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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参与了世博会国家

电网企业馆的全过程，

实现了从策划、设计、施

工到运营维护等项目全

生命周期的管理，完成

了项目的整体交付。未

来BIM会带动整个产业

链的发展，业主、设计公

司、施工单位、材料供应

商、物业管理公司将由

BIM连接起来，这将是建

筑行业的新变革。             

— 弋洪涛

北京区域副总经理

BIM产品经理

CCDI

打造世博会能量魔盒，
BIM引领综合项目交付时代

CCDI的前身是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成

为国内规模化的多专业综合设计咨询机构，拥有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纽约5大区域公司及各

地办事处，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提供全过程一体化的综合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

专业服务者”。CCDI拥有近2000名员工，分布在全国各地及海外，专业团队包括资深咨询师、管

理顾问、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项目经理、概预算师、环境工程师以及在医疗、交通、能源

等领域的专家，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持设计过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等六个场馆。

位于上海世博会浦西企业馆园区（D11片区）的

国家电网企业馆面积4000平米，展馆地上部分

是企业展馆，而地下部分则是110千伏蒙自变电

站，它承担着为园区和场馆供电的任务，被誉

为上海世博会“能量之心”，同时也是国家电

网公司的首个“智能电网示范区”。

这座场馆的设计团队是曾设计过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的中建国际设计（下简称CCDI）团

队，建筑师们延续了对“水立方”的情感，把

这座方方正正的场馆称之为“电立方”。“电

立方”的大胆创意在于在场馆中央制造出了一

个悬浮的能量“魔盒”，并大量运用了六面式

大体量LED屏展示方式。作为整个展馆建筑的

主体部分，白天，“魔盒”光影流动，呈现智

能电网带来的生活畅想；夜晚，它被突然“点

亮”，星光迸射，在世博的夜空中耀眼生辉。

从整体外观设计上看，国家电网馆是由覆满网

格的两侧建筑，支撑起一个流光溢彩的透明晶

体“魔盒”。其中，展馆两侧网格状的肌理粗

细交错、虚实相间，是城市网络肌理和供电系

统网络结构的艺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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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魔盒”的制造秘方

领衔国家电网馆建筑设计的是包揽了水立方等6

个奥运场馆的著名设计师赵小钧先生，在他看

来，“环保、节能、亲民”是CCDI倾注在此次

展馆设计中的全新建筑气质。

例如，在参观舒适度方面，CCDI设计团队特

地查阅了上海市的历史气候数据，结果不容

乐观：世博会展示期5月1日至10月31日总计184

天，按每日9:00—18:00有太阳直射考虑，共计

1840小时。这种情况下，不满足舒适小时将会

达到901小时左右，为世博期间小时数的20%，

不满足人们安全小时为203小时左右。

为此，国家电网馆的建筑设计充分利用了魔盒

及建筑架空，形成建筑自有的遮阳区，提高人

员等候区域的舒适度，就算在完全无风的日子

里也可利用增强型通风系统，加热建筑天井上

部空气，形成生态的自然增强拨风。

但是传统的二维设计只是注重于物理空间层

面，缺乏在温度、光照、通风、人流预测等方

面的数据，设计师只能靠自己的经验来进行舒

适度的改善提升。CCDI建筑数字化业务部经理

过俊表示：“通过BIM，设计师将建筑性能化

分析放在设计前期来完成，而不是象过去那样

放到设计后期去验证，这使得设计出来的建筑更

加符合绿色建筑的要求，更加适合业主的运营需

求。当然，这在BIM被引入之前，借助传统的CAD

软件很难实现。”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即建筑

信息模型，自2002年被提出以来，已在工程建

设行业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彻底变革。BIM利用

数字建模软件，把真实的建筑信息参数化、数

字化以后形成一个模型，以此为平台，从设计

师、工程师一直到施工单位和物业管理方，都

可以进行信息的共享和改进。

正是借助BIM的平台作用，一个更为节能与安全

的“魔盒”才呈现在世人面前。按照世博会的应

急安全要求，国家电网馆必须能够在较短的时间

内将馆内约1300人及时疏散出去。“借助BIM技

术，我们可以对人流的疏散进行直观的模拟，并

推算所需要的时间，由此可以在出入口位置、电

梯数量等多个方面实现有针对性的设计。”CCDI

结构事业部上海区域总经理薛万里表示，“要是

没有BIM，这些是很难实现的。”

