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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建筑设计院

客户成功案例

案例

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Autodesk® 3ds Max®

有了Revit的帮助，让祥

运热力办公楼项目能够

如期圆满地完成设计任

务。业主对我们最终的

结果非常满意，对运用

Revit三维直接演示的形

式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因

为这使得他们节省了大

量的时间和投入成本。

—赵宇

副院长

沈阳市建筑设计院

BIM：让工程建筑设计
变得直观、精确

沈阳市建筑设计院成立于1972年7月，隶属于沈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是国家建设部早期批准的设

计院。现有职工210人，国家注册工程师45人，高级工程师32人，工程师76人，技术人员168人。

院内有4个设计所、1个创立部、1个规划所、1个景观设计所。沈阳市建筑设计院在西安、温州、

东莞、营口等地都设有学院，并且开办有工程咨询公司、施工图审查中心、地质勘察公司、网络

监控设备、设计安装公司和装修公司等多种经营单位。

近几年来，沈阳市建筑设计院围绕市场创名牌，大力发展创优设计和方案竞赛活动，大型公共建

筑和自由小区项目屡屡中标，深受社会各界好评。沈阳市建筑设计院先后参与了沈阳市文化艺术

中心、沈阳市会展中心、沧州会展中心、公安厅办公大楼、沈阳市儿童医院、沈阳市妇婴医院、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和沈阳市第八人民医院等项目的规划方案。在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方面，沈阳

建筑设计院坚持科技创新，严格技术质量管理，严格按照ISO9000质量标准体系执行，设计作品

如沈阳市马里兰总统大厦、皇朝万鑫国际大厦、黎明国际酒店等25项。

2005年，沈阳市建筑设计院开始应用Autodesk 

Revit进行设计。多年来，沈阳市建筑设计院大

概有近百余项目应用了Autodesk Revit软件，

并在Autodesk公司很多次比赛中获过奖项。

Autodesk Revit软件为推动沈阳市建筑设计院三

维设计应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项目大 工期短 二维软件遭遇致命短板

祥运热力办公楼与一般的建筑相比，在地理位

置上有其特殊性，它属于沈阳市太白岛，浑河

南岸，沈阳市主要干道的沿街，在它周围有很

多居住建筑。祥运热力办公楼属于商业办公

楼，层数较高，建筑高度达到110米，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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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很多工程师都曾经抱怨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反复的修改带来很大的工作量。祥运热力

办公楼设计工程师陈鹏深有感触，“很多项

目设计的工作量并不是很大，但是修改的工作

量往往超过原先的工作量。现在有了Autodesk 

Revit三维设计软件，使调整和修改变得更加容

易。只需要修改几个参数，或者重画几个轮廓

线就可以完成整个平面、立面视图的修改。如

果用二维软件修改，时间上要超过用Autodesk 

Revit软件数倍。”

从二维转换到三维 项目难题迎刃而解

在选择Autodesk Revit之前，王志博也考察

过很多三维设计软件，拿过来比较和试用之

后，最终他选择了Autodesk Revit。分析其原

因，王志博表示：“因为Autodesk Revit本身

就是Autodesk公司开发的软件，与其他常用的

AutoCAD和Autodesk 3ds Max兼容性最好，有

地标性的建筑，尤其在长白地区应该属于最高

建筑。

据沈阳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赵宇介绍，“祥运

热力办公楼项目跟沈阳市的整体开发有关。沈

阳市现在城市发展策略是向南发展，很多企业

和政府机关把办公区域从老的城区中心向南部

迁移，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就是属于发展策略

中的一个中上等规模的项目。”

所以，鉴于项目的重要性，在设计阶段，由副

院长赵宇亲自带队进行设计。对于祥运热力办

公楼项目，业主提出了时间和工作量的要求。

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负责人王志博介绍，“业

主要求时间比较短，一周之内要出两个能体现

时代特色且新颖的方案。时间十分紧迫，如果

用普通二维的软件根本完成不了，因此在这样

的情况下，我们决定采用Revit三维设计软件来

进行此项目。”

另外，王志博提出这个项目在设计阶段的难

度：祥运热力办公楼的外形造型比较个性，特

别是三维的曲线幕墙，在曲线幕墙变化时，每

个房间的空间形态是不一样的。这种三维曲

线幕墙如果用二维，或者传统的设计模式很

难准确地表现，并且当画平面的时候，梁柱

等都是人工来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容易

出现一些人为的漏画或者疏漏。 

那么，这个难题如何解决呢？设计师们发现，

在三维里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王志博指出，

他使用了Autodesk Revit软件就可以实时地查看

整个剖面及整个空间形态的具体情况，快速而

直观。同时，Revit可以展示建筑内部的空间，

让业主能够清晰看到内部空间的设计，能够充

分理解设计的意图。

了它使得我们后期施工图的设计省去了很多麻

烦，同时，我也被它的强大功能所折服。”

