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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提前两个月完成
项目，为客户留出时间雇用员
工并提前开业。毫无疑问， 
BIM 解决方案帮助我们在
整个项目中避免延迟并赢得
时间。

— Jerret Click
高级项目经理
Balfour Beatty

舒适房间，恭候光临
BIM 解决方案帮助 Balfour Beatty 提前 
两月建成豪华酒店。

项目摘要

Balfour Beatty 是一家领先的国际基础设施和
建筑公司，业务遍及全球 80 多个国家/地区。
最近，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选用该公司的美
国建筑服务部门 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为其会议中心建造一座豪华酒店。该会议中心四
周并无毗邻酒店，达拉斯市担心会错失大型会议
带来的可观经济效益，因此决定建造这座 23 层
高、设有 1,001 间客房的 Omni Dallas Hotel（奥
姆尼达拉斯酒店）。由于为该项目融资的收益债
券的持有成本利息较高，因此该市希望酒店能够
尽快经济高效地建成。

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依赖建筑信息模
型 (BIM) 解决方案的帮助在预算范围内如期完成
这一酒店项目。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的
高级项目工程师 Steven Belaire 说：“随着设计
决策的确定，BIM 使我们能够探索更多的选择。
这使得我们能够更轻松地协调项目，帮助客户做
出更明智的决策，并严格遵守工期要求。从某种
程度而言，这得益于 BIM 流程的高效性。我们不
仅仅是按期完工，而是比计划工期提前了两个月
完工。”

挑战

达拉斯市选择使用设计/建造项目交付方法与 
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接洽，这包括在完
成设计文档之前动工和严格的工期安排。在流程
早期，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就意识到需
要避免可能会导致项目延迟和意外成本的问题，
例如，系统之间的干扰、信息请求 (RFI) 和决策迟
缓。承接该项目的设计公司已着手使用二维工具
进行设计，但 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认
为 BIM 应在施工管理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这是
因为借助 BIM，该公司可以利用智能三维模型保
证项目步入正轨。

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的高级项目工程
师 Brad Karazsia 说：“我们选择在此项目中引入 
BIM，将二维设计重新创建为三维模型。我们以前
在类似的项目中使用过 BIM，因此我们知道它确
实值得投入时间。BIM 几乎可以为项目的各个方
面带来益处，但即便仅将 BIM 用于冲突检测，也
是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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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有助于加快施工进度。

解决方案

首先，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使用 
Revit® 软件开发建筑和场地的智能三维模
型。该团队意识到，无需为设计的各个方面开
发一对一的模型。因此，他们首先构建相应建
筑的基本模型，然后专注于设计中更复杂部分
的细节，例如结构系统和天花板。

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的集成项目总
监 Greg Dasher 解释了整个过程：“每周， 
我们都会收到建筑师和工程师发来的最新设
计。我们使用 DWG 比较 AutoCAD 软件中的 
特征来帮助识别更改，然后在模型中予以更
新。随后，我们能够找到并解决任何重大的协
调问题。”

在项目早期，该团队便意识到多个区域的天花
板间隙均会成为问题。在优化该模型中管道
和电气图元的放置位置之后，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便使用该模型帮助向客户展示
问题。

“利用该模型，我们能够以三维形式与设计团
队和客户一起审核项目，”Belaire 表示。“天
花板问题更加一目了然。我们帮助避免了可能
极为耗时的反复讨论，并找到了更好的解决方
案。有一次，我们把天花板降低了 9 英寸。但客
户的天花板还是很高，我们也得到了所需的空
间，只不过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完成工作。”  

高效协调有助于减少工单请求

随着项目的推进，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将分包商并入 BIM 流程。这些
分包商使用各自的软件应用程序针对相应的项
目部分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例如，HVAC 和管道
承包商使用 Micro Application Packages，
电气承包商则使用 AutoCAD。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使用 Navisworks® Manage 软
件将信息整合到一个项目模型中。然后，整个
团队召开面对面和联网协调会议。Navisworks 
软件中的冲突检测工具有助于识别冲突。

“在线会议期间，我们在 Navisworks 中将该
项目的不同部分从头至尾浏览了一遍，” 
Belaire 表示。“与分包商审查冲突之后，他们
往往能够解决问题，而我们也可以抽出时间专
注于建筑的另一部分。会议结束后，我们将所做
的修改整合到模型中。这样便可近乎实时地快
速解决问题。”

据 Karazsia 反馈，在构建项目时，这些付出得
到了回报。他说：“在正式投入现场施工前，我
们每层楼避免了数百个冲突。这会大大减少信
息请求。较同等规模的项目正常情况下发出的
信息请求数量而言，该团队估计此项目的信息
请求数量将减少 50%，这主要得益于 BIM 技
术的采用。每一条未发生的工单请求都代表着
实际节约的时间和成本。”  

无缝场外预制加工

为了加快项目的进度，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在建造这座酒店时广泛应用了
场外预制加工。该公司有许多分包商已经使用 
BIM，这无疑促进了进程的加快。根据协调的三
维模型预制加工，分包商通常可在场外预制加
工大部分材料。然后，他们根据需要将材料带
到场地并纳入建筑中。

“场外预制加工是加快施工速度的一种好方
法，”Karazsia 表示。“但在材料融入建筑时，
通常需要进行一些微调和调整。在该项目中，
我们几乎不需要这样做。大多数情况下，场外
预制加工和组装的材料就像拼图板那样完全吻
合。BIM 明显提高了加工精度。”

成果

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大大加快了项目
进度，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得益于 BIM 流程。
奥姆尼达拉斯酒店原本计划于 2012 年初开
放，最终提前两个月开始接待宾客。高级项目经
理 Jerret Click 表示：“我们在 2011 年初查看
此项目的进度，结果发现，很明显我们可以提前
完工。我们致力于提前两个月完成项目，为客户
留出时间雇用员工并提前开业。毫无疑问，BIM 
解决方案帮助我们在整个项目中避免延迟并赢
得时间。”

了解更多

进一步了解施工软件和 BIM。

在线会议期间，我们在 
Navisworks 中将该项目的
不同部分从头到尾浏览了
一遍。与分包商审查冲突
之后，他们往往能够解决问
题，而我们也可以抽出时间
专注于建筑的另一部分。这
样便可近乎实时地快速解决
问题。

— Steven Belaire
高级项目工程师
Balfour Bea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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