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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在铁路四电工程的适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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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前的 BIM 应用与各种新兴信息技术相结合，在多领域均有其身影，而铁路四电工程因其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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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交叉、施工难、跨自然区域大等特点，迫切地需要 BIM 来提高设计、施工的效率。为使 BIM 在铁路四
电工程中更好地应用，分析了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为 BIM 在铁路四电工程中的实际应用
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BIM；铁路四电工程；适应性

1 引言
目前，BIM 技术在铁路四电工程领域的应用
处于快速发展和深入研究阶段，其应用价值已得到
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行业的普遍认可，当前和今后较
长一段时间内铁路建设都将处于一个高峰期。然而
铁路工程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阶段相互衔
接、各专业协同设计，掌握好 BIM 技术可以提升
工作效率与质量，规避系统工程建设风险，提高项
目整体效益。随着 BIM 技术在工程建设领域体现
出的巨大应用价值，BIM 技术在铁路建设领域的
研究及应用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铁路
相关单位均加大 BIM 技术在铁路领域应用的研发
力度，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息便产生关联，一旦有任何修改，都能在相关联的
平台上得以显示。
基于以上理念，当前的 BIM 技术得以在两个
方面做深入实践，新技术集成和多领域实践。
（1）新技术集成应用为了解决一系列实际问
题，学者与业界尝试将各种新兴的信息技术与 BIM
集成应用，以求实现 1 加 1 大于 2 的效果。目前的
GIS 标准化和数字化程度较高，GIS 主要用于构筑
地理位置定位和区域空间，分析空间地理信息数据
[2]
，BIM 却适用于建筑物本身的信息参数与细节展
示，二者的优劣得以互相补充，如图 1 所示。

2 BIM 技术应用的发展趋势
目前，就 BIM 的定义不同组织给出了各种解
释，其作为一种新理念和新技术，受到了学者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但综合来看 BIM 主要包含两大核
心理念[1]：一是 BIM 提供了可视化的信息表达方
式，其中包含了模型的参数特征（几何和功能属性）
和与之相关的全生命周期信息；二是可视化的信息
数据是动态、即时、共享的，在模型创建开始其信

图 1 基于 BIM+GIS 的三维测量

BIM 模型受制于建筑物大体量、本地或桌面
应用模式，而从其他站点有效获取和更新信息较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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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云计算[3]同 BIM 的集成实现跨区域协同办公，
将大量信息放在云端服务器，大大提升数据处理的
速度，帮助项目各参建方协调办公、多专业交叉施
工模拟。如图 2 所示。

（2）多领域实践应用。BIM 有着可与多种信
息技术集成的属性，不管是二次开发还是多方协同，
均可将 BIM 技术运用到不同领域。在非建筑领域
中，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则开展了“人类救援
严肃游戏”，旨在将 BIM 功能与严肃游戏中工程模
拟（火、烟）功能组合，利用双方操作交互性弥补
现有仿真模型数据收集方法的不足[6]。此外，作为
教学改进的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也将 BIM 用于
本校的“建造与施工管理”课程教学，基于 BIM
提供的可视化模型提供更加实际的教学案例[7]。

3 铁路四电工程概述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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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云&BIM 系统模型

除了在项目信息处理这方面的信息技术，人、
计算机及实体环境的交互也是一大应用点。混合现
实（Mixed Reality，简称 MR）通过计算机的处理
将所需要的虚拟数字信息叠加在现实环境中，微软
公司的 MR 全息眼镜 Hololens 支持实时空间建模、
实时空间追踪、播放空间声音等，基于 Hololens
的 BIM 技术得以实现模型的三维呈现[4]，指导现
场施工[5]，如下图 3、4 所示。

3.1

铁路四电工程概述

铁路四电工程是指主要包含“通信、信号、电
力、电气化（牵引供电）” 四个专业方向的铁路建
设工程，及其与这项专业相关的配套工程和临时设
施等，也就是传统意义上讲的“站后工程”。其中
的接触网工程是主导内容和关键工程。铁路四电工
程专业组成及其联络关系图如下所示。

图 5 铁路四电专业联络关系图
图 3 Hololens 全息三维协同设计

在铁路四电工程中，通信工程是铁路的“神经
中枢”，是保证铁路安全运营的信息基础工程，其
主要任务是提供语音、图像等多媒体通信手段，确
保信息准确可靠地传输；信号工程是列车运行的
“可视化系统”，担负着路网上行车设备运行状况、
运输调度的指令控制等信息的传递与监控工作；电
力工程是铁路的“能源基础”，为确保各系统负荷
提供不间断供电；电气化工程又称牵引供电工程，
主要为电力机车供给牵引用电，为列车运行提供保
证。

