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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奥地利馆
世博上汽通用企业馆
湖州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精细与高效 现代集团利用
BIM实现多类型建筑设计
BIM帮助设计团队优质完成项目建模、
碰撞检查、模拟分析等工作。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Autodesk® Revit® Structure
Autodesk® Revit® MEP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Ecotect®

运用BIM实 现：参数化
技术，使团队在设计修
改与更新上游刃有余；
可视化设计，增强设计
师对整个空间的把控；
集成化设计，提升整个
项目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与协调效率。
—叶红华
项目负责人
世博奥地利馆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建筑设计为主的现代科技型企业，集团旗下拥有华东建
筑设计研究院和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等20余家专业公司和机构。2001年至2008年连续八年被美国《工
程新闻记录》（ENR）列入“国际工程设计公司200强”和“全球工程设计公司150强”之一。2009年7
月在ENR最新发布的“全球工程设计公司150强”评比中率先闯入百强，位列第88位，创下了中国民用
设计企业在国际上最高排位记录。

BIM是引领建筑业信息技术走向更高层次的一种

上海现代集团BIM技术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到

新技术，它的全面应用将对建筑业的科技进步产

2003年左右的中央电视台新址项目，现阶段集团

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即大大提高建筑工程的集成

使用BIM技术的项目数量正在逐步扩大，更重要

化程度；同时，BIM也为建筑业的发展带来巨大

的是应用的深度也在逐渐拓展。在越来越强调建

的效益，使设计乃至整个工程的质量和效率显著

筑能效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今天，作为一个行业

提高，并降低成本。作为国内最早应用BIM技术

领先企业，上海现代集团认为BIM技术是基础和

的先驱企业——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

必备，应用好BIM才能把设计产品做好，从而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现代集团）对于BIM技术的

升服务品质和客户满意度。上海现代集团重视在

应用有着自己的诠释。

设计早期就将建筑形体与各种性能化分析结合，

而且性能化分析随着设计的后续深入不断变化，进

造型设计把音乐之都奥地利表现的淋漓尽致，呈

基于BIM的Revit软件体
现了数字化技术，它从
多方面、多层次提升了
设计品质。

而提升设计师对项目全过程的把控；同时，上海现

现出奥地利国家的英文首字母“A”，与汉语中

代集团一直在BIM技术的探索中集成化地考虑性能

的“人”字相呼应，建筑外墙选用红白双色的瓷

化分析这一元素，努力做到模型的唯一性，减少不

质贴面，优雅的映射出中国向欧洲出口瓷器的悠

同分析模型的重复建模，提高模型的重用度。

久历史。同时，也象征着奥地利将一座瓷质建筑

—刘缨
项目负责人
世博奥地利馆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

海现代集团在很多重要场馆的设计中应用了一系

带回了陶瓷故乡——中国，这就是“世博奥地利
此次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让上

馆”设计带给大家的第一感受。

列基于BIM的数字化技术，展现应用实力，呈现
应用成果。

图4 世博奥地利馆外观图

由于奥地利馆曲面形式多样、空间关系复杂，同
时考虑到各专业、各合作公司间的三维数据协调
与整合的情况，项目设计成员采用BIM技术，使
用Autodesk Revit系列软件进行各专业三维模型
的创建。通过基于BIM的Revit软件平台建立的三
图1 世博奥地利馆外观图

维模型具有区别于传统二维图形的特点，它的信
息量更多，数据的传递也更准确、更广泛，当然
也可以从中提取传递传统的数据文件，以供需要
使用。可见，BIM技术在提升设计效率上发挥着
极大地优势。下图是奥地利馆建筑专业、结构专
业、机电专业的BIM模型：

图2世博上汽通用企业馆外观图

图5 建筑专业BIM模型、结构专业BIM模型、机电专业
BIM模型

基于创建的建筑BIM模型可以辅助设计师进行更
深入的设计，例如建筑外皮的分割。图6就是基
于BIM模型，对由1000 万块陶瓷拼成的流线型外
皮进行分割后的效果。Revit软件中的“参数化
设计”对于辅助立面、剖面的绘制与修改非常有
用，大大缩短了由于设计变更带来的修改时间，
使团队在设计修改与更新上游刃有余。

图3湖州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外观图

BIM助力项目设计
完美的设计方案呈现给大家的是一种视觉的冲
击，会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位于上海世博园区
C7地块的奥地利馆，展示面积约2000平方米，其

