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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全生命周期数字管理

产品与服务涵盖：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施工过程数字化

管理与施工流程仿真优化系统、BIM及工程可视化平台、以

及工程物联网应用、系统集成、工程多媒体教育培训、技术

咨询与外包等。

英思业务
    澳洲工程师协会会员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会员 2002年创办

基础设施工程 高新持续创新全面数字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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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体系

国家重点工程的数字管理

先后成功地为三峡工程、溪洛渡水电站、糯扎渡水电站、

丰满水电站重建、绩溪抽水蓄能电站、阿尔塔什水利枢

纽、国家石油储备库、港珠澳大桥、京沪高铁、奥运水立

方游泳中心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提供了数字化管理方案；

其产品曾多次荣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与国家创新基

金的支持。

BIM

"数字工程"
整体解决方案专家

“Digital project”

Overall solution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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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培训领

域的发展，为解决学生对工程认

知体验，生产实训提供了全新的

解决方案。虚拟仿真教学系统使

学生从任意角度，实时互动真实

地看到工程设计效果，获得前所

未有的直观感受，这是传统手段

如沙盘、效果图、平面图等望尘

莫及的；可以模拟现场施工场

景，展示工程建设的过程，利用

虚拟现实技术把枯燥的图形变为

鲜活的影像，使虚仿真技术进入

公众可参与交互式的新时代，引

发学生浓厚的兴趣，从而轻巧达

到认知、科普的目的。

       英思科技天资水电基因，引入国外先进信息化技术经验，转化成中国

特色的成功应用，成为中国开山首代的虚拟现实生态数据和内容商，其数

字工程整体解决方案在水利水电行业有十余年影响力，组合产品及服务覆

盖国内>80%的大中型国家著名水电项目。

行业综述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是一项庞杂的

系统工程，投资额大，技术要求

高，受制自然条件影响，不确定

因素众多。伴随虚拟现实技术在

水利水电、土木工程施工研究领

域的高速增长，让施工规划、施

工管理、施工仿真等需求出现看

涨风潮，广泛应用崛起，大势所

趋。2016年6月13日，教育部

《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

着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全面推进信息化实践教学

平台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

现优质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共享，

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方式

方法变革。

虚拟仿真技术 虚拟仿真需求 虚拟仿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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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企业不同于生产制造企

业，产品及生产过程有项目涉及

范围广，流动性大且属性单一的

特殊性，决定了水利水电工程行

业有很强的经验性、实践性，人

才培养也有应用型技能需求的特

殊性。学院迫切需要改进当前以

单一课程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

增强工程实践内容，提升理论与

实践教学环节中的开放性、可控

性、延展性及信息化应用程度，

以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质量应

用型人才。目前，有些省份在建

水利水电工程项目较少，施工现

场安全要求高，业主单位非常担

心实习生的安全问题，这对安全

和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的

生产实习带来巨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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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密集圈

