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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毕业于国立华侨大学（财务管理及工程造价双学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工程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教育背景

17年工程领域相关企业工作经历（包含：交通、矿山以及房建）其中：

     （1）3年中央直属矿山企业驻外机构成控管理；

     （2）7年国有交通工程企业成控管理；

     （3）5年“福建省建筑质量安全监管系统”软件研发       

          服务商（联合创始人）；

2019年进入晨曦科技公司任职公司运营及技术服务管理；

行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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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简介

中国工程建设行业集项目管理经验与软件开发能力于一身的行业专家

1986年毕业于福建工程学院     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1987年晋升福建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建项目项目经理
1996年自学并编程写出晨曦第一款计价软件
1997年被任命为福建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处负责人，专管工程预决算
1998年创立晨曦科技
2011年合伙创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西安创新利置业有限公司

现任职
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西安创新利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中国建筑信息模型科技创新联盟副理长
福建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常务理事
福建省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联盟理事
福建工程学院政企产学研指导委员会专家等

工程项目与创始人经验资源累计吻合程度：
深耕工程建设行业30余年，有着充足的行业影响力、丰富的工程建设行业经验
与产品业务把控能力。工程建设经验与软件开发经验的跨界融合能力，一种融
在骨子里的工程基因，借助软件开发的能力为工程建设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及产品打造提供了强大有力的保障。



公司简介

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于1998年，坐落于福建省福州市，属于国家级高新
技术 型企业，公司员工人数有250多人，其中研发人员有160多人，分子公司分布
于全国20多 个省份。公司专注于工程信息化应用软件的研发，拥有完整的BIM应用
软件产品体系以 及基于BIM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公司简介



产品亮点

基于BIM路线，无缝对接Revit，
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中台软件！

晨曦BIM算量（土建、钢筋、安装）其中：

晨曦BIM管控平台（EPC/PPP/助力全过程
工程咨询 ... ...）



产品亮点

加入欧特克大家庭，为广大欧特克用户
解决本土化实际应用“最后一公里”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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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BIM实现设计
成本一体化？



BIM：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BLM
建筑全生命周期

BIM有三个层次含义：

1.BIM是一个设施(建设项目)物理和功能特性的数字表达；

2.BIM是一个共享的知识资源，是一个分享有关这个设施的信

息，为该设施从建设到拆除的全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决策提供可

靠依据的过程；

3.在项目的不同阶段，不同利益相关方通过在BIM中插入、提取、

更新和修改信息，以支持和反映其各自职责的协同作业。

根据BIM的定义，结合工程建设实践，总结出BIM具有以下五个
特点：

1. 可视化；2．协调性；3．模拟性；
4．优化性；5．可出图性。



BIM应用现状

前期大量的BIM应用基于直观的模型展开

方案展示 碰撞检查管线综合 施工模拟



传统条件下各个专业间的建筑模型设计数据不能相互

导出和导入，使各个专业间缺乏相互的协作、数据不

能共享，因此相关标准的制定就非常重要。

策划阶段

1.传统2D设计模式，无法直觉于脑海中呈现3D图像，

参与者需重复耗时读图结合三维空间想象力呈现项目

形态，且因每个人专业不同而解读不同，当设计图面

更加复杂时，势必使疑义点不易察觉，产生认知差异

与沟通高风险性。

2.概算工作需要造价人员将二维设计图根据自己的理

解转化为三维模型，工作量较大；且造价人员和设计

人员对图纸的理解不一致时将会造成偏差

方案及初步设计阶段

在传统的设计项目中，各专业的设计人员都是分专业

进行独立设计，再通过开专业协调会议来解决设计中

出现的问题。如果协调不足就会造成在施工过程中冲

突不断，变更不断的现象，浪费了大量的材料、成本、

工期

施工图设计阶段

传统模式实现设计成本一体化难点



传统模式下招标人或其委托人需要先熟悉工程图纸，耗费大

量时间和精力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施工图转化为传统算量模型。

但通常情况下都会存在算量人员对图纸的理解和设计人员不

一致的情况，将导致计算出来的工程量与实际存在偏差

招投标阶段

施工管理中，整个进度管理在项目整体控制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虽然有详细的进度计划表、图等技术做支撑，但是

