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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改变传统钢厂施工
过程
——越南河静钢厂项目BIM技术应用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Design Review
Autodesk® DWG TrueView™
Autodesk® AutoCAD®

由于越南河静炼钢厂项目存在部分土建单体结
构特别复杂，图纸量特别大。建模完成后，
项目组利用Autodesk Navisworks软件进行整体
模型的整合。建筑模型可视化以后，可以让非
工程人员不用看正式图就对项目有简单直观的
认识。在项目部讨论工程问题时，通过展示模
型，可以让参与各方在更直观的平台上沟通。

通过本项目经验积累，进一步
提升了上海宝冶BIM技术应用
水平，特别是管道预制和物流
跟踪 ， 为BIM技术的深度推广
发挥巨大作用。
— 李桦
BIM中心总工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依托互联网 ， 利用BIM和云技
术，搭建一个开放的建设工程
服务平台，将各参与方全部整
合在平台上，实现全程协同工
作和建筑全生命期的管理。

图2上 管廊B段存在部分封闭空间，需搭设死模

图4 大小方坯连铸机基础的结构复杂，图纸量很大

连铸工厂：两套2流1,880mm板胚连铸机、一
套6流大方胚连铸机、 一套8流小方胚连铸机。

— 龚利文
副总工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石灰窑统包工程：2套550t/d石灰炉(年运转天
数332天,年产量36.52万公吨的石灰)。

图1 越南河静钢厂总模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国资委监管的中
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是拥有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双特
级”资质的大型国有企业。公司先后参加了宝
钢、武钢、马钢、攀钢、山西海鑫钢厂、首钢
钢厂、安阳钢厂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冶金工程，
已经成为中国冶建行业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上海宝冶在新中国许多重要的历史时期，承建
了许多国家重点工程。在国内不仅冶金建设领
域功勋卓著，还在市政工程的地铁、机场、高
铁车站等，以及汽车、船务、电力、化工、电
讯电子、建材等承建了众多最先进、最具代表
性的各类现代化建筑。尤其是宝冶在各地城市
化进程中，十多年建设的大型会展中心、体育
场馆、文化中心已经过百。宝冶成立半个多世
纪以来，见证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风雨沧桑和灿
烂辉煌。宝冶的工程已遍布全国各地，并不断
走向海外，被誉为“冶金建设的排头兵”、
“经济建设的国家队”、“过得硬的铁军”。
宝冶已成为中国建筑业杰出的品牌。

明市1300公里。计划建成一座一期年产能达
706.6万吨钢胚，一期+1年产能达1,059.7万吨
钢胚之炼钢厂，总占地面积约74公顷。本项
目临近永安港，据北部海防港、中部岘港城之
间，在国际航运中位于东南亚主航线的中点，
为亚洲地区与全球航线的有利位置，便利了原
料进口及成品出口。该项目立足于越南本地不
断增长的钢铁需求，继而借地理，政策之利辐
射整个东南亚钢材市场。将以河静省为中心，
结合上下游相关产业，带动永安经济区及邻近
城镇钢铁产业链的蓬勃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
钢铁产业重镇。

1. 雨季时间长达150-160天，旱季高温日长达
100天，地质情况复杂
2. 现场平面道路，排水，及临时设施布置要
求高
3. 设备基础基坑面积大，基坑深度大，开挖和
支护要求高
4. 钢结构总量大，单件重量大，吊装难度大
5. 设备安装难度大，精度要求高
6. 工程所在地资源匮乏，物流条件差，现场仓
储要求高

解决方案
宝冶承接的是“河静钢铁炼钢连铸车间一期新
建工程”“河静钢铁石灰厂建造统包工程”。
主要工艺设备如下表：
转炉工厂：
a. 前处理区： 3台KR脱硫炉
b. 转炉区：一台300t脱磷转炉、两台300t脱
碳转炉

项目概况
台塑河静炼钢厂位于越南中部河静省永安经
济开发区，据越南首都河内410公里，距胡志

项目难点

c. 二次精炼区：两台RH炉、一套双工位LF、一
套LTS(吹氩搅拌站)

