘

畅：027-87339590）、

坤发建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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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管道井钢制模

施工技术
√ √

将钢制模固定在管道井结构上，在

钢制模上定位开孔安装套管，套管

安装一次成型。套管整体安装定位

在钢制模上，减少交叉作业，套管

垂直度精准，有效保证成型后套管

与管道成同心圆。钢制模制作、套

管及管道的安装工艺精细，套管成

型高度保持一致，管道与套管成同

心圆，管道穿防火套管同心度，管

道与套管间密封度，浇筑混凝土后，

套管与成型面高度要求满足规范要

求，超出混凝土成型面 50mm。钢制

模的制作工艺，将支撑件精度控制

在 2mm 内。

各种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工程中的

水管井套管和管道安装及吊模施

工。

大幅度提高施工速度，土建无需对

管道井套管二次吊模，减少二次返

工。套管在钢制模上安装高度控制

较好，管道井内套管高度一致，管

道与套管成同心圆，观感质量好。

管道及套管在钢制模上施工安全性

高，施工效率大大提高，节约施工

成本。

示范项目为长江传媒大厦工程。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杜峰：

027-84782411）

5
可周转使用装配式临

时道路板施工技术
√

标准化产品、承载力高且适用范围

广泛；工厂化生产；施工效率高、

可多次周转使用。尺寸 3.0m×2.0m

×0.2m，符合一般的临时道路尺寸

模数；承载力高，可供 50t 重车正

常行驶。

新建项目或在建项目施工现场的临

时道路、临时堆载场地、临时硬化

场地等，适用项目涵盖各种工业与

民用建筑和市政工程等。条件：道

路板基层为整平的自然土或坚实地

基，地基承载能力特征值不小于

120kPa。

取代一次性现浇或临时钢板路面，

满足临时道路使用功能的同时，兼

顾经济环保、缩短工期。

示范项目为常青上盖 B 区工程二标

段项目。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杜峰：

027-84782411）

6
施工现场钢筋数控

集约化加工技术
√ √

结合“工业 4.0”“柔性制造”“大

数据”等先进理念，将钢筋进行对

象化研究，参考国内外钢筋加工技

术经验，形成一套集“BIM 翻样、数

控加工、信息管控”为一体的钢筋

工程工业化建造关键技术，钢筋集

约化加工技术提高人均加工产能

2～3倍，钢筋有效利用率＞99.5%，

降低钢筋库存资金成本约 70%。

住宅、基建、商业综合体等项目，

尤其适用于距加工厂 50 公里内，钢

筋工程量大于 2 万吨的单项目或项

目群钢筋工程。目前主要应用于房

屋建筑项目，未来随着钢筋产品线

进一步丰富，将逐渐向基础设施及

装配式领域延伸，并探索钢筋笼、

钢筋网片、钢筋构件等钢筋部品。

通过钢筋集约化翻样及配料，可有

效降低原材消耗，促进精益建造。

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技术，保

障了钢筋半成品加工质量，促进主

体工程品质化提升。通过工厂集约

化生产，降低了施工现场劳动力需

求，提升工业化建造水平。

示范项目为湖北省鄂州市中建三局

葛店新城 PPP 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洪苑乾：

027-6527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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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于工业化建造的施

