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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嘉里建设广场二期效果图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建三局一公司”）始建于1952年，是中央直属大型
建筑安装施工企业，具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等级、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资质。公司现有4000多名
员工，2012年的年产值可达180亿元。60年来，公司建造了以深圳国贸大厦、深圳地王、深圳T3航
站楼、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大、新、尖”工程。

Autodesk Revit软件的
可视技术可以动态地观
察三维模型，生成室内
外透视图，模拟现实创
建三维漫游动画，使工
程师可以身临其境的体
验建筑空间，自然减少
各专业设计工程师之间
的协调错误，简化人为
的图纸综合审核。

— 尹奎
高级工程师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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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Revit 作为BIM
的重要技术支撑平台，

体现了强大的“多任
务”能力，对于国内建
筑设计观念和方法的根
本性改变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如果能够做
到族库和国标图集相衔
接，或者和相关工程建
设产品生产制造企业联
系建立族库，对于施工
图制图的效率将会有很
大的提高，而且具有实
时性。另外，要抢先占领
市场，推广使用BIM技术
是必需要掌握的。BIM
在质量管控上有非常
多的好处，通过碰撞检
查，能够很容易地检查
到错误的地方，提高工
程的质量和效率。因此，

技术创新、新技术的应
用是提升企业品牌，提
升企业产品质量最有效
的途径。

— 尹奎
高级工程师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概况

嘉里建设广场二期项目工程位于深圳市中心
区。建设方是嘉里置业（深圳）有限公司，施
工方由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一公司”）担任。此项目总建筑
面积102883.88m2，地上43层，地下3层，建筑高
度195.60m，属超高层建筑。建筑性质为商业、

办公。

项目挑战及解决方案

作为一个大型高端项目，广场项目的挑战包括：

施工图设计工期紧，地下室、管线综合布置、空
间关系复杂，设计过程需要不断地修改调整方
案，同时业主对施工图设计要求非常高。

基于以上项目挑战，中建三局一公司迅速组建
了一支BIM设计小组，通过BIM技术应用于该项
目从而实现了全过程控制图纸质量，重点解决
专业之间碰撞及管线综合设计，优化设计，提
高工程设计的施工质量。

BIM模型概况

三维建模主要根据提供的建筑设计技术资料，

直接从方案阶段AutoCAD图纸导入到基于BIM

技术的Autodesk Revit三维建模软件平台，为该
项目创建建筑、结构、给排水、消防、电气（桥
架）和暖通三维信息化模型基础轴网等，使用共
有的轴网坐标，这样对做后期整合项目及管综仿
真碰撞、项目协调设计等都相当重要。

图2嘉里建设广场BIM模型

BIM协同项目的系统管理。Autodesk Revit MEP

在管理多专业和多系统数据时，采用系统分类
和构件类型等方式对整个项目数据进行方便管
理，为视图显示和材料统计提供规则。

图3暖通与给排水及消防局部综合模型

给排水、电气、暖通专业（Autodesk Revit

MEP）主要根据提供的平面图纸以及设备的型
号、外观及各种参数提供完整的给排水、暖
通、消防、电气信息模型、管道平立剖图、材
料统计表（格式自定义）。这里要求提供准确
的设备型号、外观及各种参数，才能保证提供
的模型更准确。但在施工图设计中往往还有许
多设备的型号等未确定因素，只能作为原则性
假定，使用替代设备创建三维信息模型。

BIM协同设计与质量控制

现实建筑物实体都是以三维空间状态存在，

若用三维设计表达更具有优势。如复杂管综
设计，一般情况下，二维AutoCAD设计是在建
筑、结构、给排水、暖通专业完成设计后，设
计师要对不同专业的图纸反复比对，也只能进
行原则性管综设计，对于管综碰撞冲突很大程
度凭经验判断，有些问题只能遗留到施工时解
决。在水、暖、电建模阶段，利用BIM随时自
动检测及解决管综设计初级碰撞，其效果相当
于将校审部分工作提前进行，这样可大大精确
地提高成图质量。

Autodesk Revit软件可视技术还可以动态地观察
三维模型，生成室内外透视图，模拟现实创建
三维漫游动画，使工程师可以身临其境的体验
建筑空间，自然减少各专业设计工程师之间的
协调错误，简化人为的图纸综合审核。

