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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再是创新的限制
因素，而是引领了这一进
程。法规、流程、沟通和固步
自封是当今技术应用的几
大挑战。”

— Sharif Ben Chamach
HFB 副总监

HFB - 以人才和技术为本
现在正是引入 BIM 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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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B 是荷兰鹿特丹一家提供综合服务的 BIM 
公司。在该公司，人员关系与技术应用（如 BIM） 
并重，齐头发展。公司管理层会在每月一次的 
HFB“边午餐边学习”活动中表彰员工的非凡成
就，在这个平台上，所有人都可以就 BIM 畅所
欲言。正是因为实施了这些举措，HFB 被选为荷
兰最佳 BIM 公司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住宅到宫殿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HFB 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公司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引入最新
技术才能摆脱困境并在未来取得成功。HFB 总
监 Rob van Dorp 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 
“2008 年，我们还仅仅是一家建筑公司的下属
企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意识到，如果不
果断采取行动，公司前景堪忧。”

HFB 研究了许多技术解决方案后，发现 BIM 
360 产品组合是帮助他们赢得新业务并继续扩
展其产品组合的最佳工具组合。Van Dorp 表

示：“过去我们常常将自己局限于相对容易的住
宅建设，但现在我们的设计领域已经拓展到实
验室、医院、办公楼甚至完整的城市中心建筑。
除此之外，我们还开始承接改造项目。利用 BIM 
360 Glue、BIM 360 Field 和 Revit，各个沟通
环节得到大幅简化。”

把握当下

HFB 副总监 Sharif Ben Chamach 认为，现在
正是引入 BIM 技术的最佳时机。“技术不再是
创新的限制因素，而是引领了这一进程。法规、
流程、沟通和固步自封是当今技术应用的几大
挑战。HFB 正面解决了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
讲，BIM 就是信息管理和信息共享的一大利
器。”从业务开发到协作，广泛使用整个产品组
合，以各种创新方法对 BIM 360 形成补充。他
还补充道：“3ds Max 等 Autodesk 软件在虚拟
现实环境中创建图像，这有助于改善我们与客
户的沟通。”

http://www.hfb-groep.nl/voorpa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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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必须改变旧有的工作方式，BIM 应在每个项目中居于核
心地位。”

咨询角色

在组织中实施 BIM 需要公司全体员工做出大量
适应调整。Ben Chamach 解释道：“您的工作不
只是为用户提供钉子和木头，并告诉他们建造一
所房子。您还要提供所需的材料和指导，让用户
了解整个过程。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通过
定期扩大宣传这一技术，HFB 能够为其他组织
提供广泛的咨询和指导，帮助他们全面实施各类
新型技术方法。

Ben Chamach 表示：“这非常重要。现有的所有
角色在应用 BIM 时都会发生变化，从计算员和
工作计划员角色到承包商角色，无一例外。整个
过程中会有持续的监控，所有人都可以获得所
需的信息。通过将一切整合到一起，不仅改善了
协作，同时也会暴露出瓶颈。由于每个人所做的
工作一目了然，因此可以即刻了解谁在协同工作
中落后了。人们需要逐渐习惯这种非常高的透明
度。”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因为这种协作模式一次
又一次地显著改善了成本效益。按时按预算完成
项目，让各个团队更加无缝地协同工作。

在实践中应用 BIM
Summertime 项目由 Search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设计并由 BAM Woningbouw 
Amsterdam 建造，是证明 HFB 使用 BIM 来推
动项目成功的一个典型范例。该公寓大楼相当
复杂，且各处设计绝不雷同。项目经理 Jeroen 
Horlings 表示：“我们在 Revit 中设计和开发
了这个项目，并使用 Navisworks 进行了仿真、
冲突控制和工料估算。对于施工现场而言，BIM 
360 Field 是决定成败的关键。现在 BIM 在项
目中居于核心地位。从安全检查清单到管理检
查，从材料检查到供应商管理，一切都通过 BIM 
360 Field 完成。”

最佳 BIM 公司

HFB 公司的努力逐渐得到行业的认可。荷兰“商
业成功大奖”每年由全国备受尊敬的著名行业领
军人物共同选出。是的，您没有猜错，这个行业
权威的评委会宣称，HFB 是施工行业的绝对专
家。更重要的是，HFB 被授予荷兰“最佳 BIM 公
司”大奖。

Van Dorp 非常自豪地表示：“HFB 获得这个奖
项绝非偶然。正是有了整个 HFB 团队的辛勤工
作，我们才赢得了这个奖项。赢得 BIM 大奖是我
职业生涯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bim360.com

关于 HFB

HFB 是鹿特丹一家提供综
合服务的 BIM 公司。该公司
在 2008 年创建之初只有  
5 名员工，现在员工数量
已增加到 65 名。从基础
建设阶段到管理和维护阶
段，HFB 为组织提供持续支
持。针对 BIM 方面的技术和
交流问题，HFB 可以提供相
关咨询服务。鉴于长期以来
的卓越表现，最近 HFB 被评
选为荷兰最佳 BIM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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