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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 +逆向”——大型空间曲面建筑施工 BIM解决方案

摘要
作为“北方之钻”“滨海明珠”，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自 2014 年初进场，历时 5 年，
一幢高 530m的摩天大楼矗立在天津滨海新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BIM应用，3D为基础、
4D 切入向 5D 推进，两条线、一融合等众多 BIM 技术应用手段和理念的探索实践，在助力
工程建造圆满达成预定目标的同时，为企业乃至行业 BIM 技术推广应用树立了标杆。天津周
大福金融中心项目 BIM 应用成果获得 2016“创新杯”最佳总承包管理 BIM 应用奖等多项国
内 BIM 赛事大奖和 AEC 全球卓越 BIM 大赛 2017 年度施工领域 BIM 应用大奖。在全面回顾
“‘创新杯’BIM 应用大赛 12 载”成就之际，再忆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 BIM 技术应用，
收获颇丰，感受颇深。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地下4层、地上
5层裙楼+100层塔楼（高度530m），建筑面积约39万m2，钢板
剪力墙核心筒+钢—混凝土组合外框结构，主要业态包括甲级办
公、酒店式公寓、超五星级酒店、商业零售及餐饮。项目有功能
众多且线型流畅、优美的平、立面造型，有结构构造复杂的内、
外部空间，有系统繁多的给排水、消防、暖通、电气、智能、燃
气等配套设施，包含20个机电设备层、近100个独立运行的机电
系统、近1000个设备机房。

工程具有独特的平立面构造，复杂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钢—
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繁多的机电系统等特点；合同要求要获得
鲁班奖、LEED金奖及工期1504日历天。施工活动的高难度、高

一、项目概况及BIM技术标杆带动策略

标准、高要求等，使得采用BIM技术成为最佳选择。

2014年初，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
局”）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进场时，BIM技术在中国建筑工程领
域的应用才刚刚起步，该工程本身并无系统、完整的BIM模型可
供借鉴。

中建八局在投标过程中，便就工程中标和实施工作制定了专门
的BIM推进策略，中标进场后在严格履行投标承诺的同时，还以
满足合同履约要求为基本条件，不断深入探索研究，结合工程
技术和管理需求，持续推进BIM技术在建筑工程领域的创新和深
度应用。

独特且复杂美观的平、立面造型 塔楼部分结构复杂的内、外部空间

创新案例

72

BIM在施工领域的实践与应用

各类“BIM集成工作坊”，总分包具有BIM技能的专业人员
以工程系统或小组为单位集中协同办公，与设计、监理、

业主代表及其顾问汇聚“集成工作坊”，面对BIM模型“现
场拍板”，高度协同、快速决策。

以“信息”纽带实现履约管理两线融合
履约线保精度提升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以Model或Models作为BIM 

技术产生的视觉产品，其对建筑实体直观、形象的表现，被
业主、设计、施工等各参与方甚至社会各关注方广泛认可。对
于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这种复杂且精美的建筑实体，以这
种方式表现，无论是向员工和分包工人交底，还是与设计、监
理及各参建方沟通交流，都是必备手段。当收到中标通知书
后30天内能零起步完成该工程的建筑、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和机电工程模型，并整合成一个综合模型，P_BIM作为输出
成果被认为是BIM技术履约在该项目的第一个里程碑。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以一系列Model或Models 

作为BIM技术产生的视觉产品，Modelling作为日常工作，

在实体建造开工前，持续不断地开展，不仅仅是创建各区
域、各部位全面、系统且“仿真”的模型，还通过对模型的

优化排布形成对工艺流程、施工方法的优化，得出多方（各
方）认可的“虚拟建造”方案，并以此方案指导施工。天津
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以C_BIM成果作为各分部项工程，尤
其是重难点部位开工的必要条件。

从Mode到Modelling，从P_BIM（LOD300）到C_BIM（LOD400）

和A_BIM（LOD500）合同条件，期间，各方对LOD关注得更
多的是模型的Level of Details，通过履约，确保BIM模型创
建全面、系统的同时，也确保模型精度的不断提升。项目
团队将该项BIM管理工作称作是履约线或精度线管理。

管理线推深度应用

为了借助BIM技术提升项目管理水平，以免陷入“模
型”大战中，项目团队以BIM3D为基础，从BIM4D切入向
BIM5D拓展应用，从项目管理角度发挥BIM技术的功效。

