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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

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成功案例

案例

广州从化温泉养生谷商务会议区Ⅲ区

D型贵宾院落式酒店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基于 B I M 的 R e v i t、
Navisworks、Ecotect等
软件在可视化设计、碰

撞检查以及计算分析方

面都比较成熟，对于设

计非常有用，特别是在

一些大型复杂项目中的

应用更是不可或缺。                     

— 方援朝

副总经理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

顾问有限公司

高效与实用的完美化身
BIM再现中国古代建筑设计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森公司”）于1980年在香港和深圳两地同

时成立，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建筑设计公司，中方股东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外方股东为香

港森洋国际有限公司。华森公司在香港、广州、南京、杭州、成都、苏州设立了分支机构，形成

以深圳为中心，延伸全国的跨地区、一体化经营格局。基于多年创造的业绩、品牌优势、一流的

人才队伍以及完善的管理、质量和服务体系，华森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一流的设计服务

公司。

顶级的建筑设计总是离不开顶级设计软件的帮

助，尤其是拟供国家元首级别贵宾使用的酒店

式贵宾别墅的设计更是如此。广州从化温泉养

生谷商务会议区Ⅲ区D型贵宾院落式酒店就是

这样一个顶级的项目，在该项目建设中，其

传统皇家园林式的设计风格以及复杂的结构体

系，给设计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广州从化温泉养生谷商务会议区位于广东从化

市东部，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其D型酒

店贵宾别墅的设计需考虑独立、齐全的服务娱

乐配套设施，反映其尊贵的等级。对各专业设

计的要求，尤其是立面设计的要求相当高。皇

华森公司应用BIM经验分享。

家中式的建筑风格，不仅要从形式、尺度比例

等方面体现中式建筑的精髓，还需要使用现代

的材料和结构体系，充分体现现代功能。

承接该项目的华森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

建筑设计公司主要从事与高档酒店、办公和居

住相关的建筑设计，其中，广州从化温泉养生

谷商务会议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复杂项目制作呼唤BIM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是世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

域最广的建筑艺术体系，在悠久的历史中逐渐

创造了独特的结构体系，其类别之众、形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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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结构风格之奇巧、艺术装饰之精美，堪称

世界之最，广州从化温泉养生谷商务会议区项

目所在地自然景观质朴、文化积淀深厚，建筑

群依山而建，因此在设计上就需要做到古典建

筑的师法自然，求得渐入佳境、小中见大、步

移景异的理想境界。

此外，由于这类古代建筑结构复杂、形式多

样，传统的设计软件几乎派不上用场，工作量

也很大；而且平面的设计信息很难精确地表达

设计内容，平、立、剖之间互不相称，给设

计、施工、交流等都带来了很多错误和不便。

与简单的三维设计不同，BIM（建筑信息模

型）利用Revit Architecture三维数字建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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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三维设计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已经持续

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此，华森公司也在不断尝

试，毕竟相对于二维设计而言，Revit软件的三

维设计以及BIM的应用能够让设计师更容易看

到建筑整体的情况，对于减少设计中的错漏碰

缺也非常有帮助。

混合型设计带来三大优势

如今，BIM的思想和设计方法已经在华森公司

复杂项目的设计中有所应用，尤其是在完成广

州从化温泉养生谷商务会议区项目之后。但方

援朝也表示，目前华森公司设计项目主要还集

中在二维协同设计的应用上，对于BIM的应用

则还处在初级阶段。

尽管如此，这种混合应用的模式已经给华森公

司的项目设计带来了不小的帮助，在总结起基

于BIM的Revit应用给广州从化温泉养生谷商务

会议区项目带来的优点时，该公司表示，这主

要体现在三大方面：设计可视化、沟通更流

畅；出图减少错漏碰缺；构建通用古建族库。

“在我们刚刚拿到这一项目时，其复杂程度已

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华森公司建筑师吴凡

介绍，“古典建筑特殊的造型和复杂曲面致

使传统设计软件无法使用，而且项目所处的复

杂地理环境也需要我们在方案设计时要做到以

小见大，这些在传统二维的设计中同样无法实

现，而欧特克Revit软件帮我们解决了项目难

题，让我们搭建BIM模型，顺利进行项目。”