水电站区域分布



应用价值
平台价值 平台特色

视觉饕餮  

水电大片

身临其境  

触手可及

养成游戏  

寓教于乐

友好扩展

课程实验

0605/

教师

教学如虎添翼，更出色卓越

-创新教学手段，展现传统教学模式

中无法实现的教学过程，虚实切

换，强化实践教学，实现体验式教

学模式，通过自主交互性的施工技

能操作，增强岗位核心竞争力。

-立足教学需求，提高教学深度。  

  结合实际教学内容，明确实训教学

的设计深度，贴切学校教学需要进

行调整。以学校专业化的教学力量

为依托，企业成熟技术与先进技术

应用为基础，通过项目的顶层设

计、需求调研、规范专业教学基本

要求、制订专业教学标准，开发核

心课程，不断提高教学深度。

-提高学生认知，增强综合实践技能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体现

CDIO工程教育模式的优势，弥补当

前行业理论及实践教学内容的断层

与短板，提高教学效率、效果、水

平，兼顾知识共享、协作能力培养

的教学理念，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和“做中学”的工程教育思想。

学院

特色竞争力，最大经济效益

-填补水利职业院校学生信息化教学

资源与实践操作渠道资源的匮乏。

-虚拟训练避免了实验设备损坏，材

料消耗等敏感问题，有效节约教育

成本；解决在教学中面对的实训安

全风险、顶岗实习等问题；打破现

境、资金等客观实空间、时间、环

因素的限制。

-提供新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助

力成为信息化教学示范点；让校企

在人才培养上实现双向互助，提升

学校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

校数字多媒体教室为中高等职业学-

的国家级示范、省级示范、国家级

重点、省级重点、市级重点评级提

供先决优势条件。让院校走出更多

国家队人才。

不同角色正确的打开方式

精良施工  

传授国标

模拟上岗 

驾驭实战

经验教训

鉴往知来

学生

深受喜爱，释放学习激情

-多视角动态观测宏观的大坝、航

电、灌溉、调水等水工程结构物，

进入内部深度考察实境，安全可靠

的亲手模拟参与电站运行、水轮机

组安装与检修等新鲜刺激的管理工

作；即时观察见证到需长期缓慢变

化过程与结果，奇异精彩地满足学

生好奇求知欲。

-学生获取的是按照水利工程基础知

识教学体系要求，针对不同水利工

程类别，建设包括虚拟项目、虚拟

场景、虚拟设备等认知实习实践教

学资源，改变以往实习认知渠道匮

乏、时间有限等的囧境。

-提高健全学员分析、判断和破解真

实问题实操技能，激发学员学习兴

趣和创新思维。

《INS水利水电工程施工VR实训平台》是萃取英思十余

年独道的项目级和企业级实战应用经验，融合虚拟现实

技术，运用到水利水电行业教学中，利用虚拟现实开发

平台、高性能图像处理系统、虚拟4D BIM仿真系统、

虚拟现实交互触控系统等先进技术，加上自主研发开创

全新的学习场景，构建出具有超越时空，打破时间限制

的可视化水利水电工程实战操典的教学平台。以VR的

形式呈现将复杂、疑难的知识要点，抽离枯燥乏味的水

利工程施工课本，转化为活灵活现的生动大片场景互

动，避免纸上谈兵，让学员吸取到非传统学研，还兼具

行业产业的养份。

-搭建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

增加《水利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水利工程施工  

技术》、《水工建筑物》三门课程的辅助教学课件。针

对水利水电专业的职业能力和知识技能要求，构建“阶

梯递进式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

-具有得天独厚的央企项目实施专业技术团队、丰富的

设计科研机构、施工企业等合作资源的配套支持。实训

内容涉及水利工程专业知识面既广又深，涉及较全面的

工程设计报告、图纸，以及详细的工程施工工序工艺等

资料。

-开放云资源库，安全存储海量校内教师及行业专业教

学资源。实训平台坚持“以引领性与普适性相结合，建

设最全面、先进、实用、开放、可持续更新的专业教学

资源库”的项目建设方针，以资源中心能够有效地管理

和利用学校教学资源，建成基于网络运行、开放式管理

与教学改革有机结合的数字化共享云教学资源库。



英思科技虚拟仿真产品远超市面产品单一性的格局局限，

内容制作和数据挖掘为主，发挥引导、原创、传播、影响

力、稀缺，优质内容持续生产力等特长，集技术与内容、

行业大V实力于一体的生态上层设计，肩负影响下一代水电

接班人的神圣使命。

