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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BIM技术可视化、可虚
拟仿真等方面的优势，使得业主
方对项目的设计成果有一个直观
和深层次的认识，最终也得到了
业主方及其上级领导的认可。

— 毛璐阳
 BIM技术中心副主任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石油机械厂搬迁改造项目鸟瞰图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中机
六院”）创建于1951年，是我国最早成立的、

影响广泛的设计单位之一，是全国勘察设计行
业综合实力百强单位，隶属于中央大型企业集
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通过
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
系、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
体化”认证。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国内机床工
具和无机非金属材料两个行业唯一的专业设计
院。是烟草、铸造、重矿、工程机械、民用建筑
五大行业设计强院，在大型工厂和园区规划、企
业生产流程再造、高难度结构、暖通空调、工业
除尘、信息智能化、绿色建筑、市政和环境工程
等许多方面具有国内一流的工程技术，同时也是
国家绿色工业建筑标准的主编单位。

四五年前的国内设计领域，大部分设计师可能对
BIM还很陌生，而如今几乎都在谈论BIM及其应用。

而且，如今BIM已经被我国政府写进了“十二五”规
划中，对建筑行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BIM起步于建筑行业，随着BIM在建筑行业的优秀
表现，现在正在逐步扩展到其它行业，如石油、

化工等行业。在这里，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简称“中机六院”）让BIM技术的优

势在中国石油科技创新基地北京石油机械厂搬迁
改造项目、宁夏共享装备有限公司数字化铸造工
厂示范工程，这两个项目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
鉴证。

BIM技术绽放石油行业——北京石油机械

厂搬迁改造项目
北京石油机械厂搬迁改造项目是集科技创新、研
究实验、成果转化为一体，面向国内外石油勘探
开发市场，以钻井尖端技术为先导，打造“资源
充分共享，生产能力合理，配套设施齐全，厂区
环境优美”的科研成果转化基地。

该项目包括联合厂房、室外装配场地、油化库、

总配电室、综合楼、雨水回收站、主大门及门
卫、次入口及门卫、物流门及门卫等主要生产部
分以及生产辅助部门和办公设施。

一开始接触中国石油科技创新基地北京石油机械
厂搬迁改造项目时，中机六院 BIM设计负责人冯
卫闯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这个项目的规模和难
度都不是很大，但是却涵盖了典型机械工厂所有
的建设内容，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

出于对该项目的高度重视，项目相关团队的组建
和筹备工作等共有20多人参与，其中包括一个项
目主师、一个副主师和一个BIM专业负责人，并

中机六院BIM技术鉴证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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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起步于建筑行业，随着BIM
在建筑行业的优秀表现，现在正
在逐步扩展到其它行业，如石
油、化工等行业。

— 张新生
 BIM中心副主任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Autodesk Revit参数化标准构件库，可将族构件集中统一管理，
有效避免了重复性地构件设计工作，为后续项目设计提供构件
积累，大大提高设计效果。
由二维设计、BIM设计和仿真分析近二十个人组
成的设计团队。项目从一开始的项目进度计划安
排上就充分的与BIM专业进行沟通，积极准备，

制定了相互配合、互提资料的流程和机制，预留
BIM设计、仿真分析等相关验证分析的时间，确
保最终设计方案的水平和质量。

中国石油科技创新基地北京石油机械厂与中机六
院共同制定了项目建设的目标：打造“资源充分
共享，生产能力合理，配套设施齐全，厂区环境
优美”的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实现北京石油机械
厂和钻井院新产品的快速转化和专业化生产，提
高产品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形成一个科技
含量一流的石油钻采装备制造基地。同时，中机
六院也希望借助BIM技术将这个项目做精做细，

创建机械工厂BIM应用标杆项目、品牌工程。

北京石油机械厂搬迁改造项目是典型的机械工厂
项目，其工艺特点是整个生产车间的生产工艺是
离散型的，故而对生产物流路径以及车间生产的
平衡性分析和优化就成为了项目的一个需求。

同时，作为搬迁改造项目，北京石油机械厂老厂
房内还有很多原有设备需要搬迁至新厂房内继续
使用。有很多设备由于时间太久，原始的图纸资
料都已经没有了，这些设备的基础设计、设备的
外形尺寸信息和管道的对接定位等资料收集整理
的工作量和难度比较大。

面对北京石油机械厂搬迁改造项目的种种特点，

中机六院通过结合自己的优势经验以及BIM理
念，在项目中进行了各种创新。

首先在设计方面，中机六院基于Autodesk Revit平
台开发了综合管线设计系统，能够在同一个图形
界面中完成管线排布方案比较、管线位置、标高调
整。同时可进行综合支吊架结构设计，指定约束关
系后，自动提取载荷进行结构计算，确定出型钢截
面尺寸，在项目中生成全参数化支吊架模型。

