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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武汉

软件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CAD®

欧特克BIM软件平台是建筑行业
中独特的“可视化”工具，因为
基于BIM平台的信息共享，能够
做到整个团队的信息透明。同时
这个平台又将BIM技术与建筑工
程技术相结合，可以极大地提高
对工程项目的控制。

— 管滨
 总工程师 
 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天津大学新校区鸟瞰图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原为中国建筑第三
工程局，是世界500强企业上市公司——中国建
筑重要子公司，是具有多功能、集团化经营的国
有大型建筑安装骨干企业。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是工程
局为打造新兴专业平台整合原有四家安装公司而
成立的专业公司。公司定位为高端和新兴机电工
程，立足成为国际一流优质的机电整体解决方案
服务商，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为客户提供最大化增
值服务。目前市场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西
北、西南、华南等6大核心区域，业务涵盖高端房
建机电总承包、石油化工工业设备安装、节能与
弱电工程总承包、配套工业钢结构安装工程、市
政环保类工程总承包等五大领域。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
三局”）是以建筑安装为主业，基础设施、房地
产开发、钢结构制作与安装、商品混凝土和新型
建材生产、海外业务和高级装饰多业并举，建造
投资共进的国有大型建筑安装骨干企业集团。

中建三局是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持股的一
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世
界最大的建筑房地产综合企业集团，在《财富》

杂志公布的2012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位列第100
名，在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所有中央企业中排名
第6。中建三局作为中建系统工程局中的“旗舰”

其综合实力多年排名中国建筑系统第一名，企业
注册资金30亿元。

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成立，

拥有员工近千人。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整
合了工程局的机电专业、钢结构专业，以及工业
方面。主要业务集中在高端民用机电、工艺安装
和钢结构；据了解，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共下设西北、华东、南方、成都还有工业钢结构
等七家分公司。 

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位于天津市外环南路
以南，项目周边主要交通干道为南侧的天津津港高
速、东侧的天津百万路，以及北侧的一条正在施工
的天津地铁6号线预计2016年10月份通车，具体项
目位置坐落于天津市津南区辛庄镇建明村。

 

BIM技术再造经典  
科技与智慧的“化身”
——天津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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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其建筑面积为
49803.51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1413.7平
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8351.4平方米。据了解，

天津大学图书馆项目地下室主要功能为：停车库
及各类设备用房等；地上一层主要功能为：公共
服务共享大厅、展陈空间、电子阅览室、报告
厅、多功能厅等；而地上二～四层主要功能为：

会议室、行政办公、自习教室、各类阅览室等。

 
“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作为中建三局机电
工程有限公司的BIM试点项目，这个工程很好的
把BIM理念‘集大成于一身’。”中建三局机电
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设计主管李博如是说。

在他看来，通过运用BIM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天
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已经可以成为中建三局
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的“头牌”工程建筑项目。

远程多专业协同设计——打造“高效”建

筑典范
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
想象，如何节省时间、提升效率就成为解决问题
的关键。

“搭建BIM信息平台，可以说是该项目的一大亮
点。因为BIM信息平台实现了远程多专业间协同
设计数据的实时传输，帮助工程师以及深化设计
小组协同工作、协同绘制，这样整个工作组的工
作效率大大提高，出现问题就第一时间解决问
题，保证了整个项目的顺利运转。”中建三局机
电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现场
技术负责人张文雄说道。

但是，要搭建BIM信息平台以实现远程协同工作并
不容易。面对考验，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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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实现了二维软件向三维
软件的飞跃，并且可以进行整
个项目的可视化管理，更为重
要的是BIM技术的开放性使得工
程项目的全方位综合能力得到
大幅提升。

— 李博
 设计主管    
 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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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并且做了细致的调研后，开始
一步一步实现远程多专业协同设计的目的。

首先，一台配备高性能图形硬件的工作站作为协
同深化设计的服务器，为深化设计提供3D运算服
务、文件共享服务、协同设计服务，同时这也为
搭建BIM信息平台创造了坚实的硬件环境。

其次，AutoCAD、Autodesk Revit系列软件，以及
Autodesk Navisworks及其他办公软件为BIM信息
平台创造了良好的软件环境。

接下来，整个项目的深化设计小组利用BIM信息
平台开始共同完成项目设计的重要阶段——建
模：工程师在同一个结构层，有人画建筑，有人
画结构，有人画电器，彼此间在共同协作的同
时，也不断的去更新数据，这样极大地提高了绘
图和建模的效率。

不仅如此，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还实现了
施工现场进度、安全、质量状况的影像数据与
模型数据实时的相互传输的功能。“我们借助
现场监控实时影像可以和同部位的BIM模型文件
进行比对，也可以辅助现场质量管理。最重要的
是实时监控，有利于控制重点部位的安全施工监
控。”张文雄总结道。

利用BIM技术突破项目两大“瓶颈”
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涉及相关专业较多，

而项目流程运作也很复杂，这无疑会增加工作难
度以及工作量。这其中首当其冲最让工程师头疼
的当属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中的施工和运
维阶段，而BIM技术再一次帮工程师“解围”。