图 4 Hololens 指导钢筋绑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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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身标准也不是很统一，数据交互困难，没有完全
适用于铁路工程行业的软件产品，从设计、施工、
对于四电各个专业来说，其特点分别表现如下：
建设、管理以及到运维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成熟软件。
（1）通信工程中新材料和新设备应用广泛，
即使是成熟的软件厂家例如欧特克，也无法拿出可
3G、4G 等通信联络技术更新换代快，后台控制系
供铁路工程适用的软件，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不得
统操作复杂，专业性极强。
不在现有的 BIM 设计软件上去优化，进行二次开
（2）信号工程易受土建等站前单位影响，而
发，使之适应铁路工程所需要的构建要求。
其自身专业技术性强，安全、质量和技术管理难度
其次与机械设计、建筑工程领域相比，铁路工
大；信号电路结构复杂，调试技术标准高，短时间
程行业拥有很多完全不同的构件，这些构建所具有
内开通资源消耗高，存在一定的施工风险。
的功能是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需要单独创建。例
（3）电力工程施工区域跨度大，与电力、市
如铁路工程的线路中线，它不仅仅是一条空间上的
政、管线等交叉多，施工干扰因素复杂；其工期受
三维曲线，在这条曲线上需要附加大量的其他专业
制约因素较多，外电引入等不确定风险高，制约其
所需要的信息，如线路的里程、方向，各专业的缺
他专业的联合测试。
口位置等要素。相对于线路中线本身这条曲线来说，
（4）电气化工程的特点是专业接口多，
“四新”
上面所附加的信息才是建模的真正难点，目前尚未
（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方法）技术更新换
得到完全的妥善解决。铁路工程具有线状工程的特
代快，安装工艺要求高；高空作业内容多，施工安
殊性，跟地理信息结合比较紧密，这就需要对软件
全风险大；工期压力大，联合测试难度高，是工程
程序结合 GIS 进行二次开发，使曲线所能附带的
竣工的关键性专业。
信息更加全面，而不是只有简单的几何信息。
铁路四电工程及专业有着各自的属性和特征，
（2）数据存储标准的欠缺
但在不同的自然施工环境面前，其技术标准、管理
在机械、建筑这些工程领域由于多年使用 BIM
要求均不同，都表现出了技术专业性强、施工接口
技术的经验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数据存
多、安装调试难、干扰因素多等特点。
储方式，对于铁路工程来说，自然是尚未形成统一
的数据存储格式，这对模型内数据的流通造成了极
4 适应性分析
大的障碍。同时，国内外的 BIM 标准研究没有涵
4.1 铁路四电工程中 BIM 应用的问题
盖铁路行业，无论是 IFC 还是 IFD、还是 OMINclass
目前，铁路四电工程中的 BIM 应用同建筑工
等等，对铁路这部分来说比较弱，线路、轨道、路
程中的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铁路四电工程本身
基、桥梁、隧道、站场、信号、机务车辆、电气化
具有专业众多、接口调试复杂等特点。BIM 的推
等特殊方面都是相对比较弱的。
广势在必行，然其推广所面临问题繁多，如 BIM
（3）从业人员的能力良莠不齐
相关软件，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设计软件，国内的广
BIM 作为新兴的技术手段，对目前的从业人
联达、鲁班等，这些软件的模型底层编码及数据存
员来说要改变传统的工作模式必然会有抵触心理，
贮格式都是按照建筑物的相关规范进行编写的，与
这也是目前制约 BIM 应用在铁路工程中推广的一
铁路工程的规范要求不甚符合。
大因素。不仅仅是现有的技术人员回避新技术，
根据目前的铁路四电工程中 BIM 应用研究来
BIM 技术未经过长时间系统培训也是难以完全掌
看，所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握；同时目前的 BIM 培训不完善，施工企业对 BIM
（1）BIM 设计软件研发或二次开发不足
技术不完全接受，业主单位又不大力推行，使得
首先各专业软件应用不统一，软件产品的内部
BIM 实际落地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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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四电工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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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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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阻力重重，但铁路工程需要 BIM，四电
工程需要 BIM 这样的新技术去优化、提升效率，
下面提出了几点实际的对策：
（1）政策不断引导。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国
铁路 BIM 联盟经过近年来的组织与推动工作，对
于铁路工程中 BIM 技术应用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这说明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非常必要。建议上
级政府主管部门（如铁路局）将 BIM 技术的推广
应用纳入铁路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同时应与 BIM
推广应用经验丰富的政府机关（如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强力合作，改进推动 BIM 在铁路工程中应用
的方式；学习海外发达国家铁路工程 BIM 应用经
验，配合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
（2）经济大力支持，技术持续研发。研发成
本与技术是并行的，国家层面经济应当地大力支持，
推动基于 BIM 专业软件的二次开发，确保更加使
用于铁路工程；企业单位应增强自身 BIM 技术二
次开发能力，形成具有完全或部分自主知识产权的
产品，提高设计、施工等效率，降低施工成本，最
终减轻 BIM 应用所带来的研发成本与经济风险；
加强与 BIM 平台开发商的沟通与交流，尽可能保
证二次开发接口的连续性及扩展性。
（3）完善体系标准。中国铁路 BIM 标准框架
及相关标准的研究及制定工作应与国际标准和国
家标准（指导意见）接轨，根据 IFOminiclass 规范，
参考建筑行业 BIM 标准，结合铁路工程的特点，
借助中国铁路 BIM 联盟，组织设计、施工单位开
展中国铁路 BIM 标准框架及相关标准的研究及制
定工作。
（4）管理模式改变。目前中国铁路行业尚未
建立基于 BIM 技术的工作流程，易造成具体工作
程序上的混乱而进行返工，政府和企业在制定 BIM
标准和指南的同时，还需要建立起 BIM 工作流程
的框架，为项目参与方提供工作流程的标本；并从
思想上让管理层认识到 BIM 应用的紧迫性和必要
性，同时应加强对 BIM 技术应用的支持力度，从
基层人员的技术培训到管理层的思想转变，都是缺

