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United Utilities
地点
英国英格兰沃灵顿
项目目标
• 实施一项价值 60 亿英镑的
AMP6 项目，其中包括 200 多
个资本项目的交付。
• 采用协同 BIM 策略管理数字
数据和资本项目，实现最佳
的资产性能和更具效率的项
目交付。
使用的产品
ProjectWise 和 Bentley Navigator

快讯
• ProjectWise 支持 United Utilities
团队实施一个共享环境中的
通用数据结构，让多领域项
目团队能够安全地访问信息
模型。
• 设计、模拟和碰撞解决技术
之间的集成提升了设计信任
度，并增强了数据可靠性，
从而加快了施工进程。

ROI
• ProjectWise 的实施不仅提高
了项目效率，而且预计可为
五年资本投资计划节省
4,000 万英镑的资金。
• 通过实施与业务系统保持
一致的统一数字化数据方
法，United Utilities 希望持续
优化其资产基础，从而在整
个资产生命周期过程中节省
更多的资金。
• United Utilities 倚赖 Bentley 应
用程序的互操作性来实施其
协同 BIM 策略，公司希望通
过前期设计测试及更加合理
的施工规划来节省时间和资
源，最大限度地避免高昂的
返工，并降低健康与安全
风险。

United Utilities 采用协同 BIM 策略交付 200 余项
水产业项目
ProjectWise® 技术进步预期可为资本交付项目节省超过 4,000 万英镑
的资金
将 BIM 应用到资本项目交付
25 年前英国 (UK) 水产业私有化要求提供商能够实施
资产管理计划 (AMP)，按照该计划，水产业委员会
将该项目承包给建筑公司，以便于对行业中过时的
资产进行更新，以及对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维护。
每项 AMP 历时 5 年，到了 2015 年，该行业已演进到
AMP6。为了与行业标准保持一致，United Utilities 发
布了 AMP6 计划，投资 60 亿英镑打造为期 5 年的项
目（2020 年截止），其中有 29 亿英镑专门用于 200
余项资本项目的交付工作。作为英国最大的上市水
产业公司，United Utilities 负责 300 万家庭、200,000 家
企业的水资源管治以及废水处理工厂和网络的管理
工作。该公司的此次投资将改善其规模庞大的水利
基础设施，交付更高质量的饮用水和洗澡水，提供
更加洁净的环境，并在未来 5 年内降低客户的用水
费用。
为确保高效实施其 AMP6 计划并改善资本项目的交
付成果，United Utilities 意识到他们需要更合理的数
据结构和最佳的资产管理。在可通过长期资产运
营和管理来交付重要客户服务的行业当中，United
Utilities 采用了一套协同 BIM 方法将运营与资产创
建和资本维护关联在一起。“United Utilities 采用了
BIM，力求充分运用 BIM 在项目交付中所提供的效
率，”United Utilities 首席 BIM 技师 (CDE) Gregg Yarnold
评论道。

利用数字化数据实现节约
伴随着大量的施工交付和工程服务，合作伙伴需要
长期致力于大批量的项目工作，这些项目复杂性
各不相同并且会影响诸多水利基础设施资产，因
此 United Utilities 需要全面的协同项目管理工具。借
助 ProjectWise，United Utilities 对 BS 1192 模块进行了
配置，进而依照 AMP6 与其业务需求保持一致。该
组织在互连数据环境中开发出一套结构数据命名约
定，可让分散的项目团队开发、共享和协调各自的
设计信息。在这一设置模式下，每名团队成员都可
以访问所有经过审批的数据，从而免去了将数据从
一个系统传输到另一个系统的需求，如此即可确保
所有团队成员都能随时利用最准确且最新的信息来
节省时间和降低风险。

借助 ProjectWise，各项目团队成员能够在安全的环境
中访问单一真实的信息源，由此免去了对数据传输的
需求，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而且规避了风险。

ProjectWise 允许 United Utilities 从其交付的项目中提
取资产相关的数字化数据，并以最少工作量将这些
数据导入企业系统，借此来完善数据所有权。凭借
拥有从设计概念到调试所积累的数据，结合定制专
门系统，强化企业特定之数据结构的能力，United
Utilities 能够更高效地集成新资产并实现项目软着陆，
这一成果预计可为资本交付计划节省 4,000 万英镑的
资金。此外，适用于数字化数据管理的协同、统一
的系统能够更加高效地运营其水利基础设施资产，
从而实现扩大预期项目交付成本节约的可能性，
大力推动整个资产生命周期内的成本节约。