华森公司副总经理方援朝表示，“正是由于广

州从化温泉养生谷商务会议区项目中特殊的设

计要求和造型需要，我们引入了BIM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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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重复利用率。有了这些构件族后，古建的

设计就非常类似于搭积木的形式，变得准确、

快捷。

吴凡表示，目前华森公司对于BIM的应用主要

集中在项目的中后期，通过BIM对整个模型以

及方案设计进行验证和完善。“目前，我们正

在进一步研究如何实现专业设计软件与BIM工

具更好地结合。”

BIM普及需多方联手推动

在推动BIM普及应用上，方援朝特别强调，尽

管一些设计院已经先行一步，在Revit三维设计

软件的应用方面取得可喜成绩，但BIM这一先

进理念和工具的普及不能只靠设计院承担，还

需要各受益方，如施工方、开发商（业主）甚

至政府部门的共识与努力。

“我们应用BIM，一方面是由于复杂特殊的建

筑造型和结构，需要利用这种先进的工具进行

设计；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合作伙伴或竞争对

手的压力。”方援朝说，“但这两种因素都只

是来自企业内部或同行的压力，并没有来自业

主或者政府方面的压力。”

在上世纪90年代，由政府主导的“甩图纸”工

程很大地促进了CAD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但从

二维设计到三维设计，再到建筑行业BIM的应

用，来自政府的促进作用就小了很多。如果说

过去CAD技术的应用对设计企业来说是一场革

命的话，方援朝认为，如今的三维设计及BIM

的应用对于业主和施工方而言，同样是一场革

命，这需要认识上的转变和逐步接受的过程。

“实际上，三维设计以及BIM应用的真正受益

方是使用者，是业主、政府和施工方，而不

是设计院。”方援朝表示，“建筑信息模型的

建立，对于建筑造价的精确计算与控制，工程

整个建造过程管理乃至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运

营、维护和管理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提升设计可视化以及促进沟通方面，吴凡

认为，运用Revit软件实现的三维设计能够更

加清晰地表达设计的内容，尤其是对复杂结

构的设计更是如此，BIM可以在方案阶段实现

设计的可视化，而且还能帮助设计方与业主

和建设者进行更顺畅的沟通，减少后续建设

和维修的麻烦。

比如，在设计阶段，BIM通过三维视图的组

合将建筑内部的细节呈现出来，帮助设计师

对视图进行分析和调整，实现设计的精益求

精。此外，从Revit的图纸直接出图，可以大

大减少图纸的错误，利用Revit的图库功能则

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已有的设计资源，进

而提升设计效率。

由于古建筑中的构建通用性较差，在华森公司

进行项目设计时，其构建的设计几乎是从零开

始，设计信息的重复利用率很低，设计师的重

复劳动繁多，这不仅大大增建了设计师的工作

量，也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设计时间。Revit软

件中强大的自定义功能则能够帮助设计师，用

Revit将常用的各种构件做成标准化参数化族，

极大地提高了古建构件的通用性，以及设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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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设计会对设计灵感产生很多束缚，BIM除了能够帮

助设计师摆脱这种束缚外，还能够包含更多的建筑信

息，通过Revit软件的标准化参数等，提升构件的通用

性，进而提升设计效率。

— 吴凡

建筑师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只靠设计院自身推动三维设计远远不够。” 

方援朝认为，只有各受益方都意识到，BIM不

仅能够带来短期利益，同样能够带来长期的效

益，BIM的普及应用才能真正有动力。比如，

基于BIM技术，可以帮助施工单位有效控制整

个建筑的造价和施工过程管理；能够帮助开发

商从项目前期设计开始，就利用BIM的仿真技

术对项目的声、光、热等环境进行全方位模拟

和分析，进而优化设计，合理选材，在有效控

制建造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绿色低碳建筑；还

图片由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提供。

可以帮助建筑物持有者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对

整个物业实行前瞻性动态管理和控制，从而降

低维修和运行成本。凡此种种，都使得BIM应

用已经超越了一个简单的项目设计的范畴。

在华森公司内部，同样也在探讨未来BIM应用

的专业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对设计

院也非常有用，特别是在一些大型复杂项目的

设计中更是不可或缺，至于是否在公司建立独

立的BIM设计团队，我们还将继续探讨。”