图6 世博奥地利馆建筑外皮分割后三维模型

BIM拓展设计范围
众所周知，建筑性能分析对于一个建筑来说是非常
有必要的，可以通过客观的数据来辅助设计师进行
方案调整与优化。上海现代集团负责的世博上汽通
用企业馆项目在拓展设计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应用。

图12声波线模拟

除了BIM技术在建筑性能分析应用之外，当完成
智能化多专业三维模型之后，模型数据可采用
DWF格式传递到Autodesk Navisworks软件中，项
图9世博上汽通用企业馆BIM模型

建筑性能分析应用之一：可视度分析

目经理可以在设计阶段对BIM模型的结构构件、
设备管线信息进行整合，并进行结构构件与三维
管线综合碰撞检查，从而大大提高设计师管线综
合设计的技术解决能力，并大量避免施工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的管线碰撞问题。

图7 世博奥地利馆建筑立剖面参数化设计

BIM技术在建筑“空间设计”上较之传统的二维
图形拥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上海现代集团负责
的湖州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项目就是基于计算机
空间设计的手段，做到“空间”真正成为控制

图10 观众座位对中央升降舞台的可视度分析

设计的关键因素。从“空间设计”角度，BIM是
一个很好的可视化载体，再回归建筑的本质，即
“三维”让设计师真正做到空间设计。

建筑性能分析应用之二：声学动态粒子模拟

通过BIM三维模型，设计师可以做到“所见即所
得”，如：可以分析和确立各类复杂曲面的空间搭

图13世博奥地利馆管线综合

接位置，研究双曲面异形屋盖的空间定位问题等。

图14世博上汽通用企业馆碰撞检查

图11 室内声学动态粒子模拟

建筑性能分析应用之三：声波线模拟

图8 基于BIM模型进行空间设计

图15湖州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管线综合

拓展到设计施工间的配合，设计师能够通过BIM

BIM未来展望

性。如希望在运营阶段发挥作用，需要在早期了

模型里各管线的空间定位来指导施工，这样可以

BIM作为一个新的技术，在中国的建筑行业只是

解物业运营的需求以及项目在全生命周期中可能

保证施工的质量和进度。三维模型能够更好地提

刚刚打开一扇门，上海现代集团尽管率先踏出了

发生的情况，以便在模型创建和信息不断深入的

高施工的质量控制并减少浪费。同时，基于四维

第一步，但是前面的路还很漫长。BIM技术一直

过程中更好地完善信息模型。因此，BIM模型的

技术的虚拟建造的应用，可以在项目开建之前通

存在挑战，作为新的技术和新的软件工具，其挑

关键是应用，但前提是要想，然后是做。

过计算机数字化模拟建造全程和关键施工细节，
优化工序，避免发生施工问题，从而减少人力、
物力、财力的浪费。

战更多在管理和流程上。怎样做到新技术与现
有流程、管理组织方式的融合，进而引导流程以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多专业的相互配合是非常

及模式的革新是最最重要的。当然使用者也期待

重要的，但是各个专业、各个合作公司之间的三

BIM相关软件的功能、操作性和效率取得进一步

维数据协调与整合是有一定难度的。如何使用

提升。BIM技术在上海现代集团的成功应用，使

BIM，在提升设计效率的同时，提高整个项目的

其认识到BIM真正的流程，应该是一个崭新的、

质量控制，减少变更？一方面，内部的工作流程

息模型成果又对运营管理提供极大的帮助。业主

集成化的工作模式，而不是用传统二维的各专业

以及解决项目过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整

不会像过去在遇到问题时，需要翻看大量的竣

协作的工作模式或角度思考。

个项目中各参与方与设计方之间的协作关系。在

术，建筑的后期还有 w改扩建、建筑物生命的消

在项目运营阶段，BIM是包含大量设施、物资等

合作，才能更好地提升整个项目的效率和质量。

亡，因此建筑信息模型的数据将对后期阶段提供

信息的模型，能够大大提高项目运营维护的效率

当然所有这些的基础是各个参与方在不同阶段的

很好的工作参考。

和质量，而且模型要求高度协调和信息的唯一

数据成果之间进行共享和传递。

在项目竣工后，基于BIM信息的模型化过程，信

工图；而且，从建筑全生命周期中去看待BIM技

各方都使用BIM作为一个数据平台的基础上协调

基于BIM的数字化手段，做到“空间”真正成为控制设计的关键因素。
— 刘啸
项目负责人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图片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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