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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于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2007年从事设计工作，2016年开始进行BIM应

用探索。

主导完成了我院的BIM体系建设， 主持完成了十余

项BIM项目。2020年团队首次参加“创新杯”BIM应用大赛

并获得“BIM应用新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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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是一所综合性甲级设计院。

我院设有采矿、选矿、综合原料厂、烧结、球团、炼铁、炼

钢、轧钢、铁合金、焦化、总图运输、材料、设备、工民建以及

给排水、供配电、燃气、热力、通风、工程经济等30多个专业，

拥有一支学识渊博、业务精湛的技术队伍。

目前全院共有职工360人，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90%。

其中，正高级工程师24人，高级工程师103人；各类注册人员100

余人。此外，拥有全国有色金属建设行业工程设计大师3人。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优势



中钢石家庄设计院是一所具有冶金全行业甲级资质、建筑

工程甲级资质、通讯铁塔甲级资质及工程总承包甲级资质的综

合性甲级设计院。

近五十年来，中钢石家庄设计院已为国内外200多个企业

完成了千余项工程项目的设计、咨询及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

服务。客户遍布全国各地，并先后同日本、德国、巴西、印度、

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伊朗、南非、玻利维亚、喀麦

隆等国家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承揽的项目受到

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资质



• 2016年，开展三维设计调查，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 2017年，成立三维设计团队

• 2018年，与欧特克合作进行三维应用培训

• 2018年，我院首个BIM试点项目《中钢集团山东矿业有限公司选厂项目》落地

• 2019年，《玻利维亚穆通综合钢厂工程选矿厂》三维设计项目实施

• 2020年，全部软件实现正版化，Autodesk产品占100%

• 2020年，《繁峙县金程矿业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球团工程》BIM项目参加2020

年第十一届“创新杯”BIM应用大赛，获得“BIM应用新秀”奖。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BIM发展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BIM技术优势

• 专业齐全

o 团队人员涵盖工艺、建筑、结构、电气、暖通除尘、总图、给排水、

燃气热力、消防、自动化等。

• 技术力量雄厚

o 依托中钢石家庄设计院强大的技术力量。

o 团队人员均为一线设计人员，具备全国BIM技能等级证书、勘察设

计注册证书等。

o 根据业务需要开发了多歀Dynamo插件及皮带机自动化配置系统。

• 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院业务实际的BIM标准。

• 致力于工业与民用的BIM项目、虚拟数字工厂、VR虚拟仿真、生产流

程模拟、施工模拟、建筑动画、建筑物复原等各个领域的设计与开发。

• 目前BIM团队在工业、民用、通讯等领域均有不错的业绩。



• 设计成果展示--链篦机

链篦机是球团生产的核心设备之一，

是球团生产工艺中承担干燥和预热工

序的设备。
链篦机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果展示



设计成果展示----繁峙县金程矿业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球团工程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果展示



BIM模型 建成照片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果展示



项目建成后与模型效果对比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果展示

BIM模型 建成照片



项目建成后与模型效果对比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果展示

BIM模型 建成照片



项目建成后与模型效果对比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果展示

BIM模型 建成照片



项目建成后与模型效果对比

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果展示

BIM模型 建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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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具的进化