北京石油机械厂局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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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utodesk Navisworks平台的辅助项目管理系统可将项目管理
与BIM模型相结合，实现对项目工期、质量和成本的控制。

其次，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中机六院开发了
基于Autodesk Navisworks平台的辅助项目管理系
统，将项目管理与BIM模型相结合，实现对项目
工期、质量和成本的控制。

再者，在工艺仿真方面，中机六院结合BIM模
型，将仿真技术和生产工艺进行了有效的融合，

不但对生产工艺的准确性和最优性进行了分析和
验证，还在成本节约以及模型的完整性方面起到
了关键性作用。

BIM落地机械制造行业——宁夏共享装备

有限公司数字化铸造工厂项目
宁夏共享装备有限公司数字化铸造工厂项目用地
面积2266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4948平方米，年
生产力为20000吨关键高端铸件，生产方式为典

数字化铸造工厂项目鸟瞰图

型的“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组织方式。

通过对世界当前的先进成形技术的深入研究，综
合考虑工艺流程、产品质量、生产效率、投入成
本、厂房面积等5大因素，采用快速成型与消失
模铸造技术进行生产。产品定位于装备制造业的
“工作母机”重要配套铸件和装备制造业的心脏
部分（动力部分）的关键铸件。

 
宁夏共享装备有限公司数字化铸造工厂项目是非
常鲜明的“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方式，这也给其
本身提出了很多难题。由于铸造车间因铸件品种
多、工装模具规格多、生产安排复杂等原因，一直
以来都难以采用自动化造型线生产。目前，宁夏共
享装备有限公司数字化铸造工厂项目多数采用机
械化、半机械化、手工生产方式，这样导致人工消

耗量大、关键工序质量不易控制，车间有效使用
面积及关键设备利用率低、综合能耗高。

因此，宁夏共享装备有限公司数字化铸造工厂希
望中机六院通过该项目达到一个目的，利用先进
铸造理念和先进的制造技术及智能铸造装备，建
成数字化均衡混流生产线，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
监控，产品质量的全程追踪，设备运行状态的实
时监控，结合企业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在多品
种、小批量铸件生产效率方面达到同行业领先水
平，建成一个数字化、柔性化、绿色、智能、高
效的铸造车间。

中机六院BIM技术中心副主任毛璐阳为我们分析
到，宁夏共享装备有限公司数字化铸造工厂项目
周期短、任务重、车间内管线复杂、涉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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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搭建好BIM技术平台，在设计、
施工以及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应用BIM解决方案，可为项目
建设的投标、竞标、方案设计、基础设计、详细设计、现场施工指
导、运行和维护等各个阶段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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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 u t o d e s k  R e v i t三维信息
模型为基础，结合A u t o d e s k 
Simulation CFD等仿真分析软
件，可实现相互之间的协同应
用，有利于方案的推敲和优化。

— 张建飞
 仿真技术中心主任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夏共享装备有限公司数字化铸造工厂透视图

全，同时需要对车间内的单项环境（风、烟尘、

光、周边噪声等）和局部工艺等进行仿真模拟。

因此，中机六院组建了一套超强班底，针对该项
目组建的团队成员均是由具有铸造设计经验及专

业知识的专业设计人员组成，并且所有设计人员
都取得了Autodesk Revit认证工程师证书，从人员
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方面确保项目的实施质量。

同时，在项目筹备工作过程中，各专业BIM设计

师积极搜集施工图设计资料、单项环境仿真和局
部工艺仿真所需资料，制定设计协同工作方式，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和按时完成奠定基础。

宁夏共享装备有限公司数字化铸造工厂项目让中
机六院每个参与项目的成员都对BIM技术又有了
一次新的体会。中机六院仿真技术中心主任张建
飞表示：“以Autodesk Revit三维信息模型为基
础，结合Autodesk Simulation CFD等仿真分析软
件，可实现相互之间的协同应用，有利于方案的
推敲和优化。”同时，利用Autodesk Revit平台开
发的API数据接口，能够方便快捷地进行三维管线
综合设计辅助工具的开发，尤其是管线支吊架的
受力分析和自动生成，进一步提高了三维管线综
合设计的效率和质量。

 
当前，BIM技术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搭建好
BIM技术平台，在设计、施工以及运营维护全生
命周期过程中应用BIM解决方案，都实实在在地
为项目建设的投标、竞标、方案设计、基础设
计、详细设计、现场施工指导、运行和维护等各
个阶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