“如果客户在某些项目中要求我们使用BIM进

行设计，作为设计服务单位，我们将会不断

努力以满足客户的要求，这种来自客户的需求

对于推动BIM发展更具有积极意义。”方援朝

说，“从设计院的角度来讲，尽管我们还处于

BIM应用的初级阶段，但我们认为这种工具非

常有价值，也愿意与像欧特克公司这样国际型

的软件产品开发商和代理商一起推动BIM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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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很大地促进了CAD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但从

二维设计到三维设计，再到建筑行业BIM的应

用，来自政府的促进作用就小了很多。如果说

过去CAD技术的应用对设计企业来说是一场革

命的话，方援朝认为，如今的三维设计及BIM

的应用对于业主和施工方而言，同样是一场革

命，这需要认识上的转变和逐步接受的过程。

“实际上，三维设计以及BIM应用的真正受益

方是使用者，是业主、政府和施工方，而不

是设计院。”方援朝表示，“建筑信息模型的

建立，对于建筑造价的精确计算与控制，工程

整个建造过程管理乃至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运

营、维护和管理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提升设计可视化以及促进沟通方面，吴凡

认为，运用Revit软件实现的三维设计能够更

加清晰地表达设计的内容，尤其是对复杂结

构的设计更是如此，BIM可以在方案阶段实现

设计的可视化，而且还能帮助设计方与业主

和建设者进行更顺畅的沟通，减少后续建设

和维修的麻烦。

比如，在设计阶段，BIM通过三维视图的组

合将建筑内部的细节呈现出来，帮助设计师

对视图进行分析和调整，实现设计的精益求

精。此外，从Revit的图纸直接出图，可以大

大减少图纸的错误，利用Revit的图库功能则

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已有的设计资源，进

而提升设计效率。

由于古建筑中的构建通用性较差，在华森公司

进行项目设计时，其构建的设计几乎是从零开

始，设计信息的重复利用率很低，设计师的重

复劳动繁多，这不仅大大增建了设计师的工作

量，也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设计时间。Revit软

件中强大的自定义功能则能够帮助设计师，用

Revit将常用的各种构件做成标准化参数化族，

极大地提高了古建构件的通用性，以及设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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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设计会对设计灵感产生很多束缚，BIM除了能够帮

助设计师摆脱这种束缚外，还能够包含更多的建筑信

息，通过Revit软件的标准化参数等，提升构件的通用

性，进而提升设计效率。

— 吴凡

建筑师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只靠设计院自身推动三维设计远远不够。” 

方援朝认为，只有各受益方都意识到，BIM不

仅能够带来短期利益，同样能够带来长期的效

益，BIM的普及应用才能真正有动力。比如，

基于BIM技术，可以帮助施工单位有效控制整

个建筑的造价和施工过程管理；能够帮助开发

商从项目前期设计开始，就利用BIM的仿真技

术对项目的声、光、热等环境进行全方位模拟

和分析，进而优化设计，合理选材，在有效控

制建造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绿色低碳建筑；还

图片由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提供。

可以帮助建筑物持有者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对

整个物业实行前瞻性动态管理和控制，从而降

低维修和运行成本。凡此种种，都使得BIM应

用已经超越了一个简单的项目设计的范畴。

在华森公司内部，同样也在探讨未来BIM应用

的专业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对设计

院也非常有用，特别是在一些大型复杂项目的

设计中更是不可或缺，至于是否在公司建立独

立的BIM设计团队，我们还将继续探讨。”

“如果客户在某些项目中要求我们使用BIM进

行设计，作为设计服务单位，我们将会不断

努力以满足客户的要求，这种来自客户的需求

对于推动BIM发展更具有积极意义。”方援朝

说，“从设计院的角度来讲，尽管我们还处于

BIM应用的初级阶段，但我们认为这种工具非

常有价值，也愿意与像欧特克公司这样国际型

的软件产品开发商和代理商一起推动BIM的应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