设计工具的进化

手工绘图
甩图板 BIM

AutoCAD
Inventor

Revit

二维设计 三维设计



——利用计算机自动帮助我们完成设计。

自动化设计

⚫ 减少重复性工作

⚫ 较短的时间内能完成更多的工作，提升设计效率；

⚫ 更多的创新时间



典型选矿厂



选厂设计难点

▪ 参与专业多，专业间协作复杂。

▪ 2D设计问题难以发现

▪ 不直观，技术方案交流不畅

▪ 冲突检查困难，现场变更多

▪ 工艺设备的设计工作量大而且复杂，皮带机又是

工艺设备中数量最大的

▪ 皮带机为非标准设备，每个项目、每条皮带机的

配置均不相同。



选矿厂实例



解决方案

AECC工程建设软件集 PDMC产品设计与制造软件集



▪ 非标设备设计采用自动化设计来提升非标设备的效率

▪ 采用专业生产线工具设计产线，提升产线设计效率

▪ 采用Autodesk BIM解决方案提升建筑工程的设计质量

▪ Vault数据管理平台提升内外协作的效率

方案优势

工程建设软件集（AECC） 产品设计和制造软件集（PDMC）



确定新的目标

产线设计（工艺设计部门）
• 快速完成产线的布局，需要有直观的三维模型，
便于沟通和交流

• 干涉和碰撞检查，发现设计错误

非标设备设计（非标设备设计部门）
• 提升设计效率，参数化设计、智能装配，以提
升效率。

• 标准化，模块化设计，提高重用效率

• 定制化的需求

协同平台（全专业）
• 满足内部和外部协同的需要

• 提升协同效率。

• 数据的管理

建筑设计（土建设计部门）
• 快速易推广的建筑设计工具。

• 和AutoCAD平台良好的兼容性



⚫ 基于Revit族制作可变参数的构件

⚫ 提高构件的利用效率

⚫ 简化建模流程，缩短建模时间，提升项目实

施效率

采用Revit族制作参数化设备



破碎机采用Inventor对选厂设备进行建模 过滤机

球磨机

磁选机 旋流器

高效率
高质量

容易发现
错误

参数化
3D设计

容易实现设
计自动化

可视效
果好

兼容性好

易学易用

功能全

集成分析
功能



• 专业级的3D机械设计、图纸生成和

产品仿真工具。

• 设计自动化

o iLogic

o Inventor API

o 自动生成工程图和BOM表

自动化设计的工具



选厂皮带机自动化设计

将设备设计参数化、表单化、自动化！



选厂皮带机自动化设计



自动化设计皮带机展示



• 设计师的设计效率提升

• 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设计理念和设计优化。

选厂皮带机自动化设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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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设计 工业工厂设计

人 生产工艺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



服务于设备

工厂设计

工艺设备
（制造业）

生产厂房
（建筑业）

在厂房中运行

典型软件:
Inventor

典型软件:
Revit

工厂设计中的信息流



▪ 制造业与建筑业理念是有区别的，比方说在制造业，可能一个设备50m，100m已经是非常巨大了，但

是在建筑业，可能会有数十公里上百公里的工程，比如说桥梁道路等等。所以要想真正的实现制造业

和建筑业的信息融合还是比较困难的。

▪ 欧特克在制造业和建筑业都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制造业是PDMC，建筑业是AECC，Inventor和Revit

分别是PDMC和AECC的核心软件。通过欧特克的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信息双向流通。

制造业与建筑业的信息融合



工艺设备

（制造业）

生产厂房

（建筑业）

选厂中制造业与建筑业的融合



制造业向建筑业的信息传递

• 轻量化Inventor模型

• 编辑BIM导入数据

• 定义接口信息

• 通过.rfa将信息传递至Revit

• 在Revit中引用该制造业数据并

用于建筑设计的参照



建筑业向制造业的信息传递

• Inventor环境中打开Revit模型并参考

• Revit中的模型数据与Inventor实时同步

• Inventor中通过读取Revit的建筑数据以指导

产品制造

通过AnyCAD for Revit可以

实现Revit和Inventor数据的

无缝集成和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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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设计

•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渐渐消失，用工

成本逐渐增高，人力成本将成为以后

制造业的主要成本。

• 自动化设计可以有效提升效率，用较

少的人完成更多的订单，助力企业提

质增效。

• 制造业中，定制化需求占比将越来越

重

• ilogic及Inventor API是实现自动化设

计的利器。



制造与建筑的融合

• 建筑工业化、预制装配、模块化建筑是

实现建筑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途径

• 制造与建筑的融合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

势

• 数据的无缝集成是基础

• 平台化、集成化是未来的主流



BIM与物联网融合

• 云计算技术与5G技术的快

速发展加速了BIM与物联网

的融合

• 工业领域的BIM与物联网的

融合发展相对滞后

• 工业领域的数据量大，实

时性要求高，开发适合工

业的融合平台



Out of the Box Solution

BIM与娱乐引擎的融合

⚫ 通过unity、UE等娱乐游戏引擎，打通BIM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通道

⚫ 打造虚拟数字工厂，实现虚拟运行、演练、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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