工程技术人员运用BIM技术在创建各项工作所需
BIM模型并满足P_BIM和C_BIM要求的同时，面向管理
需求创建或完善相应模型，以实现工艺、工序优化，为进
度、资源管控及各专业技术管控工作奠定基础。充分运用
BIM3D形成的虚拟建造方案，以进度控制为主线，从3D模
型文件提取必备参数，优化配备人、财、物资源，形成动态
显示的BIM4D进度管控计划，并对应生成劳动力、工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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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全员：奠基础
2014年初收到中标通知后，中建八局组织全局BIM骨干，以近50
人的团队力量，用时28天全面完成了建筑（含外幕墙）、混凝土
结构、钢结构和机电工程四个专业模型及工程整体综合模型的创
建任务，较好地完成了合同要求的P_BIM开局工作。但面对后续
持久、大体量的C_BIM工作，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上陷入了多
难境地。

经多方协调确定以“搭积木”方式，快速入门、有序推动，学用结
合、以学为用、以用促学、循序渐进。结合工程和工作实际，实现
零起步到入门，再到会到精，以项目全员知晓BIM、工程管理人员
全员运用BIM成果、骨干和工程技术人员全员驾驭BIM软件工具创
建BIM模型的路径，完成工程和工作模型的创建与应用。

项目团队修订了配备大量专职BIM人员的构想，按照“以3D为基
础、从4D切入向5D拓展应用”的思路，取消了之前在技术系列
专门设置的BIM工作室，重新设置了“计划管理与BIM技术支持
部”，并开展全员BIM培训，从中优选骨干人员结合具体工作边
学边用，完成BIM模型创建，将审查合格的BIM模型，经工序排
布优化定案后赋予时间和人财物资源保障，形成可实际指导施工
的4D虚拟建造模型。

为真正推进全员BIM应用，除开展全员BIM培训和过程中专业
（专职）BIM人员协同指导及项目和部门BIM骨干示范引领等措
施以外，还采取了月度考核正向激励与反向鞭策措施，充分调动
全员BIM积极性。

2.2全过程：探深度
项目开工之初，关于BIM技术的应用及评判，国家和行业并无标
准指导；合同约定AIA标准也只是针对工程实体各阶段在模型表

二、以“三全”理念推动BIM技术深度应用

现形式和内容上有要求，定性描述多、具体要求不足，需要结
合工程实践不断探索应用。项目团队结合全员BIM培训，让全体
工程技术人员结合工程实际有效运用，跳出AIA针对工程实体的
BIM应用框架，拓展到建造活动全过程。

前期准备阶段，依据P_BIM成果，结合“全员BIM培训”，将
其广泛应用于方案编制、图纸审查、平面布置、临设布置（设
计）、进度计划等各项工作，快速、高效协同沟通，形成各参与
方广泛认可的正向合力。

实施过程之中，摒弃仅针对某时点或某部位重点、专项运用的常
规做法，从基坑支护、土方开挖到基础垫层、大体积底板，从
钢筋混凝土及钢结构到机电工程，从二次结构到幕墙装饰……持
续、全过程BIM虚拟建造开路，在模型上解决完图纸问题及工序
工艺优化、施工组织等各项难题。

在深化设计工作过程中，重点开展混凝土及钢结构、混凝土与钢
结构节点、二次结构、机电、幕墙、装饰等深化设计，实现全楼
层、全区域、全系统覆盖。

各区域、各阶段BIM工作成果除正式审批流程把关之外，通过专
题会和周例会形式协同管控推进。经专题会或周例会审定确认
后，形成或纳入相应工作文件（设计确认文件、施工方案文本、
进度计划文件等）审批流程，既不漏掉任何一个必须的BIM模
型，也不增加任何一个无效BIM、无用BIM，以严格的过程管控
和流程管控，确保全过程BIM成果逐项、逐级深化应用。

2.3全方位：拓广度
最初，关于BIM的要求只存在于总包合同条款中，其初衷或许是
寄希望于通过总承包单位一统项目BIM工作天下，但真正总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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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BIM集成工作坊”，总分包具有BIM技能的专业人员
以工程系统或小组为单位集中协同办公，与设计、监理、

业主代表及其顾问汇聚“集成工作坊”，面对BIM模型“现
场拍板”，高度协同、快速决策。

以“信息”纽带实现履约管理两线融合
履约线保精度提升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以Model或Models作为BIM 

技术产生的视觉产品，其对建筑实体直观、形象的表现，被
业主、设计、施工等各参与方甚至社会各关注方广泛认可。对
于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这种复杂且精美的建筑实体，以这
种方式表现，无论是向员工和分包工人交底，还是与设计、监
理及各参建方沟通交流，都是必备手段。当收到中标通知书
后30天内能零起步完成该工程的建筑、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和机电工程模型，并整合成一个综合模型，P_BIM作为输出
成果被认为是BIM技术履约在该项目的第一个里程碑。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以一系列Model或Models 

作为BIM技术产生的视觉产品，Modelling作为日常工作，

在实体建造开工前，持续不断地开展，不仅仅是创建各区
域、各部位全面、系统且“仿真”的模型，还通过对模型的

优化排布形成对工艺流程、施工方法的优化，得出多方（各
方）认可的“虚拟建造”方案，并以此方案指导施工。天津
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以C_BIM成果作为各分部项工程，尤
其是重难点部位开工的必要条件。