在此基础上，项目组准备了BIM协同设计实施
计划项目规划书，包括项目评估（选择更优化
的方案）；文档管理（如文件、轴网、坐标中
心约定）；制图及图签管理；数据统一管理；

设计进度、人员分工及权限；三维设计流程控
制；项目建模，碰撞检测，分析碰撞检测报
告；专业探讨反馈，优化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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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Revit的修改
功能非常地高效便捷。

最主要是在做平面上进
行修改的同时，保证了
其它立面和剖面的同步
修改，Autodesk Revit
良好的关联性使得修改
变得十分方便。

— 王兴坡
BIM科技工程师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碰撞检测及管综协同设计

项目中常见碰撞内容包括：建筑与结构专业碰
撞内容主要包括标高、剪力墙、柱等位置是否
不一致，梁与门是否冲突；结构与设备专业
碰撞内容主要检测设备管道与梁柱是否发生冲
突；设备内部各专业碰撞内容是检测各专业与
管线冲突情况；检测管线末端与室内吊顶冲突
是设备与室内装修主要碰撞内容；另外，解决
管线空间布局问题，如机房过道狭小等问题也
是常见碰撞内容之一；最后，解决各管线之间
交叉问题。显而易见，面对常见碰撞内容复
杂、种类较多这一情况，将BIM技术应用到对
项目的常见碰撞内容上检测是大势所趋，其中
基于 BIM的Autodesk Navisworks能够很好完成
碰撞检测工作，节省了时间和资金，并能缩短
整体设计周期。

碰撞检测优先级。在对项目进行碰撞检测时，

要遵循如下检测优先级顺序：首先进行土建碰
撞检测；设备内部各专业碰撞检测；之后是对
结构与给排水、暖、电专业碰撞检测等，“硬
碰撞”即时调整布局并修改设计方案解决。

图4碰撞点三维截图及平面、剖面截图

碰撞检测报告分析（如图5所示）。

1 水管立管与风管碰撞，风管位置移动避开

2 消防立管和风管碰撞，水管抬高

3 暖通水立管和结构梁碰撞，管井移开

4 污水立管和风管碰撞，立管移开

图5碰撞检测报告分析

多专业管道协同设计局部展示（如图6所示）。

图6多专业综合

BIM技术应用本项目设计创新点。2006年，中
建三局一公司首次将BIM技术应用于特大型商
业中心工程设计项目，取得良好效果，很好地
解决了工程深化设计质量的控制问题，并能有
效地对项目进行协同管理。

在完成了嘉里建设广场项目的BIM模型后，利
用现阶段开发的BIM-FIM系统，即基于BIM技术
的机电设备设施管理系统，中建三局一公司实
现了BIM信息的再加工提取，为物业的运行维
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图7 BIMFIM系统架构图

在系统中，中建三局一公司有以下几点关键技
术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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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IFC的信息共享接口

通过开发IFC接口，将Autodesk Revit中的模型，

通过IFC中性文件导入到BIM-FIM系统中，并保
存模型的所有属性信息。

2、基于网络的BIM数据库及其访问控制

通过搭建完备、高效的信息数据库，实现建筑
及机电设备竣工图的BIM模型信息存储，并通
过并发访问控制机制，确保多用户协同工作的
数据安全性。

在BIM技术应用项目设计创新上有两大亮点：一是应用BIM技术，很好地解决了
工程设计质量的控制问题，并能有效地对项目组进行协同管理。二是应用BIM技
术，通过完成项目建模、碰撞检测、三维模拟分析、辅助管综设计，超预期解决
了业主对工程设计质量的高要求。

—刘长奇
现场工程师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图片由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3、基于移动平台的设备标识与识别

通过开发二维码和RFID接口，将单个设备及区
域内设备的关键信息以二维码和RFID标签的
方式标识并保存起来；当移动平台设备扫描到
该标识时，能提取其信息，并在无线网络环境
下，从BIM数据库中获取其他相关属性信息。

4、海量运维信息的动态关联技术

面向海量的施工和运维信息，针对机电设备不
同的系统划分，研究了其基于构件的信息动态

成组技术与动态关联技术，并形成上下游动态
模型，实现高效的信息检索、查询、统计、分
析与应急预案决策支持。

欧特克公司提供的产品及相关技术给企业带来
了巨大支持，相信随着欧特克技术的飞速发
展，秉承着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精神，中建三局
一公司一定能走的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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