一不可的。

5 BIM 在铁路四电工程中的应用
如前所述，铁路四电工程是一个庞大复杂、分
阶段逐步细化的系统性工程，牵涉到业主、设计方、
施工单位等多个参与方和诸多专业，多年以来惯用
的设计、施工的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转变为 BIM
模式，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分阶段地将 BIM 应用
到铁路四电工程中来。
5.1

前期规划阶段

在铁路四电工程建设项目的初期，需通过逐步
细化的项目论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BIM 可以
应用于场地分析、建筑规划及方案论证，还可以利
用 BIM 与 GIS 结合形成三维可视化电子沙盘，在
电子沙盘中包括：所在区域既有铁路网和其他交通
网信息，重大不良地质信息，沿线自然特征的地理
信息等。由于模型元素都是参数化和可运算的，因
此可以基于模型信息进行分析和计算，在模型中进
行诸如客货运量预测，确定项目功能定位和建设的
必要性，综合沿线自然特征、影响线路走向的重要
因素，确定线路平面方案的带状走廊带。
5.2

勘察设计阶段

5.2.1 外业勘察阶段
铁路外业勘测分为初测和定测两阶段，在本阶
段借助 BIM 来电子化外业勘测结果，以前期的铁
路三维模型为基础，建立存储各专业勘测数据的中
央数据库，即在 BIM 平台中整合各专业纷杂的勘
测数据。此外，各专业数据可以在平台中实时录入、
编辑，并且其他相关专业可以随时查看该专业数据
变化。例如线路、站场专业可以查看地质专业在平
台中录入的沿线地质情况数据，以进行方案调整、
取土场选址等工作。
5.2.2 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是 BIM 应用较为成熟的阶段，铁路
设计中所涉及的 20 多个专业彼此需要海量的设计
信息沟通，如图 6 所示，对目前模型生成视图漫游
动画，以此充分查看模型在项目中的各个部位及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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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要细节，减少专业冲突。

图 8 Revit 模型参数流程图

对于施工交底，项目族可以基于 BIM 将空间
信息与时间信息整合在一个可视的 4D 模型中，针
对复杂工艺制作模拟视频，上传各类交底数据信息，
形成基于工程构建的施工交底信息库，其应用流程
如图 9 所示。
图6

Revit 中视图漫游铁路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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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应重点基于 Revit 软件平台进行二次开
发，以四电工程中的接触网为例，其基于 BIM 技
术的接触网施工插件框架如图 7 所示，该插件利用
参数化技术提供物料和工程量统计功能，为设计方
案的比选和优化提供了便利。

图 9 施工交底管理的应用流程

5.4

图 7 基于 BIM 技术的接触网施工插件框架

5.3

工程实施阶段

BIM 在本阶段可用于施工进度模拟、施工组
织模拟、物料跟踪、配合施工及竣工交付等。物料
跟踪管理接触网结构复杂，零部件种类众多，通过
对不同类型的接触网零部件进行编码，方便物资的
管理和物料跟踪；利用 Revit 本身的模型参数添加
功能，如添加设备的采购信息、结构物理信息及负
责工作人员信息，其流程图如下。

运营维护阶段

运营维护阶段中，BIM 技术用于维护计划 、
资产管理 、空间管理 、防灾救援及模型维护。在
运营阶段，可以基于 BIM 模型平台，及时输入客、
货流量等，通过对比分析，实时调整客、货列车运
行；在维护过程，通过设施监测、检测系统获取基
础设施的状态数据，综合列车运行情况，制定养护
维修计划。

6 结语
从建筑工程中的 BIM 应用发展来看，铁路工
程中的 BIM 应用也将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需要克服种种难题和挑战。笔者通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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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BIM 于铁路四电工程的应用适应性分析，对其
应用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种种对策，
BIM 技术在铁路四电工程中也势必有着更加广阔
的应用范畴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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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Shanshan

Xu Hao

（Wuhan Railway Electrification Bureau Group Co., Ltd.，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BIM application is combined with various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has its own presence in many fields. However, due to its multi-professional crossover, difficult construction,
and large cross-natural areas, the railway four-electric engineering urgently needs BIM to improve design.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In order to make BIM better applied in the railway four-electric engineering, th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are analyzed,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BIM in the railway four-electric engineering.
Key Words：BIM; Railway four electric engineering;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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