工现场部品加工技术
√ √

利用大开间场所，进行施工现场部

品加工，实现生产与施工间紧密结

合。利用 BIM 正向设计，深化设计

建模及拆分至标准部品，通过施工

材料排版优化，材料利用最大化，

可实现土建、机电安装、装饰装修

等三大专业，进行流水式生产作业，

确保加工部品标准化。以工业化思

维细化厂区布局，进行原材加工区、

材料储藏区、配送区划分，分类对

半成品进行身份编码（二维码/条

码），进行物流化配送，为拼装式

施工创建基础条件。根据结构构件

的需求，统一材料的类型、规格、

质量等标准，便于管控。

房屋市政工程的土建、安装、精装

修等工程，包含钢筋、砌体、模板、

木方、机电管材、线盒、饰面板材、

龙骨料等30类材料，现场加工生产。

合理利用项目现场的施工场所，集

中加工与生产施工之间能动性最大

化。节约资源和材料，减少建筑垃

圾的产生，减少建筑施工对环境的

不良影响；流水式作业、标准化生

产有效提升材料部品质量，减少浪

费，降低了生产成本。

示范项目为万科翡翠滨江 K3-1 地

块。

中天建设集团第六

建设有限公司（韩

旭：027-87339590）

8
施工现场智能喷淋

降尘技术
√ √

通过环境监测系统来实现喷淋系统

的自动化，也可通过手机端对施工

现场喷淋系统进行远程控制。当环

境中 PM2.5、PM10 等指标超过预警

值时，环境监测系统自动开启电磁

阀，启动喷淋系统进行现场降温降

尘。

各类建筑、市政项目的除尘降尘。

由扬尘监测控制系统、自控系统及

喷淋系统组成，监测控制系统包括

数据采集器、传感器，控制阀等设

备，喷淋系统包含喷淋主机、储水

桶，高压管，喷淋头等设备。

较好的解决了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降

尘代价较高、效果差、不及时带来

的施工环境扬尘问题。与普通人工

洒水降尘相比，节约水资源，节约

项目成本。

示范项目为东合中心三期南区办公

楼项目。

中建八局西南公司

中南分公司（万德

刚：028-6010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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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能天幕系统在房建

项目基坑施工阶段防

尘控制技术

√

利用不锈钢作为导向轨道，钢丝绳

上扣导向滑轮，滑轮底部连接双开

槽的铝合金拖布杆，拖布杆衔接防

尘网。利用两侧管状电机的驱动，

带动卷管上的卷绳器运行，卷绳器

上支撑上下两根钢丝，两条钢丝一

进一退，达到将布料拉出拉进的功

能。便捷性好，利用电机作为动力

牵引，使用遥控装置进行控制自动

开启或闭合，一分钟就可将整个基

坑展露或遮蔽。防尘效果好，在基

坑上部布置智能防尘天幕，并可在

天幕单元之间加装降尘喷雾装置，

将扬尘控制在基坑范围内，及时处

理降尘。

基坑开挖时间较长，或防尘要求较

高的市区基坑工程。

防尘、降噪效果明显，很好的解决

了施工中土方施工作业的扬尘问

题。耐久、阻燃、可回收，运行简

单高效，解决了常规防尘网易损坏、

污染严重、人力物力投入大等问题。

有效治理扬尘、减少环境污染并使

施工现场美观、改善工人作业环境。

同时基于 BIM 技术的天幕工法在实

施工程中实现了物料机械的合理配

置，避免了施工工序的交叉碰撞。

且后期周转利用后摊销成本会降

低，经济效益明显。

示范项目为新建居住、商务项目（汉

阳市政建设大厦）(EPC）。

武汉博宏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严俊：

027-84222942）

10 智慧梁场应用技术 √ √ √

主筋焊接采用全自动焊接机器人及

移动式台座、环形轨道，使用整体

式液压钢模板、横移式胎架。混凝

土浇筑采用地泵、固定管道、旋转

式管道及布料器、感应式附着振动

器和定制排式行走振捣器进行智能

振捣。使用固定式高温蒸汽蒸养棚，

由智能恒温系统通过生物质蒸汽发

生器和专用管道对梁板进行24小时

蒸养。张拉、压浆采用智能数控张

拉机及智能循环压浆设备，张拉压

浆完成后进行封端。

桥梁预制梁板的生产，包括桥梁项

目临时预制梁板场及大规模生产预

制梁板的专业预制梁板场。

使用移动式台座，设置环形轨道可

大幅降低场地占用面积。主筋焊接

采用全自动焊接机器人，采用感应

式附着振动器和定制排式行走振捣

器进行智能振捣可大幅度提高生产

质量，减少人为干预。采用移动式

台座、整体式液压钢模板、横移式

胎架和全自动焊接机器人可大幅减

少人工投入，同时提高效率。使用

固定式高温蒸汽蒸养棚可极大程度

减少产品养护周期，提高周转速度，

节约工期。

示范项目为孝汉应高速公路福银高

速至武荆高速段（K3+163至K37+600

段）一期土建工程二标段。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方

向升：

027-8422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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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层住宅高效施工集