执行结果却不如人意，延迟事情常常发生，对整个项目的经

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在传统的施工管理中，2D设计图由于

形象性较差无可视化效果，不方便各专业之间的协同管理，

网络计划图设计抽象难以理解和执行，使传统管理手段无法

做到精细化管理。

施工阶段

传统条件下，竣工结算需要造价人员花费大量时间根据竣工

图纸重新建立传统算量模型。且竣工交付成果为竣工图纸以

及大量电子文档、纸质资料，若项目后期运维则需单重新建

立BIM模型将竣工资料中的项目信息做梳理录入等

竣工阶段

传统模式实现设计成本一体化难点



设计制定项目基于BIM的设计成本一体化建模、成果交付标准等，进行项目全过程的设计成本一体

化BIM模型规划。在项目策划阶段，通过设计成本一体化BIM模型，可快速形成成本分析报告，并

且可实时同步信息变化得出成本变化情况，为项目决策提供重要而准确的依据。

策划阶段

1.3D模型所展示的效果非常直观，可视化的方式进行讨论，各参与方可以根据模型对方

案进行评估，对可实施性、如何减少成本、缩短工期等问题进行讨论

2.根据设计成本一体化标准建模后，通过数据对比和模拟结果分析，可快速进行方案比

选；并且可以直接提取满足成本需求的工程量，添加成本信息后形成概算，进行各节点

多方案比较，为限额设计提供依据

方案及初步设计阶段

在施工前，根据设计成本一体化BIM模型可视化效果对建筑、结构、电气、给排水、暖通、消防、

电梯等各专业进行空间协同，检查出各专业的碰撞问题，净高要求等，并进行模型调整，避免在后

期施工过程中发生无效的拆除和安装，避免过多浪费

施工图设计阶段

基于BIM技术的设计成本一体化解决方案

基于BIM的设计成本一体化体系能打通设计与成本间的壁垒，通过BIM技术实现设计与成
本的完美融合，创建承载建筑所需信息的模型，优化设计，帮助精确决策，实现成本预控。



BIM模型承载的信息量会根据设计成本一体化建模标准要求，全面采用可视化的参数修改方式，对

模型的功能参数、特征参数、设计参数、成本参数等进行增加和修改，实现数据实时关联。再通过

设计、成本各专业协同工作，优化设计模型，从模型中直接提取满足成本需求的工程量、价的信息，

快速形成准确的项目招标控制价。提高招标工程量的精确度，并大大节约传统工程量算量时间，提

升了造价工程师工作效率

招投标阶段

基于3D的协同、技术交底，由于可视化效果好、简单易懂，大大提高了沟通效率，设计、

成本、施工、业主在平台中看到的BIM模型都是一样的，在模型中获取的信息也是一致的，

就可根据施工计划计算资金计划；如果出现变更，可以实时调整模型并提取变更工程量，

附加成本信息后快速形成变更前后的成本对比分析报告，实时调整目标成本；通过设计

成本一体化协同管理平台，将各专业整合到统一平台，可以有效支持造价、采购、库存、

财务等的动态和精确管理。同时将设备材料信息集成到BIM模型中，如材料特征、物理特

征、力学参数、设计属性、价格参数、厂商信息等，使得建筑构件成为智能实体，实现

甲供材料采购精确管理。

施工阶段

由于BIM模型承载的信息会根据项目的发展不断确定和修改，在竣工阶段，BIM模型已经完成了整个

项目信息的增加、修改，可以直接从模型中提取结算工程量，编制竣工结算，收集竣工信息，让各

参与方在协同平台中共享项目模型，减少工程量的计算和核对时间，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提高结算办理效率。

竣工阶段

基于BIM技术的设计成本一体化解决方案



晨曦产品解决方案

正向设计模型

晨曦BIM智能翻模

晨曦BIM算量      
       土建

晨曦BIM算量      
       钢筋

晨曦BIM算量      
      安装

晨曦BIM出图 晨曦钢筋翻样

将计价文件导入晨曦计
价（或国内主流计价软
件）精细化套用定额

工程量计算结果导出
计价文件和明细表

将模型算量明细表、计
价文件以及Revit模型
轻量化上传至晨曦BIM

全咨管控平台

通过晨曦BIM项目管控
平台进行项目全生命周

期管理

辅助BIM设
计成本一体

化落地



设计成本一体化过程中各单位内部

以及各单位之间协同问题如何解决？？？



BIM技术落地项目协同管理
数字化BIM模型的应用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更快捷准确的支持信息，并以此为基础
进行项目的价值分析、合约管理、过程控制、效应分析，从而使项目的综合价值更优。