世博会国家电网企业馆项目建筑设计师陈宇表

示，针对展馆的设计，CCDI做了多轮的设计方

案，基本上都可以依靠Autodesk Revit软件来实

现，“还没有碰到BIM实现不了的设计思路和

理念”。

综合项目交付模式的新探索

“国内目前还几乎没有这种交付方式。以前一

个建筑项目完成后，后期总要进行大量的修

改，这是一种能源的浪费。”CCDI北京区域副

总经理、BIM产品经理弋洪涛表示，在项目设

计之初就把后期的运营商引进过来，设计布局

就可以不需要做太多的返工，国家电网馆的设

计及建设缩短了1/3到1/4，并大量减低了能耗。

据相关调查数据，美国的商用和住宅建筑业年

消耗40%的总能源，其中包括70%的电力、40%

的原材料和12%的淡水，排放出30%的温室气

体，并且产生1.3亿吨量的施工和拆毁施料。而

中国建筑业目前的能耗水平，明显要高于此。

通过BIM，设计师将建

筑性能化分析放在设计

前期来完成，而不是象

过去那样放到设计后期

去验证，这使得设计出

来的建筑更加符合绿色

建筑的要求，更加适合

业主的运营需求。当然，

这在BIM被引入之前，

借助传统的CAD软件很

难实现。

— 过俊

建筑数字化业务部经理

CC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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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到运营维护等项目全

生命周期的管理，完成

了项目的整体交付。未

来BIM会带动整个产业

链的发展，业主、设计公

司、施工单位、材料供应

商、物业管理公司将由

BIM连接起来，这将是建

筑行业的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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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世博会浦西企业馆园区（D11片区）的

国家电网企业馆面积4000平米，展馆地上部分

是企业展馆，而地下部分则是110千伏蒙自变电

站，它承担着为园区和场馆供电的任务，被誉

为上海世博会“能量之心”，同时也是国家电

网公司的首个“智能电网示范区”。

这座场馆的设计团队是曾设计过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的中建国际设计（下简称CCDI）团

队，建筑师们延续了对“水立方”的情感，把

这座方方正正的场馆称之为“电立方”。“电

立方”的大胆创意在于在场馆中央制造出了一

个悬浮的能量“魔盒”，并大量运用了六面式

大体量LED屏展示方式。作为整个展馆建筑的

主体部分，白天，“魔盒”光影流动，呈现智

能电网带来的生活畅想；夜晚，它被突然“点

亮”，星光迸射，在世博的夜空中耀眼生辉。

从整体外观设计上看，国家电网馆是由覆满网

格的两侧建筑，支撑起一个流光溢彩的透明晶

体“魔盒”。其中，展馆两侧网格状的肌理粗

细交错、虚实相间，是城市网络肌理和供电系

统网络结构的艺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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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即建筑

信息模型，自2002年被提出以来，已在工程建

设行业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彻底变革。BIM利用

数字建模软件，把真实的建筑信息参数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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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行信息的共享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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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魔盒”才呈现在世人面前。按照世博会的应

急安全要求，国家电网馆必须能够在较短的时间

内将馆内约1300人及时疏散出去。“借助BIM技

术，我们可以对人流的疏散进行直观的模拟，并

推算所需要的时间，由此可以在出入口位置、电

梯数量等多个方面实现有针对性的设计。”CCDI

结构事业部上海区域总经理薛万里表示，“要是

没有BIM，这些是很难实现的。”