从Mode到Modelling，从P_BIM（LOD300）到C_BIM（LOD400）

和A_BIM（LOD500）合同条件，期间，各方对LOD关注得更
多的是模型的Level of Details，通过履约，确保BIM模型创
建全面、系统的同时，也确保模型精度的不断提升。项目
团队将该项BIM管理工作称作是履约线或精度线管理。

管理线推深度应用

为了借助BIM技术提升项目管理水平，以免陷入“模
型”大战中，项目团队以BIM3D为基础，从BIM4D切入向
BIM5D拓展应用，从项目管理角度发挥BIM技术的功效。

工程技术人员运用BIM技术在创建各项工作所需
BIM模型并满足P_BIM和C_BIM要求的同时，面向管理
需求创建或完善相应模型，以实现工艺、工序优化，为进
度、资源管控及各专业技术管控工作奠定基础。充分运用
BIM3D形成的虚拟建造方案，以进度控制为主线，从3D模
型文件提取必备参数，优化配备人、财、物资源，形成动态
显示的BIM4D进度管控计划，并对应生成劳动力、工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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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任务却只有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二次结构与粗装修工程
等，幕墙、电梯、机电安装等均是以指定分包（分供）或独立分
包（分供）形式出现。

为推进全专业、全参与方BIM协同工作，总包建立了各类“BIM集
成工作坊”，总分包具有BIM技能的专业人员以工程系统或小组为
单位集中协同办公，与设计、监理、业主代表及其顾问汇聚“集成
工作坊”，面对BIM模型“现场拍板”，高度协同、快速决策。

3.1履约线保精度提升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以Model或Models作为BIM技术
产生的视觉产品，其对建筑实体直观、形象的表现，被业主、设
计、施工等各参与方甚至社会各关注方广泛认可。对于天津周大
福金融中心这种复杂且精美的建筑实体，以这种方式表现，无论
是向员工和分包工人交底，还是与设计、监理及各参建方沟通交
流，都是必备手段。当收到中标通知书后30天内能零起步完成该
工程的建筑、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机电工程模型，并整合成一
个综合模型，P_BIM作为输出成果被认为是BIM技术履约在该项
目的第一个里程碑。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以一系列Model或Models
作为BIM技术产生的视觉产品，Modelling作为日常工作，在实
体建造开工前，持续不断地开展，不仅仅是创建各区域、各部位
全面、系统且“仿真”的模型，还通过对模型的优化排布形成对
工艺流程、施工方法的优化，得出多方（各方）认可的“虚拟建
造”方案，并以此方案指导施工。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以
C_BIM成果作为各分部项工程，尤其是重难点部位开工的必要条
件。

从Mode到Model l ing，从P_BIM（LOD300）到C_BIM
（LOD400）和A_BIM（LOD500）合同条件，期间，各方对
LOD关注得更多的是模型的Level of Details，通过履约，确保
BIM模型创建全面、系统的同时，也确保模型精度的不断提升。
项目团队将该项BIM管理工作称作是履约线或精度线管理。

3.2管理线推深度应用
为了借助BIM技术提升项目管理水平，以免陷入“模型”大战
中，项目团队以BIM3D为基础，从BIM4D切入向BIM5D拓展应

三、以“信息”纽带实现履约管理两线融合

用，从项目管理角度发挥BIM技术的功效。

工程技术人员运用BIM技术在创建各项工作所需BIM模型并满足
P_BIM和C_BIM要求的同时，面向管理需求创建或完善相应模
型，以实现工艺、工序优化，为进度、资源管控及各专业技术管
控工作奠定基础。充分运用BIM3D形成的虚拟建造方案，以进度
控制为主线，从3D模型文件提取必备参数，优化配备人、财、
物资源，形成动态显示的BIM4D进度管控计划，并对应生成劳动
力、工器具、材料物资等管理需求计划，实际指导工程施工建造
活动。根据BIM3D和4D奠定的基础，各专业人员围绕3D、4D基
本模型，结合工作分工进行增补、调整，形成满足本职工作需求
的BIM5D拓展应用。

3.3信息纽带两线融合
实践表明，无论履约线还是管理线，创建BIM模型是基础和基本
需求，又各自有要求，不能各自为政、独立推进。BIM重心由模
型创建并持续深化的管控领域向建筑信息管理方面转移，以信息
或资料为纽带，是实现BIM精度线和管理线融合的良好途径。

