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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BIM理念嵌
入比较好的是欧特克公
司。欧特克公司作为首
创BIM概念的企业，较
早地将BIM理念融入到
软件开发之中，这也使
得欧特克软件更适合落
地BIM。

— 曹以南
副总工程师
科技信息管理部主任
三维设计督导部主任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
设计研究院

中水顾问昆明院深入应用
BIM 完美打造黄登水电站

1957年成立的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
研究院（简称“昆明院”），现已有55年的发
展历史，主要业务是为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工
程等做设计、监理及EPC总承包，主要市场在
国内西南地区和国外，现有职工1500余人，其
中90%都是工程师。由昆明院完成的优秀水利
水电设计项目有很多，包括小湾水电站、糯扎
渡水电站 、鲁布格水电站等，都获得国家各种
奖项。其中，小湾水电站为目前建成的世界第
一混凝土双曲拱。

50多年来，昆明院承担了国家大中小型水利水
电工程勘测设计项目400余个，总共涉及设计

生产部门13个。突出的设计成绩，让昆明院在
国内外设计院中的实力获得一致好评。那么，

昆明院何以能够一直保持这么强有力的工程设
计实力呢？

昆明院副总工程师、科技信息管理部主任、三
维设计督导部主任曹以南道出了自己的理解，

“昆明院对信息化非常重视，尤其是生产方
面，被称之为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它的基本特
征就是信息化的过程。特别是当前最先进的
BIM理念早早地扎根于我们院，使得设计院的
信息化水平有了整体的提升。”

云南澜沧江黄登水电站效果渲染图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简称“昆明院”）成立于1957年，拥有超过1500名的员
工，是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的大型勘测设计科研单位，主要从事国内外水利水电、风电、

太阳能发电以及市政工程的勘察、设计、科研、咨询、监理和总承包等业务，具有国家授予的勘
察、设计、总承包、监理等多项甲级资质，持有国家甲级环保、水保、造价、水资源评价、安
全评价、勘测定界以及工程项目管理、对外承包工程经营等专项资质证书近40项，通过了中国
CNACR和国际UKAS质量认证，是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和国际咨询工程师
联合会会员单位，并由外经贸部授权对外开展经济技术业务合作，在全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单位
中处于领先地位，是中国勘察设计综合实力百强之一，云南省勘察设计单位综合实力五十强第一
名，累计承担了国内外大、中、小型水电站工程400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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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效果得到了业主和业界的普遍好评。目
前，昆明院在国内BIM应用属于领先地位，当
然他们为此还有一个总体的研究开发计划。

最完美BIM案例

接到黄登水电站项目之初，昆明院决定要全
方位的贯彻应用BIM理念来完成从设计到最后
施工等各环节的工作。黄登水电站项目建设

周期为81个月，是将设计和施工的环节交错进
行的，这就对设计部门和施工部门提出了更
高的工作效率要求。

在以往的很多项目和建筑中，采用二维设计时
经常遇到一些棘手的难题，对设计师的工作效
率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而在采用三维设计以
后这些难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基于这一点的考

云南澜沧江黄登水电站实景渲染图

云南澜沧江黄登水电站大坝结构模型

引入BIM理念 

有数据统计，国外每年采用BIM技术的设计项
目以30%-40%的速度递增。在国内，北京、上
海、广州的设计企业用的比较多，而且比较重
视，增长率都比较高，但是在其他地区现在仍
停留在探索阶段。曹以南表示，“BIM应用最
重要的是市场需求的拉动，就是投资方、业主
的认可，但是设计院如果等着业主提出需求再
想到应用BIM，可能已经太晚了。在BIM应用方
面，我们走在了前面。”

自2002年BIM理念首次被欧特克公司提出距今
已有十年时间，而BIM进入中国仅几年时间。

曹以南描绘2008年第一次接触BIM的感触，向
院领导汇报时提出六个字“震撼、恐惧、焦
虑”。曹以南表示，“震撼不用说了，焦虑是
指别人已经做那么好，我们还没有；恐惧的
是，假如竞争对手有，我们没有，被淘汰只是
时间问题。现在还有哪个设计单位还用铅笔设
计图呢？那肯定早被淘汰了。”

自从第一次接触到BIM，了解到它的价值之
后，曹以南就开始着手引入BIM理念，因此昆
明院成为国内较早接触并应用BIM理念的设计
院。据统计，从2008年开始策划，2009年开始
实施，通过BIM理念开工的项目至今已经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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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澜沧江黄登水电站施工营地布置模型

欧特克BIM软件的三维
设计让设计师好似在做
城市规划一样，可以比
较系统的在场地上做全
面的布置，便于领导和
设计师对整个项目后面
的掌握和把握，设计过
程中对设计的效果也可
以进行验证和见证。