1. 建模，可视化解决问题
在越南项目中，项目部在土建专业，钢结构
专业，及工艺管道专业中使用了BIM技术。针
对越南项目复杂的土建结构，技术人员利用
Autodesk Revit软件进行建模，在建模过程中完
成审图工作。Autodesk Revit在组合，引用各专
业模型上，非常便利。通过组合全场各专业模
型，发现单体与单体间设计问题，施工难点。
发现问题之后，技术人员再针对各种问题的不
同情况，通过沟通修改设计，增加措施，变更
施工顺序等方式来提前解决这些问题。保证现
场施工的平稳流畅。

图2下 板坯连铸机蓝色基础缺少尺寸

由于越南钢厂项目包括11万吨钢结构，模型零
件数大约在250万个左右。一般的模型浏览工
具都力不从心。Autodesk Navisworks软件在支
持大体量模型中的表现非常好，是项目团队在
经过多种软件测试后，唯一一个可以显示越南
河静钢厂炼钢连铸车间全部钢结构模型的浏览
工具。并且利用Autodesk Navisworks本身自带
的功能，实现了进度模拟，碰撞检查，漫游动
画等功能，受到了业主的好评。

图3上 RH炉基桩和转炉基础存在冲突
图5 炼钢区钢结构安装进度展示

2. 利用BIM技术实现精细化管理
a. 项目团队在Autodesk Revit软件中设计施工方
案，使得团队可以更直观得讨论施工方案，令
方案更加精细可靠。在优化方案的过程中综合
考虑工程量和措施工程量，以达到节省工费，
降低造价的目的。同时直接出平面剖面图，大
大减少了技术员绘图所耗费的时间，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设计方案中。
图3下 主控楼基础电缆隧道和转炉电缆隧道标高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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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管道工厂化预制和焊接施工数字化管理
传统的管道工程施工方法主要是现场安装，焊
接，长期以来存在工人劳动环境恶劣，质量难
以控制，施工周期长等问题。宝冶在越南河静
项目中，对全炼钢连铸车间主要大型管道采用
了工厂化预制的施工方法。

图9 现场钢筋加工
图6上 1#2#板坯连铸机基础开挖方案

图7下 连铸配水间管道与预留孔洞尺寸存在偏差

c. 利用Autodesk Revit软件对部分采用大直径钢
筋区域，如地连墙钢筋笼进行施工优化，节约
钢筋使用量。

3. 模拟重要工艺设备安装过程
炼钢厂作为冶金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设
备量大，单体重量大，组装复杂，工序交叉多
等难点。项目团队用Autodesk Revit对炼钢厂中
主要大型设备进行了模型创建。并利用动画软
件在模型中对部分重要大型设备进行了安装方
案模拟，使得安装方案更加可靠，并依此模拟
安装的成果，深化了设备安装方案。并在技术
交底中利用模拟动画对工人进行交底。

图12 安装方案

4. 利用BIM技术进行工程预算
BIM技术一个很重要大作用是对工程量的精确计
算。Autodesk Revit在工程量统计中的功能很强
大。项目团队在项目中对土建的混凝土量和机
电管道的工程量进行了计量。由于技术的不成
熟和BIM模型的认可度还不高，未能将模型工程
量直接用于预结算。但其中基坑土方开挖量，
混凝土量，管道量，管道焊接量等工程量都可
以由软件直接导出，作为预算部门的参考。

图8上 地下连续墙钢筋笼模型

首先在Autodesk Revit软件内对密集空间内如
地下水管廊、地上管廊、液压房等区的管线进
行建模，多专业碰撞检查，优化布置。由于
Autodesk Revit提供了方便的数据接口，宝冶
BIM中心针对管道预制加工的管理自主开发了基
于Autodesk Revit平台的的管道分段插件。该插
件主要功能是将管道模型按照原料尺寸进行分
段，并导出深化图及可供后续管理的管道预制
加工数据清单，交由加工厂加工。再将单线图
交由现场安装人员。由加工厂将加工好的管段
送至现场后，安装人员根据单线图进行安装。