利用 ProjectWise 增强数据安全性
由于 AMP6 致力于资产弹性并会优先考虑资产投
资，因此该计划已经从过去的以文档为中心的模式
转向依赖于使用最新和最佳数据的模式。在这个信
息容易遭受损失的技术驱动型时代当中，优化数据
安全性已经成为业内面临的首要任务。协同 BIM 方
法不仅能简化信息管理，使数字化数据与物理资产
保持一致，并允许将新的项目数据纳入到既有资产
信息模型，而且能够提升数据安全性。“随着转向
协同数字环境，我们拥有了切实巩固资产数据周边
安全性的机会，”Yarnold 说道。

“利用 ProjectWise
对诸多设计工具进
行集成不仅进一步
提升了效率，而且
为我们的安全资产
数据存储奠定了基
础。ProjectWise 为
United Utilities AMP6
计划的 BIM 策略
奠定了基础。”
– Gregg Yarnold，United Utilities
首席 BIM 技师 (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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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先前承包商利用传统数据共享方法在其各自的环
境中进行工作的模式相比，ProjectWise 可提供能够
让所有团队成员进行访问的单一真实的信息源，免
去了在 United Utilities 系统外部进行传输的需求，从
而提升了数字资产数据周边的安全性。由于掌控着
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资产，United Utilities 需要依靠
ProjectWise 的灵活性来存储其内部部署数据，以及
公司防火墙后的数据，同时还要确保相应的团队成
员能够访问这些数据。“如果考虑到一次成功的恐
怖袭击所造成的影响，那么您就会知道数据安全是
有多么的宝贵！”Yarnold 说道。

利用信息移动性增强设计信任度
设计、碰撞解决和施工排序之间的集成有助于增强
United Utilities 数字资产数据的信任度。在联合 BIM
设计环境中工作，并采用 Bentley Navigator 来执行碰
撞检测，这可以确保设计人员能够以最少的现场变
更来实施设计。项目团队可以在互连数字环境中测
试其设计和施工方法，从而降低成本、缩短时间并
减少浪费，实现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环境造成的影
响，同时促进与供应链之间的信任互动，最终实现
更加可靠的非现场制造装配设计 (DfMA)。DfMA 利用
率的提升使更多的项目元素能够在受控工厂环境中
完成，如此便可减少现场返工，并可通过最大限度
地减少现场运输所需的施工车辆，从而减少噪声污
染以及对当地社区造成的影响。

将 Bentley Navigator 用于施工模拟和排序不仅促进了
施工效率，而且有助于优化工作流程，让团队成员
能够提前了解到各项活动适用于整个项目流程的哪
个环节。搭配使用 ProjectWise 时，所有项目参与者
（无论其参与的工作具有何种等级的复杂性）均可
访问这些重要的信息。Bentley 应用程序的互操作性
和信息移动性为 United Utilities 提供了更快、更便宜
且更安全的施工方法，进而缩减了资本项目交付的
时间与成本。

适用于英国水产业的 BIM 模型
由于四家施工交付合作伙伴全部以 AMP6 计划为指
导，并针对施工交付项目采用了 BIM 策略，因此
United Utilities 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扩展能够从资产
维护中获得支持的 BIM 方法上，从而进一步促进资
本项目的交付效率。通过打造自己的 BIM 培训课
程，该公用事业单位准备就 BIM 流程对参与者实施
培训，从而加强各项目团队间的支持和协作。
通过将 ProjectWise 作为其战略基础，United Utilities 已
经准备好节省大量的资本交付项目资金并显著提高
项目效率，从而打造真正的协同环境来管理共享资
产信息模型中的所有数字化数据。Bentley 设计与模
拟技术的集成进一步提升了效益，提供了可靠、安
全的资产数据系统，以及让该公司能够始终走在英
国水产业 BIM 最前沿的一致方法。AMP6 计划将有望
成为该行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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