成应用技术
√ √ √

采用贝雷架连接成钢桁架和支撑立

柱形成类似"板凳”结构作为受力骨

架的综合性施工作业平台。集成了

雨篷、模板、混凝土布料机、材料

堆场、水电设施、移动厕所、控制

室等，可根据主体结构施工进度整

体顶升。主要用于超高层住宅主体

结构施工以及外墙穿插施工。主要

包括贝雷架平台及支撑系统、动力

及控制系统、模板系统、挂架系统。

依托于装备集成平台，实现各种功

能高度集成与拓展，将工厂式的作

业环境转移至现场，提升施工作业

效率，确保了作业安全。

100-200m 高的普通住宅、办公楼、

酒店等工程，超过 200m 需进行抗风

荷载计，计算通过或采取符合要求

的加固措施后方可使用，当外立面

无较大悬挑结构且无截面收缩时，

能有效适应各种不规则平面建筑，

其创建的施工作业环境对降雨及酷

暑天气适用性较强。

提供人性、智能、立体的施工作业

平台，有效提升高层建筑施工的安

全性以及工程品质。实现二次结构、

装饰装修等各工序的高效穿插，有

效缩短施工工期 20%以上，实现安全

高效爬升。

示范项目为武汉市硚口易家墩村还

建房项目。

中建三局科创发展

有限公司、中建三局

第三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洪苑乾：

027-65275684)