图16 工厂预制

利用该施工方法，将大量海外现场焊接工作转
入国内工厂，有效地避免了越南的恶劣气候对
焊接质量的影响；同时有效缩短了工期，有效
降低了返工率，降低了成本。

图6下 1#2#板坯连铸机基础开挖现场

b. 在Autodesk Navisworks软件中内对密集空间
内如地下水管廊、地下电缆隧道、地上管廊、
液压房等区的管线进行预先布置优化，根据优
化结果出具相应的平立面施工详图图，提前做
好土建预留孔洞、避免碰撞、减少现场返工，
达到节省材料，节省用工的目的。

图10 OG系统吊装工艺模拟
图13 工程项目物料采购管理BIM应用流程
图8下 钢厂柱基础钢筋模型

5. 4D模拟施工进度
按照工程项目的施工计划模拟现实的建造过
程，在虚拟的环境下发现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问题和风险，并针对问题对模型和计划进行
调整和修改，进而优化施工计划。

图17 已完成预制段

图11 安装工艺模拟

图15 管道模型

图7上 连铸配水间管道模型
图14 1#2#板坯连铸机施工进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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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河静钢厂项目上，通过
BM技术应用 ， 我们实现了全
过程控制图纸质量，重点解决
了专业之间的碰撞、管线综合
设计、管道预制、钢结构物流
跟踪等问题，提高了工程的整
体施工质量。
— 何兵
BIM总监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工模型的完整交付。功能包括：1) 以项目BIM
模型成果为主线，基于数据库和局域网客户端
管理企业BIM资料；2）管理模型结构树，对模
型结构树节点关联各类项目文档资料，并可进
行实时修改；3）自定义搜索查询，搜索结果可
在当前视图显示并显示所有关联的资料信息等
十五项主要功能。在越南暴乱中，工程文档大
量损失。由于本项目采用宝冶工程信息大平台
进行文档管理，所以电子档文档保存完整。宝
冶越南分公司已于2014年7月26日复工，工程
文档仅需重新打印存档，几乎不需额外查找补
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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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显得尤为重要。更因为项目前期钢结构图
纸到图情况不佳，到图顺序和时间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构件加工顺序需根据现场总体方案和
到图情况作出调整。

冶集团为了全方位的推进BIM应用，尽早适应
建筑业的全面变革，在总部设立了BIM中心，
积极投入研发，在施工应用，深化设计，预制
预加工，协同工作平台等方面都积累了成果。
公司同时并对各大型，重点项目提出BIM应用
要求，不断积累项目应用经验。不仅瞄准各种
BIM技术应用点，更看重与应用点相适应的管
理方法，这样才能推动BIM技术在全公司普及
并不断发挥作用。

图23 现场钢结构管理平台

图24 现场钢结构安装
图21 信息原理图

项目总结
在社会对建筑业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BIM技
术的发展给行业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全新的施
工方法，全新的设计方法，全新的项目管理方
式，以及“拼装式建筑”，“3D打印建筑”
等新技术，都在BIM技术的发展下不断的被带
动起来。对个人，对企业都是全新的挑战。宝

图19上 人员权限管理

图19下 施工过程文档管理

图22 现场钢结构跟踪标签

图18 现场打包照片

7. 利用宝冶BIM竣工管理平台辅助项目信息化
管理
《宝冶BIM竣工管理平台V2.0》是企业自主开
发的文档及BIM信息服务平台。主要目的是服
务于竣工的文档管理，直接的目标就是实现竣

图20 模型文档关联

8. 钢结构互联网构件追踪平台
在越南河静炼钢厂项目中，由于工程地处海
外、体量大、工期压力大，钢结构工序之间的

通过钢结构物联网平台系统的使用使宝冶在越
南项目中，可以全面使钢构加工物流流程透明
化。真正实现全过程管理。项目部和钢构分公
司项目部可以第一时间了解钢结构加工物流进
度。就如快递公司一般简单便捷。在发现问题
后及时与后方生产沟通，并及时调整生产加工
计划。

随着BIM技术的更加普及，逐渐地也会面对越
来越多用BIM来设计的设计院，用BIM来管理的
业主。为了面对行业的变革，宝冶在BIM的道
路上也立足长远，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人才培
养。这样才能走在行业的前列，坦然的面对技
术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