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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客户成功案例

案例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分公司

冷轧不锈带钢工程（后续工程）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Autodesk® 3ds Max®

三维设计是将来行业发

展的主流，这在我们公

司全体员工中已经形成

共识。只要三维软件应

用方和供应方不断地共

同努力，我相信全面应

用三维软件的目标在不

远的将来一定会达成。

—徐峰

建筑工程事业部部长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冶金设计行业的BIM
先行者

来自宝钢工程公司冷轧不锈带钢工程
的三维实践。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工程）是宝钢为打造集中、专业的国际一流工程技术

服务商，在吸纳、整合相关工程技术业务和资源的基础上而组建的旗舰型公司。宝钢工程具有国

家颁发的20余项甲级资质和国（境）外承包工程经营权，致力于提升工程技术产业化运作和自主

创新能力，拥有一支从事规划、设计、制造、施工管理、现场运维、信息系统以及项目管理的完

整专业技术与管理队伍，是钢铁行业集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和工程咨询、工程设计、信息智能

自动化、工程招标、工程监理、设备设计与制造、成套设备供应、施工管理、调试开车、运行维

护、产品检验于一体的现代化工程技术企业，年销售额达100亿元左右。服务领域从钢铁业延伸至

有色、轻工、化工、机械、交通、能源、环保等多个行业。现有员工1万多人，其中本部员工1000

多人；拥有获得各类专业执业资格者655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分公司冷轧不锈

带钢工程（后续工程）地处宝钢股份有限公司

不锈钢分公司厂区西北部。其中钢结构厂房

总建筑面117012平方米，工程总投资60亿元人

民币，于2007年10月开工，目前施工已接近尾

声。宝钢工程作为一家冶金工业设计院，承担

了大量的工业建筑设计，尤其是钢结构建筑。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应用BIM的空白领域，那

么该公司是如何“拓荒”实践，成为冶金设计

行业的BIM先行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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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的设计理念是一种

创新型的设计理念。三

维协同设计在专业化设

计、减少干涉、准确统计

材料、缩短设计周期、

数字化模型投标以及设

计过程的标准化等各方

面都将给企业传统化的

设计模式带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

—滕彦

运营改善部信息中心三维负责人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信息模型为建筑

设计、施工服务带来很

大的便利，尤其是对大

型、综合性强的建筑设

计而言，在初步设计阶

段就体现出其不可替代

的优越性，Revit必将是

新一代三维设计软件中

的领军产品。

—宋炯

建筑工程事业部设计师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尝试：构筑三维空间让业主看得更明白

为什么想到要使用三维设计软件？宝钢工程建

筑工程事业部部长徐峰解释说，冶金工业技术

发展到现在，一些观念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比如冷轧厂房，根本就不是像过去那种脏乱差

的厂房，它对清洁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厂房

也是很干净的，同时，业主对厂房的美观度非

常重视，常常会提出具体的需求。“但往往业

主并不是专业人士，通过二维他们与建筑专业

人员还是有点难以沟通，而三维模型建成之

后，业主再来看想要的东西就比较直观，能感

觉好与不好，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需求。”徐峰

表示。为此，公司于2006年购买了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三维软件，正式开始在工业建

筑中进行三维设计。2007年10月开工的不锈钢

分公司冷轧不锈带钢工程，公司便组建了BIM

建筑专业设计团队，由主任工程师蔡瑾带领，

组员有宋炯、李俊鹏等具有三维设计经验的设

计师，具体开展BIM实践。

据宝钢工程运营改善部信息中心三维负责人滕

彦介绍，对于Revit，公司最开始是在工业建

筑里进行一个尝试和推广，而且刚使用推进时

也比较困难，只在初步设计时使用，没有使

用到施工图阶段。对BIM的应用，公司有一些

想法，即希望有一个专业的平台，可以把建筑

专业、钢结构、管道设备专业等进行专业的协

同设计。对此，公司也在一些项目中进行了实

践。滕彦表示：“根据多个项目累积下来的经

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通过三维协同设计完

成布置配合,通过设计软件间的数据传递实现设

计参数的配合，设计效率将会再有10%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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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Revit是一个

理性地表达建筑感情的

三维软件，它优雅地不

允许犯错，它是我的设

计小管家。

—古佳鑫

 建筑工程事业部设计师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空间。同时，三维协同设计在专业化设计、减

