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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的应用必将大

大提升水利水电工程的

勘测设计水平，特别是

三维地质模型的建立，

设计师可以在三维地质

模型上完成设计构思，

布置工程建筑物，任意

调整设计方案，使之获

得最佳布置效果。BIM
将成为水电工程建设全

生命周期中数据整合与

集成的平台。

— 郝荣国

副院长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 

BIM助力北京院开辟水利
水电行业工程建设新里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具有国

内领先的大中型常规水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勘

测设计技术，各类设施装备先进，科研及技术攻

关水平高，并在工程实践中打造出一支近2000

人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这些都是构成北京院持续

快速发展最宝贵的资源。50多年来，伴随着共和

国前进的步伐，几代北京院人艰苦奋斗、团结求

实、开拓创新，工程业绩遍布国内20余个省区以

及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水利水电事业和国

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BIM平台上实现二次腾飞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水利水电事业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因为未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单位的信息

化战略，是建立在“三维信息模型+协同”基础之

上的新型应用系统架构，BIM技术在优化设计流

程，保证设计深度、提高设计效率、强化设计质

量方面将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如今，在实际的

水利水电工程中，也开始采用三维技术进行工程

设计，因为三维技术的应用不但能使从前停留于

大脑中的图像显示在计算机上，还能大幅提高设

计效率。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专业

总工程师徐春才表示，水利水电工程与一般

的建筑项目相比，第一是地基复杂，而且对

地质条件的要求大；第二是担当的社会责任

和经济责任大。因此，从事工程地质专业的

文登上水库三维地质模型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简称“北京院”），隶属于国资委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公

司。始建于1953年，是中国水利水电行业最早成立的部直属大型勘测设计研究院，主要从事水电、

水利、工民建、新能源（风电）、市政等领域的规划、测绘、勘察、设计、科研、咨询、监理、

环保、水保、监测、岩土治理、工程总承包等业务。拥有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咨询等近20

项国家甲级资质证书，对外经营资格证书、进出口资格证书，以及CMA计量证书和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GB/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

册子-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市场版.indd   1 11-11-8   下午1:51

BIM对于水利水电工程

非常重要，因为BIM对工

程地质专业来说是一次

历史的革命，因为它提

供了过去地质人员想要

但是实现不了的一些功

能，比如三维的演示、快

速切纵横断面、平切图等

等，以前地质人员非常

烦琐的工作都由它来代

替，而且准确度也大大

提高，这是作为工程地

质专业最需要解决的问

题，现在BIM的出现使这

些问题不复存在。

— 徐春才

专业总工程师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 

技术人员及有识之士迫切希望有一款三维软

件，能够实现将设计时所想的图像直接以三

维模式呈现出来。AutoCAD Civil 3D的出现和

应用，恰好满足了所想即所见的现实。

北京院正是基于BIM理念，开始应用水利水电

工程地质CAD绘图系统，在AutoCAD Civil 3D

原有功能上，借助二次开发的特点，使之更适

用于水利水电行业工程地质专业。可以说BIM

平台是非常开放的，允许工程师开发适合自身

条件的系统，这也是北京院选择AutoCAD Civil 

3D，并且最终获得成功的保证。

BIM进入中国以来，经过设计人员的多年摸索，使

得BIM更加具备专业性，在实际操作方面也得到

了极大的简化，例如，利用BIM自定义实体技术使

以往需要打开捕捉才能精确定位的接线工作可

以进行模糊操作，专业属性在专业软件中事先被

赋予，大大减轻了设计人员的工作量，节省了设计

时间。而且BIM技术在水利水电勘测设计行业实

现了计算绘图一体化，从数据录入到计算都可以

在BIM的环境下进行，以数据流的形式传递给其

他专业，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同时避免了更多

人为的错误。

借力BIM铸造高效行业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行业的CAD技术应用今后重

点应放在三维设计、协同设计、智能化设计方

面，使CAD不仅当作绘图工具使用，还要当成

是优化设计，提高效率，增强管理的工具。作

为沟通各个环节的重要技术BIM尤为重要。当

今，企业要想从激烈的竞争中获得领先优势，

就必须借助信息技术改变原有建筑业投入大量

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状况。而这也正好暗合

了信息化的内在实质：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高

水平的管控、实现信息共享、实现上下左右的

无缝对接。因此，BIM的应用水平就代表了公

司的集约型管理水平，深入推进企业的BIM建

钻孔数据生成三维地质模型

某水电站三维地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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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大大提高了我们的