12
“智装配”BIM 设计

平台应用技术
√

根据装配式建筑的特点，通过拆分

设计与 BIM 的有机结合，实现了预

制构件的三维模型的快速建立、与

其他专业进行协同和碰撞检查。解

决工程各阶段 BIM 应用的脱节，实

现了设计、生产、施工等各阶段的

工程数据信息共享和传递。打通了

BIM 应用的各个环节，提供了工程信

息数据传递和共享的渠道。自主开

发了预制构件三维可视化引擎，实

现了构件数据的标准化和可视化。

实现了可视化数据编辑，解决了

PXML/UNI 等自动化生产线所需数据

格式。

叠合剪力墙体系，用于快速设计、

修改和编辑 BIM 模型，实现从“普

通素模”到“生产精模”全过程可

视化设计；并生成所需的生产加工

文件、图纸、工程清单等。设计人

员、工厂生产人员、现场安装人员

可通过统一的云服务平台，进行数

据查看与信息反馈，最终实现全流

程的信息管控。

利用 BIM 技术，解决了装配式建筑

深化设计难题，具体智能化拆分、

自动化配筋、一键图纸导出、多专

业协同、多工厂个性化配置、

pxml/uni等BOM 数据的快速导出功

能，配合其专业标准族库，实现了

全三维可视化环境下的快速设计。

可减少人工 30%，减少深化设计时间

50%。

示范项目为张地 2017-B19 号地块

项目。

美好建筑装配科技

有限公司（闵小双：

027-68870015）



- 6 -

13
基于 BIM 的标准化进

度计划云平台技术
√

可用于参数化计划，内置施工项目

进度计划模板库，计划编制人员依

据工程施工项目进度参数，设定结

构形式、层数和分区分段等各类工

程部署参数，利用 BM 技术自动生成

标准、逻辑合理的总控进度计划。

进度计划与 BM 模型自动匹配。BIM

模型的轻量化处理，Web Server 部

署和运维架构采用了容器技术，实

现数据的流畅浏览与操作。网络云

平台自动化延误分析，收集到项目

进度数据之后，利用 BIM 技术自动

将未完成工作后延，并自动重新计

算整个项目的计划偏差情况，对项

目进度延误进行自动预警和偏差分

析。

主流的住宅、办公楼、酒店、裙楼、

商场、基础等工程项目。

实现了进度计划编制的参数化，规

范化，简便化，同时实现了工程项

目管理过程中进度与现场实际的同

步管，为现场施工进度管理提供可

行合理的建议。利用 BIM 模型进行

工程量自动估算，辅助进度管理，

改进了以往经验化的进度计划管理

思维，实现进度计划编制的参数化，

规范化，简便化，为现场施工进度

管理提供更科学的管理手段。

示范项目为武汉英特宜家购物中心

项目、广州保利金融城项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洪苑乾：

027-65275684）

14
实景 BIM 模型在线性

工程中的应用技术
√

在实景模型上直接提取坐标点、长

度、面积、体积等信息，精度可达

厘米级。将实景模型转化为地形模

型，通过软件进行挖填方等土方工

程量的计算。在实景模型的基础上，

结合 BIM 模型进行场地规划布置，

能够使规划方案更符合现场实际环

境。通过比对实景模型与 BIM 模型，

计算工程进度。使用拍摄 720°全景

图的无人机，在施工现场采集 720°

全景图素材，生成过程素材。

公路工程前期勘测、土方工程量统

计，公路工程实施中的场地规划布

置、进度管理。使用场景为非无人

机禁飞区。

以实景代替地图更直观有效，能有

效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方案制定效

率。能够打破传统工程测量领域许

多限制，大大提高测量的效率，减

少成本的投入，保障测量员的安全，

保证数据的精确性。在工程进度监

控方面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减少人

为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减少施工红

线外区域的破坏，减少噪音和作业

时间，具有极好的社会效益。

示范项目为荆门 207 国道绕城公路

项目、武汉市江汉七桥工程 PPP 项

目。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洪苑乾：

027-65275684）、武

汉市汉阳市政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唐家

齐：027-8422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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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实测实量数据采集分

析

一体化技术

√ √

智能化实测实量工具（包括智能靠

尺、智能塞尺、智能角尺、智能激

光测距仪）具有通信功能的数显模

块与蓝牙模块、数据处理模块集成

形成具备无线蓝牙通信功能的测量

工具，同时专有的蓝牙数据接收与

处理APP软件形成一套完整的测量、

自动记录、自动采集与分析的建筑

工程测量信息化。适用于施工项目

现场实测实量工作，可应用与监测

单位对于垂直、水平、墙面找平，

测量墙面阴角与阳角，测量门窗洞

口距离等。

建筑工程模板、混凝土、砌筑、抹

灰的表面平整度、立面垂直度、顶

板水平度、板面水平度、门窗洞口、

混凝土强度等施工质量数字化测

量。

质量管理效率提升 1 倍以上，提升

整体的现场施工工艺水平与施工质

量，降低了测量技术的使用难度，

现场操作简便易行。管理人员由 2

人减少为 1人，提高工作效率 200％

以上。尤其是智能回弹仪较机械回

弹仪，数字化的测量、边缘计算与

数据存储技术应用耗时仅为传统的

1/5,提高了实测测量数据采集的及

时性与准确性，减少现场管理人员

工作时间与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

示范项目中建三局一公司所有在建

项目。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洪苑乾：

027-65275684）

16
施工机械设备智能计

量与监测技术
√

可监测机械设备类型多，几乎涵盖

所有施工机械类型。采用网页和微

信小程序轻量化应用程序方式，实

现线上管理机械设备和机械台班签

证办理。后台可多维度查看、统计

数据，有效分析项目机械成本数据。

设备安装简单，续航时间长，低功

耗、连接稳定。

房建、市政、水利、园林绿化等各

类型施工项目。适用于按时计费的

施工机械管理。适用于同一时段内

众多机械施工，管理人员短缺的施

工项目。

节约人工管理成本、时间成本，提

升管理效率。以线上计量与监测的

依据，可筛选出怠速时长，扣减窝

工成本，同时透明化的签证方式，

减少了因人的因素额外增加的机械

成本。

示范项目为中国·光谷智慧交通基

础设施高新三路（三环线-外环线）

改造提升工程总承包（EPC）。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吴

元亮：

027-84222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