世博会国家电网企业馆项目建筑设计师陈宇表

示，针对展馆的设计，CCDI做了多轮的设计方

案，基本上都可以依靠Autodesk Revit软件来实

现，“还没有碰到BIM实现不了的设计思路和

理念”。

综合项目交付模式的新探索

“国内目前还几乎没有这种交付方式。以前一

个建筑项目完成后，后期总要进行大量的修

改，这是一种能源的浪费。”CCDI北京区域副

总经理、BIM产品经理弋洪涛表示，在项目设

计之初就把后期的运营商引进过来，设计布局

就可以不需要做太多的返工，国家电网馆的设

计及建设缩短了1/3到1/4，并大量减低了能耗。

据相关调查数据，美国的商用和住宅建筑业年

消耗40%的总能源，其中包括70%的电力、40%

的原材料和12%的淡水，排放出30%的温室气

体，并且产生1.3亿吨量的施工和拆毁施料。而

中国建筑业目前的能耗水平，明显要高于此。

通过BIM，设计师将建

筑性能化分析放在设计

前期来完成，而不是象

过去那样放到设计后期

去验证，这使得设计出

来的建筑更加符合绿色

建筑的要求，更加适合

业主的运营需求。当然，

这在BIM被引入之前，

借助传统的CAD软件很

难实现。

— 过俊

建筑数字化业务部经理

CC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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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弋洪涛看来，BIM是涉及咨询、设计、施工、运

营等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有效平台和工具，应用越

多，省得越多，附加值越大。比如，BIM可以用一

种可视化的方式，将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以三维

方式呈现出来，使得各方获得直观的项目信息，

并可以围绕同一个数据模型进行调整和改进。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会利用Autodesk Revit软

件进行碰撞测试，从而有效避免‘错漏碰缺’

的情况出现。”世博会国家电网企业馆机电专

业负责人董礼汀表示，世博工程工期较为紧

张，牵扯到众多的供应商和施工单位，一旦设

计有所调整，BIM可以在三维模型中实现及时

的调整，而这个接近于实际施工情况的数字模

型，可以为各方提供明确的调整信息。

CCDI上海区域建筑数字化业务部BIM主管赵斌

也表示，在数字建模的过程中，CCDI也尝试过其

他的软件，但最终还是觉得Autodesk Revit软件

比较顺手，“它最大的特点是在模型搭建出来之

后，其平面命令分析是双向联动的，任何一个平

面或者其他视图当中的简单修改，关联的视窗中

的图纸会自动进行更新。这极大减少我们图纸的

改动量，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BIM引领建筑业新变革

作为CCDI的BIM整体推进的负责人，弋洪涛将

国家电网馆的项目视为CCDI推动产业链变革

的新契机。BIM首先解决了展馆高难度的设计

难题——展馆与“水立方”一样同是钢结构形

式，但多种复杂的功能与格局要高度浓缩在

四千平米的建筑中，难度非常之高。更重要的

意义在于，CCDI实现了BIM在整个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的覆盖，实现了全过程的项目交付，

而这将是中国建筑业的未来走向。

CCDI最早是以建筑设计为主营业务，但随着公

司的发展，立足于提供从咨询策划、方案、初

设、施工图到项目管理综合解决方案的全面服

务，已经成为CCDI的新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有一个基础的信息平台——BIM。

借助BIM技术，我们可

以对国家电网馆的人

流疏散进行直观的模

拟，并推算所需要的时

间，由此可以在出入口

位置、电梯数量等多个

方面实现有针对性的设

计。要是没有BIM，这些

是很难实现的。

— 薛万里

结构事业部上海区域总经理

CC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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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尝试过其他的建模软件，但最终还是觉得

Autodesk Revit软件比较顺手，它最大的特点是在模型

搭建出来之后，其平面命令分析是双向联动的，任何一

个平面或者其他视图当中的简单修改，关联的视窗中的

图纸会自动进行更新。这极大减少我们图纸的改动量，

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赵斌

上海区域建筑数字化业务部BIM主管

CCDI

2003年起，CCDI就进行了BIM推进的尝试：在

水立方的项目中，利用BIM在短时间内完成了

复杂的钢结构的空间定位；在天津邮轮港码头

项目中，BIM的多专业协同、三维管件的综合

与碰撞检查等功能得以展现；在南昌机场项

目中，CCDI开始第一次提供纯粹的BIM咨询服

务……

实际上，CCDI的战略定位已经不仅仅在于建

筑设计这一传统业务，而是在整个建设行业的

前后范畴内进行深度的延伸，这将是新业务的

强力增长点。“未来BIM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

发展，业主、设计公司、施工单位、材料供应

商、物业管理公司将由BIM连接起来，这将是

建筑行业的新变革。”弋洪涛表示。

图片由CCDI 提供。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会利用Autodesk Revit软件进行碰撞测试，从而有效避免‘错漏
碰缺’的情况出现。
— 董礼汀