模型创建过程中，关注并设定相关定制化参数，当不断深化完善
的模型被最终批准应用时，从中提取所需资料，用于辅助管理；
关注材料、设备等资源信息变化，对应形成相关参数变化（变
更）依据，形成模型优化、深化的支撑，实现信息在管理和模
型创建中的共享；建立（或引进）以信息或资料为纽带、涵盖建
筑信息管理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以工期为主线的模型创建
（虚拟建造）管理和现场实际施工（项目）管理同步推进，让
“一模双用”“一模多用”，避免模型创建与应用成为“两张
皮”、避免模型创建精度需求与管理需求两条线各自为政，综合
提高并发挥BIM应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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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资等管理需求计划，实际指导工程施工建造活动。

根据BIM3D和4D奠定的基础，各专业人员围绕3D、4D基
本模型，结合工作分工进行增补、调整，形成满足本职工
作需求的BIM5D拓展应用。

信息纽带两线融合

实践表明，无论履约线还是管理线，创建BIM模型是
基础和基本需求，又各自有要求，不能各自为政、独立推
进。BIM重心由模型创建并持续深化的管控领域向建筑信
息管理方面转移，以信息或资料为纽带，是实现BIM精度
线和管理线融合的良好途径。

模型创建过程中，关注并设定相关定制化参数，当不
断深化完善的模型被最终批准应用时，从中提取所需资
料，用于辅助管理；关注材料、设备等资源信息变化，对应
形成相关参数变化（变更）依据，形成模型优化、深化的支
撑，实现信息在管理和模型创建中的共享；建立（或引进）

以信息或资料为纽带、涵盖建筑信息管理的项目管理信
息系统，实现以工期为主线的模型创建（虚拟建造）管理和

现场实际施工（项目）管理同步推进，让“一模双用”“一模
多用”，避免模型创建与应用成为“两张皮”、避免模型创
建精度需求与管理需求两条线各自为政，综合提高并发
挥BIM应用效能。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BIM应用成果与启示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BIM技术应用的成功实

践，有如下启示：“三全”BIM应用，是从零起步到圆满履
约并获得BIM竞赛大奖的关键路径；实施“全员零基础培
训”“专业BIM技术支持”和“全面合同管理”，是推动“三
全”BIM应用策略的有效措施；“以3D为基础”“从4D切
入”“向5D拓展”是BIM技术应用从解决技术难题到提升
管理水平，提高BIM应用综合能力的良好路径；拿BIM当
工具、依BIM做决策、用BIM定标准，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岗
位工作中成功应用BIM技术的有效方法；“以信息为纽带”

实现精度（履约）线、管理线“两线融合”，是在有限资源配
置情况下实现“一模双用”“一模多用”，充分发挥BIM功效
的最佳途径。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全员BIM培训 机电模型对实体建造活动的指导与过程中的对照检查验收

BIM4D（切入）展示施工建造活动（虚拟建造）示意图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全员BIM培训 机电模型对实体建造活动的指导与过程中的对照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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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BIM技术应用的成功实践，有如下启
示：“三全”BIM应用，是从零起步到圆满履约并获得BIM竞赛
大奖的关键路径；实施“全员零基础培训”“专业BIM技术支
持”和“全面合同管理”，是推动“三全”BIM应用策略的有效
措施；“以3D为基础”“从4D切入”“向5D拓展”是BIM技术
应用从解决技术难题到提升管理水平，提高BIM应用综合能力的

四、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BIM应用成果与启示

良好路径；拿BIM当工具、依BIM做决策、用BIM定标准，是工
程技术人员在岗位工作中成功应用BIM技术的有效方法；“以信
息为纽带”实现精度（履约）线、管理线“两线融合”，是在有
限资源配置情况下实现“一模双用”“一模多用”，充分发挥
BIM功效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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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资等管理需求计划，实际指导工程施工建造活动。

根据BIM3D和4D奠定的基础，各专业人员围绕3D、4D基
本模型，结合工作分工进行增补、调整，形成满足本职工
作需求的BIM5D拓展应用。

信息纽带两线融合

实践表明，无论履约线还是管理线，创建BIM模型是
基础和基本需求，又各自有要求，不能各自为政、独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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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精度需求与管理需求两条线各自为政，综合提高并发
挥BIM应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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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BIM技术应用的成功实

践，有如下启示：“三全”BIM应用，是从零起步到圆满履
约并获得BIM竞赛大奖的关键路径；实施“全员零基础培
训”“专业BIM技术支持”和“全面合同管理”，是推动“三
全”BIM应用策略的有效措施；“以3D为基础”“从4D切
入”“向5D拓展”是BIM技术应用从解决技术难题到提升
管理水平，提高BIM应用综合能力的良好路径；拿BIM当
工具、依BIM做决策、用BIM定标准，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岗
位工作中成功应用BIM技术的有效方法；“以信息为纽带”

实现精度（履约）线、管理线“两线融合”，是在有限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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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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