工作效率，缩短了工程的

设计周期，节省了设计时

间，另外通过Civil 3D二
次开发，节省了人力。最

重要一点是勘察精度，

计算精确度比原来高了

数倍。这也是工程设计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 高立东

高级工程师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 

设，既符合科学发展的需求，也代表着行业今

后的发展方向。 

这其中，已经成为市场绝对主流的基于建筑信

息模型（BIM）的AutoCAD Civil 3D最为耀眼。

AutoCAD Civil 3D能够帮助从事交通运输、土地

开发和水利项目的土木工程专业人员保持协调

一致，更轻松、更高效地探索设计方案，分析项

目性能，并提供相互一致、更高质量的文档。更

让技术人员感到亲切的是，这一切均在熟悉的

AutoCAD环境中进行，也让AutoCAD Civil 3D在

瞬间就占领了土木工程专业应用的软件市场。因

为AutoCAD Civil 3D增加了对三维模型中核心

元素的多用户项目支持，从而提高了项目团队的

效率，并降低了在项目周期内进行修改时出现错

误的风险。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院高级工程师高立东介

绍，在山东文登抽水蓄能电站三维地质模型

中，项目组把整个功能区建成三维模型。在原

来二维环境下，很多地质情况不直观，尤其是

汇报演示的时候，平面的还必须导成剖面。如

果是直接的三维模型，一张图就能解决所有问

题。另外，从实际勘测来说，文登水电站是一

个很好的水电站，但是也有自身的问题，最大

的问题是水库的风化带不适合做地基，必须要

分层。如果是传统二维模型，计算不准，靠剖

分、剖面算出工程量，总是与实际情况有差

别。以前，设计人员每做一个更改，项目组就

需要重新做一次切剖面。在使用三维模型后，

项目组只需把模型给到设计人员直接进行计算

即可，从计算上看，大大提高了效率。以切剖

面为例，以前需要五六个工程师进行的工作，

现在一个工程师就可以完成。

BIM强大的开放性和完美结合三维技术的功

能，使工程师以身临其境的方式直观、便捷地

进行设计。以工程数据库为核心，实现了图纸

四川某水库坝址区三维地质模型

三维地质模型切制的平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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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3D二次开发功能非常令人惊喜，开发人员可以借此快速完成工程的整合，同

时Civil 3D对于建模来说也是非常方便，尤其像Autodesk NavisWorks对三维建模整

体的概览直观，操作便捷。希望Civil 3D越做越好，我们会一直支持Autodesk。

—朱夏甫

工程师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

图片由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提供。

之间、图形与数据之间的联动，实现精确的材

料统计，提高工程的可复用性。

应用BIM再创魔力

自2002年，欧特克公司首次提出BIM这一理念

和方法，到2011年BIM席卷全球工程建设行业，

短短几年的时间，世界上著名的建筑、工程，

几乎都留下了BIM的足迹。那么BIM到底具有何

种魔力让这些设计企业对其趋之若鹜呢？答案

也并不复杂，中国的工程建设行业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所产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可见一

斑。

诚然，这种巨变没有创新的支撑是无从谈起

的。创新又恰恰是BIM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理

念，可以说，BIM自身就是一个创新，同时也

允许设计人员在BIM平台上进行创新，开发适

合自身需要的BIM软件，这也正是BIM进入中国

市场短短几年就形成燎原之势的原因之一。

从工程地质专业来讲，水利水电行业建模和一

般三维建模不一样。其他的三维建模都是由设

计师设计出来的。而水利水电行业三维造型，

是根据很离散的散点，经过地质人员推测制作

的三维模型，同时，水利水电行业模型随着勘

探点的不断增加，要进行不断补充和完善。三

维地质模型和基础建模的数据，还有通过三维

地质模型切出来的剖面图、平切图，这几者之

间动态的关联，是一线工程地质人员特别需求

的。北京院通过Civil 3D软件以及技术人员的二

次开发，将这些问题基本解决，随着动态的关

联和勘察数据的增加，曲面也会随之改变，改

变以后切出的剖面也随之改变。目前其他的三

维软件还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只有加入了许多

创新功能的Civil 3D才能提供这些功能。虽然目

前北京院的设计团队还没有完全熟练的掌握，

但是这些功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也给

整个行业带来了一股新气象。北京院相信欧特

克公司就是他们需要的创新源泉。

整个建筑设计行业的未来正朝着标准化、协同

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BIM将为这一目标的

实现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在未来，BIM

本身也决定了它必将成为整个行业三维技术应

用的领导者。

由三维地质模型切制的平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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