— 杨宏斌
施工分院副总工程师
施工专业三维设计项目部经理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
设计研究院

虑，昆明院把整个三维设计在传统的设计领域
做了一个普及性的推广。

昆明院施工分院副总工程师、施工专业三维设
计项目部经理杨宏斌表示，“在黄登水电站工
程项目中，昆明院将三维设计渗透到全部设计
环节中，包括施工总布置，建筑、道路等，还
涉及到一些渣场、料场以及各种施工工厂、建
筑物等。同时，还包括内部的子系统，各种各
样的建筑物。”黄登水电站项目整个设计周期
都采用了三维设计，从策划到最终设计完成只
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与传统方式相比提高了
很多。

在整个黄登水电站工程项目中，昆明院动用了
专业部门20多个，配合的专业部门也有20多
个，共有43个部门的40-100人相互配合协调工
作，其项目复杂度和工作量可想而知。但是，

用了BIM以后，整个生产、设计流程并行程度
和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生产周期明显缩短。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工程师会涉及到不同的
专业和不同的软件，例如Autodesk Inventor、

Autodesk Infrastructure Modeler。针对不同软
件以及设计产品的管理需要不断的协调。在管
理上采用“点和面”的拆分管理模式是一种新
型、高效的管理模式。只要是显示在平台上的
数据，都有统一的空间平台进行存储，每当需
要做设计变更时，只需修改变更的部分即可，

不会牵动整体的项目，使得最后呈现的设计成
果连业主都感到非常“震撼”。从三维设计，

到全部项目的管理以及后期的项目实施，BIM

的深化应用让昆明院设计团队正在发生一次质
的飞跃。

在BIM理念和现实之间找到契合点

昆明院是如何在黄登水电站工程获得完美效果
的呢？曹以南解释说，“此前昆明院已经开始
从项目工程的全盘管理角度考虑，提出了水
利水电工程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理念，并大力
推进它。而现在大多数设计单位的BIM理念仅
仅停留在三维设计上，但是以三维设计为起
点，再覆盖到工程的全面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事
情。”

昆明院提出的水利水电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理
念，是让设计方、业主、施工方、监理等各方
都能看到同一个模型，无形中增进了项目各相
关方的理解和沟通，增进了交流，同时也提高
了施工质量，保证施工进度。

所谓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必然是包括从工程开
始建设到建筑物生命完结都进行全程的管理。

昆明院不但给业主展示眼前的设计和施工，

还协助业主在未来几十年、以至上百年对工程
项目进行维护和管理，一直到该实体工程的完
结，使得业主真正成为采用BIM理念完成设计
的最大受益方。

册子-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市场版.indd   3 12-11-1   下午12:04

当前，在BIM理念的推动下，很多国内外软件
厂商都推出了一系列的管理工具。在推进水
利水电工程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理念过程中，

昆明院一边实践，一边不断寻找与其理念相配
套的设计工具和管理平台。在经历了一番研究
后，最终选择了欧特克软件作为BIM落地应用
的合作伙伴。而昆明院之所以选择欧特克软件
主要体现在，其一，欧特克的二维设计软件
AutoCAD普及率很高，设计师对该软件相对来
说很熟悉。其二，昆明院是一个大投入为主
的单位，欧特克公司则是全球二维和三维设

计、工程及娱乐软件的领导者，欧特克公司的
AutoCAD Civil 3D、Autodesk Revit系列软件可以
满足目前昆明院BIM设计工作的基本要求，这
就突显出了欧特克公司的优势。

BIM技术的出现给企业带来了设计理念的转变
及提升，使设计效率和质量得以大大的提升，

并高效直观的表达了设计形式。而BIM的应用
前景则是更加广阔的，对于未来BIM的发展趋
势，曹以南表示，“未来社会必将是‘云计算
+物联网’的时代，每个人手上一个PDA、手机

在应用过程中，我接触过很多厂家的软件工具，也有很多理念是相同的，只不过
在设计习惯上、格式上，还是觉得欧特克的软件更贴近设计师的要求，注重信息
化和参数化并重，在国内众多的设计院中是最受欢迎的。

—吴学雷
 施工专业三维设计项目部副经理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图片由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提供。

云南澜沧江黄登水电站实景渲染图

或其他智能终端。BIM抓住‘信息’两个字，

在工程建设领域仍然如此，BIM也符合这个规
律，包括信息的采集、传输、利用等。”

随着BIM的深入应用，勘测设计企业、知识密集
型产业、科技创新企业无疑都应该紧紧抓住这个
潮头，不被淘汰。在实践工作过程中逐步地加以
改进，不断地深化BIM应用。在这个云计算、物
联网以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智能终端时代，

设计企业都必须给予高度关注，这代表着未来
趋势，谁占有先机，谁就拥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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