少干涉、准确统计材料、缩短设计周期、数字

化模型投标以及设计过程的标准化等各方面都

将给企业传统化的设计模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

探索：采用三维和二维相结合的方式

据介绍，不锈钢分公司冷轧不锈带钢工程是一

个钢结构厂房，分为四到六个区，宝钢工程专

门用三维设计了里面的三个区，面积大概有5万

平方米。在具体的项目设计过程中，公司采取

了三维和二维设计软件相结合的设计方式，即

AutoCAD及Revit Architecture相结合，充分利用

两个软件各自的优势，在项目中有效地发挥其

最大作用，效果比较理想。

宝钢工程建筑工程事业部设计师李俊鹏介绍

说，冷轧不锈带钢工程的主要特点，不像一般

普通的民用建筑主要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而

是一种大跨度的钢结构厂房，这个结构体系影

响了设计过程中的很多要素，包括墙体材料、

采光通风方式、内部空间和应用的流程等。

“像这种复杂的建筑，与传统意义上讲的一栋

房子有几层楼是有较大区别的。虽然我们的厂

房是单层的，但在厂房空间里有很多平台、很

多设备，现在我们应用了三维的设计，就可以

很直观地看到里面的设备、平台、流线、空间

之间的关系。”李俊鹏同时表示，“现在三维

软件之所以逐渐引起设计人员的注意，主要是

因为它的建筑性能的分析、实施方面的统计数

据的应用有很大的优点。它的信息量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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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克三维软件致力于为设计及施工人员提高设计和

施工效率，减少浪费和重复工作，有更高的确定性和前

所未有的协作效率，并且必将在今后建筑性能分析以及

实施节能运用等方面展现其更大的优越性和独创性。

—李俊鹏

建筑工程事业部设计师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图片由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我们在设计、材料用量、施工方面的统计，比

如说哪些步骤先进行，哪些步骤后进行。”

设计师宋炯通过该工程的实践，认为Revit三维

设计优势突出：在初步设计阶段即采用Revit

三维设计，通过透视、剖切透视更直接的将生

产厂房的内部空间及外部形象有机的结合在一

起。效果图只是反映了建筑的某一个或几个方

面，而Revit充分满足了三维空间在设计过程中

的应用，直观的体现了设计师的想法。此外，

在审查汇报过程中采用Revit生成的效果图和漫

游动画，完全避免了二维设计空间表现力不足

和局限性，满足了设计师与业主的互动交流。

建筑是一门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的艺术，但是对

于工业建筑来说，感性的东西相对少一些，理性

的东西相对多一些，需要更为严谨和细腻的设计

思维，而大量的工作量往往难以避免错误地发

生。在冷轧不锈带钢工程中，Revit独有的参数化

信息化设计，使所有的构件都被赋予了丰富的参

数内容，任何错误的设计和修改都是可见的；立

面和剖面的自动生成，避免了因为考虑不周到和

设计疏忽造成的表达错误，在设计中也可以根据

需要在任何地方生成剖面，有效地避免了重复劳

动。“Revit就像一个设计小管家，掌管着设计的

质量大权。这样我们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错误率

也大大减少。”宝钢工程建筑工程事业部设计师

古佳鑫深有体会地说。

憧憬：应用BIM等三维软件是未来主流

从手工图板绘图到CAD二维平面设计，再到今

天的Revit三维设计，每一次都是设计质量和速

度的飞跃。而随着Revit软件的发展成熟，三维

设计将带给设计行业又一次大变革。对此，宝

钢工程的设计人员深信不疑。据介绍，现在公

司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接受并且习惯于

用Revit进行设计。不仅是年轻员工，很多老员

工也开始学习把这种新型的设计理念运用到工

程中去。 

不过，目前公司各专业使用三维软件还有一个

参差不齐的情况。据信息中心统计，各个专业

使用三维设计的比例情况，最高的专业已经可

以达到所有出图量的70%。徐峰说：“实际上

公司从领导到员工，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三维

设计肯定是将来发展的主流，二维设计肯定是

要被淘汰的。我们现在把三维软件掌握了，虽

然目前的软件应用当中还有一定问题，还要不

断完善，但只要我们率先掌握了这方面技能，

我们在未来竞争中就能占领制高点，这是战略

层面的大事。”

宝钢工程的设计人员表示，Revit在冶金设计行

业的应用虽然只是起步阶段，还在慢慢推广过

程中，但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发展潜力。所以，未

来公司将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考虑如何应用推广

Revit。因为宝钢工程和其他的设计公司有不一

样的地方，其他公司可能整个专业应用Revit，因

为民用建筑是以建筑专业为龙头的，但工业建

筑是会考虑到各专业间的配合，所以，宝钢工程

的建筑专业和结构专业会多考虑一些设备或者

工艺流程。对宝钢工程来讲，Revit三维的使用，

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提供服务、更好地和其他设

备、工艺方面三维软件配合，给各专业设计提供

切实的帮助。“但不管怎样，只要三维软件应用

方和供应方不断地共同努力，我相信设计行业全

面应用三维软件的目标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达

成。”徐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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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给企业传统化的设计模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