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有两三个人参与设计。具

体在项目中，设计方案推敲需要稍微长一些时

间，具体到画图阶段，其实时间预留的非常

短。如果用二维软件来设计，根本就不可能完

成项目。王志博表示，“我们用Revit软件，平

面、立面、剖面同时生成，而且跟工程师提的

条件就是必须用三维模型软件。”

那么，这个项目的创新点在哪里？王志博介

绍，创新点在一些建筑技术方面能够体现出

来。比如建筑外型，采用了一些曲线玻璃幕

墙，幕墙采用的是呼吸式幕墙，属于一个比较

新的理念。另外，建筑采用了现在比较实用的

水源热泵技术，这种水源在冬天可以通热水，

夏天通凉水，可以更好的调节室内温度，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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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室内各个角落的温度尽量保持均匀，这样设

计出来的成果会让人非常舒适，提高室内的舒

适感。

从节能角度来讲，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利用

Autodesk Revit软件，为业主做了一些绿色设

计，为业主节省一笔建设成本。陈鹏告诉我

们，“因为祥运热力办公楼采用的是大型玻璃

幕墙，从传统工业来讲，大型玻璃幕墙是非常

耗能的，在后期设计师会建议业主把玻璃幕墙

改成混凝土外墙局部开窗的状况，这样可以节

省不少的能耗。”

三维设计让项目至少节省50%的时间

“有了Revit的帮助，让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能

够如期圆满地完成设计任务。业主对我们最终

的结果非常满意，对运用Revit三维直接演示的

形式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因为这使得他们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和投入成本。”赵宇总结。

“这个项目完成之后，沈阳市建筑设计院做过

一个统计。用Autodesk Revit软件至少能节省

将近50%的时间，减少30%-40%的人力和其它

投入。如果使用传统二维设计修改，需同时修

改多个平面、立面和剖面，而Autodesk Revit

只需要改其中一个图即可，一处修改，处处更

新，比我们画图的时间减少了70%。”王志博

介绍。

同时，采用Autodesk Revit软件设计的三维立

体模型，对后期业主维护也能够起到相应的作

用。Autodesk Revit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库，它会存储一些建筑模块。比如门窗、家具

的产品信息，设计师可以实时导出每一个房间

或者每一个细节的图纸，业主可以根据需要，

直观地找到需要修改或者维护的地方。

现在在建筑工程领域很多人会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环保、低碳、绿色以及可持续设计。而在

采用Autodesk Revit软件做项目的时候，都会

地上车流

地下停车路线

商业人流

办公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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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负责人

沈阳市建筑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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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项目设计的工作量并不是很大，但是修改的工作量

往往超过原先的工作量。现在有了Autodesk Revit三维

设计软件，使调整和修改变得更加容易。只需要修改几

个参数，或者重画几个轮廓线就可以完成整个平面、立

面视图的修改。如果用二维软件修改，时间上要超过用

Autodesk Revit软件数倍。

— 陈鹏

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设计工程师

沈阳市建筑设计院 

图片由沈阳市建筑设计院提供。

有所体现。王志博表示，“首先，它可以节省

我们的时间、人力、物力，一些协同设计的功

能非常实用。在大规模建筑群设计的时候，用

单个文件去设计文件量很大，数据量很大，很

难完成设计的任务，如果是几台机器分别把工

作量分摊的话，这样会节省很多时间，最后形

成一个文件之后也是一个很详细的资料，帮助

设计师比较高效完成工作。另外，如果有了

Autodesk Revit做演示，就不需要打一些展示板

或者文本，同时还可以节省一些不必要的文本

输出的损耗。”

在后期向业主展示三维模型效果图的阶段，是

一个项目最关键的阶段。王志博发现Revit软件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设计师向业主讲解这套

方案的时候，不再像以前用二维的方式跟业主

讲，他们很难懂。现在展示三维效果图，非常

直观、非常具体，而且业主也更容易接受设计

师的理念。

同时，在讲解阶段，业主如果提出一些修改方

案，设计师现场就在笔记本上做修改，几分钟

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让业主见到修改后的

效果图。当然，为了演示方便，Autodesk Revit

有一个版本就是演示版本，设计师也可以随时

导出效果图传给业主。

三维设计软件是将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还有些设计院采用二维软件进行设计，

而也有人疑问三维软件是否是未来的发展方

向？赵宇分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二维软件出来一个方案，有的方案考虑不够

细，后期修改起来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而三

维软件可以为我们的设计提供一个很直观的空

间概念，修改起来更加便捷和省力，能够节省

设计院很多的人力和物力，节省项目的成本，

最终还能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方案，并且对业

主来说展示起来更加直观。所以，我认为三维

设计软件必将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亲历Autodesk Revit带来的变化之后，赵宇还表