领先技术 4D BIM，GIS，智慧云，互联网+

支持ACCESS，ORACLE，SQL SERVER、MYSQL等多种数据库连接，

用户可实时调用数据库数据，进行各种设置和逻辑操作，强大的VRP-SDK二

次开发接口，实现与其他应用程序的无缝连接和互相调用。

本平台年使用人数<100人，如需增加请与我们联系。

增值模式

选配硬件：与VR穿戴设备、环屏、弧幕、触摸屏、电子沙盘、无线监控、智

能感知综合物联解决方案效果更好。 

触摸屏

环屏

电子沙盘

智能感知设备

全套客户端

工程模型

0807/



《INS水利水电工程施工VR实训平台》五大模块：（30项二级分项，109个三级模块）

01. 枢纽布置认知系统

02. 水工智库认知系统

03. 多媒体教战系统 

04. 施工工法实训系统

平台特色

平台特色

多媒体教战系统

英思依托十余年国家中大型水电站施工管理视频的大数

据资源优势，内容紧扣专项配套教材《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手册》编制，聚焦展现施工工法，整合独有的国家获

奖项目珍稀视频、几年项目实地驻扎的稀缺实拍，巨制

而成，气势恢弘，意味深长，抢占深度学习精良施工国

标的制高点；具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价值。

        亮点功能：知识要点等

施工工法实训系统

英思高产水电站施工可视化工法的大数据资产，从施工

机械、施工技术、施工组织、工程质量检验、现场管理

等方面，研究多、快好省地进行水利水电建设规范传

递，动态阐述技法、管理基本原理和方法，有效配合案

例分析，手把手的传授每个操作步骤，兼顾任务和时

限，让学生活学活用的模拟规范标准施工，满足对工程

进度与全局的掌握，重点环节强化教学。像游戏般轻松

驾驭，释放潜力提升成就感，激发学习积极主动性，提

高学生应急能力和对电力运行的综合分析能力，重点培

育助燃应用所学专业知识自主开展实验及科研活动的长

尾效应。   

        亮  点功能：技术要点、设备库、施工图纸

综合考核评价系统

分为四种模式，系统管理员模式、阅卷管理员模式、教

师模式、学员模式。考试防舞弊安全性和考试的容错和

可靠性设计。课下练习回顾，实现单人训练、团队竞

赛，通过数据库技术跟踪学生学习轨迹，实现学生知识

点掌握情况的统计与分析，提高教学评价的科学性。

        亮点功能： 详解1009/

枢纽布置认知系统

引用行家视角介绍我国典型的水资源及水利工程概况，

对典型枢纽模型360度的全景漫游一览无余，学员了解

水利枢纽和水工建筑物宏观概念、布置型式、结构类

型，水利枢纽对环境的影响；水利枢纽与水工建筑物的

等级划分也可变得so easy。数据分析管理，可以查看

历年来生态环境评数据、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地表植

被、土壤侵蚀、生态报告。

        亮点功能：工程介绍、资料库、工程图纸

水工智库认知系统

以水利职业院校水利工程教学内容为基础，结合本地实

际特色水利工程，进行知识体系系统化认知实训。以实

际水利工程为案例，紧密结合相关专业知识，真实再现

水利工程建筑结构及布置，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用在线互动的方式体验“畅游寻觅，身临其境”，实现

了无限制、知识全面，标准规范，智能知识库快速检

索，实现了“属于您身边的水利工程”。

       结构概念、构造设计、工作特点、结构亮点功能：

                          类型



奖项专利
国家奖1项  省部奖6项  专利10项  软著34项

国家大奖&专利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水力发电科学技术”特等奖

           “中国电建科学技术”特等奖

专利：  英思水利水电工程4D BIM平台V1.0   

             英思水电工程施工流程仿真优化系统V3.0

战略伙伴
主要服务于三峡、国电、华能、中能建、中电建、中交等央企、国企；

客户覆盖五大发电集团、特级资质的水利水电工程总承包企业；

优质的客户是英思科技持续做大做强的基石。

更多资讯请见官网

澳大利亚

LOY YANG煤矿

盈江水电

湘江枢纽

中海油中石化

中石油

中科院

大唐

国电

葛洲坝

华能

长委

中电建

黄河水电 国网

中水顾问

三峡

中交二航

新华控股

1211/

贵州水校 浙江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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