探索：采用三维和二维相结合的方式

据介绍，不锈钢分公司冷轧不锈带钢工程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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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维和二维设计软件相结合的设计方式，即

AutoCAD及Revit Architecture相结合，充分利用

两个软件各自的优势，在项目中有效地发挥其

最大作用，效果比较理想。

宝钢工程建筑工程事业部设计师李俊鹏介绍

说，冷轧不锈带钢工程的主要特点，不像一般

普通的民用建筑主要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而

是一种大跨度的钢结构厂房，这个结构体系影

响了设计过程中的很多要素，包括墙体材料、

采光通风方式、内部空间和应用的流程等。

“像这种复杂的建筑，与传统意义上讲的一栋

房子有几层楼是有较大区别的。虽然我们的厂

房是单层的，但在厂房空间里有很多平台、很

多设备，现在我们应用了三维的设计，就可以

很直观地看到里面的设备、平台、流线、空间

之间的关系。”李俊鹏同时表示，“现在三维

软件之所以逐渐引起设计人员的注意，主要是

因为它的建筑性能的分析、实施方面的统计数

据的应用有很大的优点。它的信息量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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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克三维软件致力于为设计及施工人员提高设计和

施工效率，减少浪费和重复工作，有更高的确定性和前

所未有的协作效率，并且必将在今后建筑性能分析以及

实施节能运用等方面展现其更大的优越性和独创性。

—李俊鹏

建筑工程事业部设计师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图片由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我们在设计、材料用量、施工方面的统计，比

如说哪些步骤先进行，哪些步骤后进行。”

设计师宋炯通过该工程的实践，认为Revit三维

设计优势突出：在初步设计阶段即采用Revit

三维设计，通过透视、剖切透视更直接的将生

产厂房的内部空间及外部形象有机的结合在一

起。效果图只是反映了建筑的某一个或几个方

面，而Revit充分满足了三维空间在设计过程中

的应用，直观的体现了设计师的想法。此外，

在审查汇报过程中采用Revit生成的效果图和漫

游动画，完全避免了二维设计空间表现力不足

和局限性，满足了设计师与业主的互动交流。

建筑是一门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的艺术，但是对

于工业建筑来说，感性的东西相对少一些，理性

的东西相对多一些，需要更为严谨和细腻的设计

思维，而大量的工作量往往难以避免错误地发

生。在冷轧不锈带钢工程中，Revit独有的参数化

信息化设计，使所有的构件都被赋予了丰富的参

数内容，任何错误的设计和修改都是可见的；立

面和剖面的自动生成，避免了因为考虑不周到和

设计疏忽造成的表达错误，在设计中也可以根据

需要在任何地方生成剖面，有效地避免了重复劳

动。“Revit就像一个设计小管家，掌管着设计的

质量大权。这样我们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错误率

也大大减少。”宝钢工程建筑工程事业部设计师

古佳鑫深有体会地说。

憧憬：应用BIM等三维软件是未来主流

从手工图板绘图到CAD二维平面设计，再到今

天的Revit三维设计，每一次都是设计质量和速

度的飞跃。而随着Revit软件的发展成熟，三维

设计将带给设计行业又一次大变革。对此，宝

钢工程的设计人员深信不疑。据介绍，现在公

司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接受并且习惯于

用Revit进行设计。不仅是年轻员工，很多老员

工也开始学习把这种新型的设计理念运用到工

程中去。 

不过，目前公司各专业使用三维软件还有一个

参差不齐的情况。据信息中心统计，各个专业

使用三维设计的比例情况，最高的专业已经可

以达到所有出图量的70%。徐峰说：“实际上

公司从领导到员工，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三维

设计肯定是将来发展的主流，二维设计肯定是

要被淘汰的。我们现在把三维软件掌握了，虽

然目前的软件应用当中还有一定问题，还要不

断完善，但只要我们率先掌握了这方面技能，

我们在未来竞争中就能占领制高点，这是战略

层面的大事。”

宝钢工程的设计人员表示，Revit在冶金设计行

业的应用虽然只是起步阶段，还在慢慢推广过

程中，但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发展潜力。所以，未

来公司将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考虑如何应用推广

Revit。因为宝钢工程和其他的设计公司有不一

样的地方，其他公司可能整个专业应用Revit，因

为民用建筑是以建筑专业为龙头的，但工业建

筑是会考虑到各专业间的配合，所以，宝钢工程

的建筑专业和结构专业会多考虑一些设备或者

工艺流程。对宝钢工程来讲，Revit三维的使用，

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提供服务、更好地和其他设

备、工艺方面三维软件配合，给各专业设计提供

切实的帮助。“但不管怎样，只要三维软件应用

方和供应方不断地共同努力，我相信设计行业全

面应用三维软件的目标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达

成。”徐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