“在施工阶段，施工图纸中很多相关基础数据的
缺失和无法明确显示，是这一阶段最让工程师手
足无措的难题。”张文雄说。

据了解，针对施工阶段基础数据的严重缺失，

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开始步步为营，在
几项关键施工项目中，利用BIM技术进行补充。

比如在该项目中的机电管线深化设计阶段，中
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对Autodesk Revit
和Autodesk Navisworks这两款软件的学习及应
用，并通过碰撞检测以达到最优的综合管线排
布的目的。

除此之外，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利用
Autodesk Revit直接进行计算空调负荷计算并生成
相应的报告数据，用数据指导设备选型，并在该
项目深化设计过程中，利用BIM技术，经过甲方
设计和监理等多次会审，完成了图书馆各楼层的
深化设计工作，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运维阶段，最大的难题是当工程项目整体竣
工验收后，物业单位面临众多施工管理文件以
及设施设备的资料文件无从下手，难以集中管
理。”张文雄认为。

针对这一问题，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开始
利用BIM软件的信息特征来做“文章”。因为施
工过程中的大量信息都得以保存在信息模型中，

并且这些信息对后期的物业运维也非常重要，可
以支撑物业管理，使之更便捷。所以在运维阶段, 
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把信息模型转交给物
业单位，这样物业单位可以继续向BIM模型添加
诸如设备维修记录一类的信息，继续运用BIM实
现精准、高品质的物业管理，从而顺利的解决了
运维阶段的难题。

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工程师
管滨总结到“BIM的理念其实已经融入到我们整
个团队中。从2009年与BIM结缘到现在，我们参
加了BIM国家标准和建筑工程应用统一标准的制
定,，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承担着BIM技术的研究
与开发工作。所以，在强大的理论基础上，我们
可以‘因地制宜’更好地利用BIM技术来打造天
津大学新校区的图书馆。”

BIM软件“勾画”完美细节
“建筑工程领域BIM技术凭借模型创建软件，提
供信息广泛应用的框架已经成为行业趋势，但
我们更看重的是BIM软件对细节的强大处理功
能。”管滨说。

“细节决定成败”，而通过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
馆项目更是让我们了解到，细节还能节约成本。

这是因为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通过OA平台的形式将Autodesk Revit导出的静态材
料表有效的转换成了动态的带有可操作性的材料
表，并通过与Excel表格的相结合的形式将分包单
价、综合单价、材料单价相挂钩，实现了与计价

BIM技术中的协同设计功能、三
维可视功能，尤其是BIM技术的
仿真集成功能，都极大地提升
了工程项目的设计效率。         

— 张文雄
 天津大学图书馆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   
 中建三局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表格相互贯通，并通过对权限的管理实现了不同
管理人员对整体表格的操作与查看。

管滨解释说，这其中的原理就是通过由Autodesk 
Revit导出的材料明细表由BIM管理人员进行材料
的统计，并提取出相应的Excel表格，通过平台
发布，同时针对每个不同管理人员赋予不同的
权限，把材料的单价和商务投标时的材料单价都
写进去，从而达到材料统计与商务计价挂钩的目
的，最终达到节约项目材料成本的目的。

这种通过远程桌面进行建模的方式，除了节约成
本，达到了服务器的资源共享，也解决了BIM软
件对电脑硬件设备要求高，硬件购置费居高不下
的难题，可谓一举三得。

由于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在建模阶段项目
过大，在建模的过程中采取了分专业、分系统、

分文件的进行细分建模，具体方式为搭建OA管理
系统平台和利用Server-U搭建该项目FTP平台。一
个是设计部方案研讨平台，主要为BIM 3D协同提
供服务；一个是项目管理平台。项目管理平台产
生的文件和信息根据必要性，链接到设计部方案
研讨平台的3D图形中，而项目管理平台形成的技
术决议文件，又反过来确定对BIM 3D模型的修正
方案。两个平台是互相支持、互相关联的。这样
就可以解决由于后期模型信息量过大导致绘制操
作无法进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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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可帮助工程师以及深化设计小组协同工作、协同绘
制，使得整个工作组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出现问题第一时间
解决问题，保证整个项目的顺利运转。

通过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项目，中建三局机电
工程有限公司相信并期待，BIM技术通过不断的

天津大学新校区图书馆效果图

深化和创新，通过BIM模型创建软件信息数据的
形式，终将引领行业的发展趋势。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100020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 号
北京侨福芳草地大厦写字楼 A 栋 9 层
Tel: 86-10-8565 8800
Fax: 86-10-8565 8900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200122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399 号
Tel: 86-21-3865 3333
Fax: 86-21-6876 7363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510613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 号
中信广场办公楼 7403 室
Tel: 86-20-8393 6609
Fax: 86-20-3877 3200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
610021
成都市滨江东路 9 号
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 1507-1508 室
Tel: 86-28-8445 9800
Fax: 86-28-8620 3370

欧特克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
430015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700 号
武汉香格里拉大饭店 439 室
Tel: 86-27-8732 2577
Fax: 86-27-8732 28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