世博会国家电网企业馆机电专业负责人

CC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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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弋洪涛看来，BIM是涉及咨询、设计、施工、运

营等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有效平台和工具，应用越

多，省得越多，附加值越大。比如，BIM可以用一

种可视化的方式，将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以三维

方式呈现出来，使得各方获得直观的项目信息，

并可以围绕同一个数据模型进行调整和改进。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会利用Autodesk Revit软

件进行碰撞测试，从而有效避免‘错漏碰缺’

的情况出现。”世博会国家电网企业馆机电专

业负责人董礼汀表示，世博工程工期较为紧

张，牵扯到众多的供应商和施工单位，一旦设

计有所调整，BIM可以在三维模型中实现及时

的调整，而这个接近于实际施工情况的数字模

型，可以为各方提供明确的调整信息。

CCDI上海区域建筑数字化业务部BIM主管赵斌

也表示，在数字建模的过程中，CCDI也尝试过其

他的软件，但最终还是觉得Autodesk Revit软件

比较顺手，“它最大的特点是在模型搭建出来之

后，其平面命令分析是双向联动的，任何一个平

面或者其他视图当中的简单修改，关联的视窗中

的图纸会自动进行更新。这极大减少我们图纸的

改动量，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BIM引领建筑业新变革

作为CCDI的BIM整体推进的负责人，弋洪涛将

国家电网馆的项目视为CCDI推动产业链变革

的新契机。BIM首先解决了展馆高难度的设计

难题——展馆与“水立方”一样同是钢结构形

式，但多种复杂的功能与格局要高度浓缩在

四千平米的建筑中，难度非常之高。更重要的

意义在于，CCDI实现了BIM在整个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的覆盖，实现了全过程的项目交付，

而这将是中国建筑业的未来走向。

CCDI最早是以建筑设计为主营业务，但随着公

司的发展，立足于提供从咨询策划、方案、初

设、施工图到项目管理综合解决方案的全面服

务，已经成为CCDI的新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有一个基础的信息平台——BIM。

借助BIM技术，我们可

以对国家电网馆的人

流疏散进行直观的模

拟，并推算所需要的时

间，由此可以在出入口

位置、电梯数量等多个

方面实现有针对性的设

计。要是没有BIM，这些

是很难实现的。

— 薛万里

结构事业部上海区域总经理

CC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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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尝试过其他的建模软件，但最终还是觉得

Autodesk Revit软件比较顺手，它最大的特点是在模型

搭建出来之后，其平面命令分析是双向联动的，任何一

个平面或者其他视图当中的简单修改，关联的视窗中的

图纸会自动进行更新。这极大减少我们图纸的改动量，

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赵斌

上海区域建筑数字化业务部BIM主管

CCDI

2003年起，CCDI就进行了BIM推进的尝试：在

水立方的项目中，利用BIM在短时间内完成了

复杂的钢结构的空间定位；在天津邮轮港码头

项目中，BIM的多专业协同、三维管件的综合

与碰撞检查等功能得以展现；在南昌机场项

目中，CCDI开始第一次提供纯粹的BIM咨询服

务……

实际上，CCDI的战略定位已经不仅仅在于建

筑设计这一传统业务，而是在整个建设行业的

前后范畴内进行深度的延伸，这将是新业务的

强力增长点。“未来BIM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

发展，业主、设计公司、施工单位、材料供应

商、物业管理公司将由BIM连接起来，这将是

建筑行业的新变革。”弋洪涛表示。

图片由CCDI 提供。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会利用Autodesk Revit软件进行碰撞测试，从而有效避免‘错漏
碰缺’的情况出现。
— 董礼汀

世博会国家电网企业馆机电专业负责人

CCD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