通过数字化BIM模型实现从规划、决策、

设计、交易、实施、运营等建设项目

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管理的一体化

全参与方在数字化BIM模型上协同、交互工作场景，使各参与方

能够进行高效、实时的信息传递，交付数字化成果。同时，各参

与方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建立关系良好运行流畅的生态圈，进

行业务、技能、数据等方面的分工合作，从而使业务工作最优化

的资源配置以保障工作目标的完成；

项目各个阶段的工程造价数据进行前

后连贯，相互作用，使项目数据互联

互通；

通过数字化BIM模型将建设项目成本、工期、质量、范

围、环境等各工程项目管理要素进行综合性、整体性、

最优价值性的计划与控制，实现工程项目管理要素的

管理目标和管理内容一体化

       工程造价专业人员在进行工程造价管理时，可累

积造价管理过程形成的BIM模型及工程造价信息，建立以

BIM模型为基础的结构化数据库。将集成了工程造价各要

素的建设项目BIM模型分解为不同细度的BIM模型组件，如

单项工程模型、单位工程模型、分部工程模型、分项工程

模型、单构件模型，积累形成种类齐全、不同细度的模型

化指标库。

       模型化指标数据库存储了完整的造价要素信息，

可根据需要进行不同维度的数据分析。例如通过分析工期、

质量、环保、安全等要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建立各要素

的影响力模型。另外，由于积累了不同细度的模型，在应

用是可自由组合模型、快速搭建拟建项目模型，并可调整

局部的造价要素信息，准确计算拟建项目的工程造价。



BIM模型的协同解决的大多为
模型本身协调性

              那么针对项目实施过程各单位内部

        以及各单位之间的问题是否需要一张“会桌”？



晨曦产品解决方案——BIM项目管控平台

主要内容

1、以BIM模型为载体、工程进度为主线、投资管理为核心，通过以进度控制、成本控制、质量控制、风险管理、合同管理以及资产管

理为目标的工程项目总控管理，实现对工程项目投资的全过程精细化管理。

2、建立云平台＋各方参与＋BIM工程项目全过程总控管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项目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和各专业系统间信息断层问题，

全面提高从策划、设计施工、技术到管理的信息化服务水平和应用效果。



晨曦产品解决方案——BIM项目管控平台

01 02 03

04

完全自主化轻量引擎，

可导入多种主流模型格式

如.rvt  .nwd  .dae  .

3ds  .fbx  .obj等。

基于自主引擎
无限模型加载

结合两种技术自身的

优点，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数字化、可视化、

精准化的管理工具

BIM+GIS
技术应用

通过自主研发的表单+业

务流引擎，可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灵活配置功能

菜单以及业务流程

菜单及流程无代码
自助式创建与组合

核
心
优
势 05

根据企业架构将项目信

息分析汇总至企业级，

辅助建立完整的企业级

数据库，且企业级数据

可反向服务于项目

项目数据与企业

数据融汇贯通
数据分析引擎可提取业

务场景中的数据，进行

多层级数据分析，根据

参建单位生成不同看板，

让数据更智能化的服务

于决策

智能化数据分

析



晨曦产品解决方案——BIM项目管控平台

       企业级+项目级数据中心，企业项目情况一目了然。同一项目多方角色基于同一平台协同作业，数据决策
中心根据项目参建单位单独生成信息看板实时展现项目情况，辅助管理人员可视化、精细化管理与快速决策。

：企业各项目数据及项目各阶段数据分别汇总分析生成丰富的图标、直观展示，方便企业领导了解企业项目情况，

有助于项目管理人员及时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项目级数据中心根据项目参与方分为总控看板、投资咨询、勘察咨询、设计咨询、造价咨询、招标咨询、施工/

监理、BIM咨询8版块块，各版块数据数据可自定义配置或定制化配置

：通过实时查看项目情况，可辅助管理层精细管理与决策；

：BIM模型集成项目成本、质量、安全、资料、变更等多维度信息，真正实现了BIM建筑信息模型中“关键信息

集成”的一大要素；



基于国内现状是否可真正
实现一模到底、一模多用？



一模到底实现难点

BIM软件本土化问题！！！

                             尤其造价阶段全部使用传统造价

      由于清单定额等规则影响欧特克全系列产品在造价阶段本土实用性低



晨曦产品解决方案——智能翻模

① 软件抛开传统的图层提取概念，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施工顺序及制图规范自动识别图纸

内容，一体化完成图纸分割与整理、构件识别、生成REVIT模型等过程。

② 将标准化、有规律的步骤交由软件自动完成，帮助用户简化操作步骤、提高建模效率。

③ 与晨曦BIM算量无缝对接，完成土建、钢筋的快速出量



晨曦产品解决方案——BIM算量

晨曦BIM算量软件是基于REVIT平台一站式BIM土建、BIM钢筋和BIM安装的算量软件。 融入

国内清单规范和各地计算规则，直接使用REVIT模型快速出量，形成清单量、定额量和实物工

程量。本着减少广大预算工作者的工作量为第一要旨，突破了REVIT软件在构件划分思路不一

致、布筋繁琐等难点，并实现了计量过程中的智能化、可视化、精准化和快速性。



① 复杂节点快速布置     ② 节点可视化查看     ③ 复杂节点三维交底

晨曦产品解决方案——BIM钢筋复杂节点应用



晨曦产品解决方案——BIM钢筋施工方向应用

针对复杂节点的钢筋模型进行

实体布置，了解复杂节点详细

情况

从钢筋模型中读取相关信息，集成

下料单、三维标注图、二维标注图

三个信息展示模块，供钢筋加工厂、

材料领用人、施工人员使用

BIM出图模块解决了Revit中施工图自

动生成和编辑的问题，根据rvt模型和

晨曦数据库自动生成平面、立面、剖面、

各类大样



晨曦钢筋应用案例——湖北鄂州机场

中天建设钢筋下料
在施工现场的运用



晨曦钢筋应用案例——湖北鄂州机场



软件未来发展方向

云算量、云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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