示，“未来，我们院会继续扩大使用Autodesk 

Revit的人群，增加使用Autodesk Revit工程师

的数量。另外，我们会紧跟着Autodesk Revit

软件的更新继续学习，学习Autodesk Revit新增

的、比较实用的功能。同时，我们会继续积累

Autodesk Revit模型库，以便日后为业主作出更

优秀的设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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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室内各个角落的温度尽量保持均匀，这样设

计出来的成果会让人非常舒适，提高室内的舒

适感。

从节能角度来讲，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利用

Autodesk Revit软件，为业主做了一些绿色设

计，为业主节省一笔建设成本。陈鹏告诉我

们，“因为祥运热力办公楼采用的是大型玻璃

幕墙，从传统工业来讲，大型玻璃幕墙是非常

耗能的，在后期设计师会建议业主把玻璃幕墙

改成混凝土外墙局部开窗的状况，这样可以节

省不少的能耗。”

三维设计让项目至少节省50%的时间

“有了Revit的帮助，让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能

够如期圆满地完成设计任务。业主对我们最终

的结果非常满意，对运用Revit三维直接演示的

形式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因为这使得他们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和投入成本。”赵宇总结。

“这个项目完成之后，沈阳市建筑设计院做过

一个统计。用Autodesk Revit软件至少能节省

将近50%的时间，减少30%-40%的人力和其它

投入。如果使用传统二维设计修改，需同时修

改多个平面、立面和剖面，而Autodesk Revit

只需要改其中一个图即可，一处修改，处处更

新，比我们画图的时间减少了70%。”王志博

介绍。

同时，采用Autodesk Revit软件设计的三维立

体模型，对后期业主维护也能够起到相应的作

用。Autodesk Revit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库，它会存储一些建筑模块。比如门窗、家具

的产品信息，设计师可以实时导出每一个房间

或者每一个细节的图纸，业主可以根据需要，

直观地找到需要修改或者维护的地方。

现在在建筑工程领域很多人会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环保、低碳、绿色以及可持续设计。而在

采用Autodesk Revit软件做项目的时候，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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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博

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负责人

沈阳市建筑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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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项目设计的工作量并不是很大，但是修改的工作量

往往超过原先的工作量。现在有了Autodesk Revit三维

设计软件，使调整和修改变得更加容易。只需要修改几

个参数，或者重画几个轮廓线就可以完成整个平面、立

面视图的修改。如果用二维软件修改，时间上要超过用

Autodesk Revit软件数倍。

 — 陈鹏

祥运热力办公楼项目设计工程师

沈阳市建筑设计院   

图片由沈阳市建筑设计院提供。

有所体现。王志博表示，“首先，它可以节省

我们的时间、人力、物力，一些协同设计的功

能非常实用。在大规模建筑群设计的时候，用

单个文件去设计文件量很大，数据量很大，很

难完成设计的任务，如果是几台机器分别把工

作量分摊的话，这样会节省很多时间，最后形

成一个文件之后也是一个很详细的资料，帮助

设计师比较高效完成工作。另外，如果有了

Autodesk Revit做演示，就不需要打一些展示板

或者文本，同时还可以节省一些不必要的文本

输出的损耗。”

在后期向业主展示三维模型效果图的阶段，是

一个项目最关键的阶段。王志博发现Revit软件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设计师向业主讲解这套

方案的时候，不再像以前用二维的方式跟业主

讲，他们很难懂。现在展示三维效果图，非常

直观、非常具体，而且业主也更容易接受设计

师的理念。

同时，在讲解阶段，业主如果提出一些修改方

案，设计师现场就在笔记本上做修改，几分钟

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让业主见到修改后的

效果图。当然，为了演示方便，Autodesk  Revit

有一个版本就是演示版本，设计师也可以随时

导出效果图传给业主。

三维设计软件是将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还有些设计院采用二维软件进行设计，

而也有人疑问三维软件是否是未来的发展方

向？赵宇分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二维软件出来一个方案，有的方案考虑不够

细，后期修改起来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而三

维软件可以为我们的设计提供一个很直观的空

间概念，修改起来更加便捷和省力，能够节省

设计院很多的人力和物力，节省项目的成本，

最终还能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方案，并且对业

主来说展示起来更加直观。所以，我认为三维

设计软件必将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亲历Autodesk Revit带来的变化之后，赵宇还表

示，“未来，我们院会继续扩大使用Autodesk 

Revit的人群，增加使用Autodesk Revit工程师

的数量。另外，我们会紧跟着Autodesk Revit

软件的更新继续学习，学习Autodesk Revit新增

的、比较实用的功能。同时，我们会继续积累

Autodesk Revit模型库，以便日后为业主作出更

优秀的设计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