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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设计院

客户成功案例

案例

昆明东部生态城项目

鸡足山佛塔寺项目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设计师经常被要求在向

业主提交方案的会议上

进行现场修改，运用基

于BIM的Revit软件可以

直接在三维立体效果图

上做数据修改，并现场

展示变更效果图，从而

让业主现场确认很多问

题，这样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有助于项目的

推进。

—金小峰

 昆明东部生态城项目负责人

 云南省设计院 

BIM: 一次输入永久利用
三维设计的神兵利器

云南省设计院成立于 1952 年。作为从事工业与民用建筑、城市规划、轻工、市政工程、医药、建

材等行业全国知名的大型综合性省级勘察设计企业，云南省设计院多年来秉承“精心设计、严格

管理、满意服务”的执业宗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直以来受到社会各方的广

泛赞誉。

云南省设计院现有员工 500 余人，技术人员占全院总人数的 90% ，其中：国家级设计大师 1 人，

国家注册建筑师 50 余人，注册结构工程师 80 余人，注册造价师 4 人，具备高级技术职称人员 70 

余人，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220 余人。拥有规划、总图、建筑、景观、结构、给排水、电气、智

能、暖通、轻工工艺、医药食品、环境工程、建材、设备、概预算、岩土工程勘察等二十余个专

业；另有各类特种技术专业设计（大跨度预应力结构、网架、特殊桩基础、特种结构加固、空间

膜屋面、建筑声学等）。

目前，云南省设计院共承担各类设计项目 1 万余项，建筑面积4700万平方米，设计成果遍布省内

外及国外，先后共获得国家级、部级、省级优秀设计奖及科技进步奖等200余项；1999 年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传统设计理念落后 项目遭遇重重难题

昆明东部生态城是昆明市政府的一个项目，总

体建筑面积多达40多万平米，如此大型的一

个设计项目，相对于以往的小项目可谓困难重

重。如今，这个项目已经顺利完成，云南省设

计院昆明东部生态城项目负责人金小峰深有感

触地介绍项目当初所经受的种种挑战。

首先，这个项目需要的构建形式多样，同时

对细部构建图的推敲也需要做到非常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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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BIM设计理念，同

时以Autodesk Revit三
维设计工具为核心进行

设计，能够帮助设计师

非常准确地应用所有构

建的尺度，并从不同角

度进行分析观察，包括

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

而完成这些工作并未过

多地增加设计人员的工

作量。

—金小峰

昆明东部生态城项目负责人

云南省设计院 

按照业主的要求，建筑设计必须采用美国风

格，再加上项目时间紧迫，不得不要求设计

人员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 如何快速实现设计中相应数据的变更。

很多设计师都非常害怕业主频繁地更新设计数

据。一个数据的变更，会影响到项目的很多因

素，包括材料、成本以及施工方的误读等一系

列问题。项目负责人金小峰举例，“施工过程

都是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的，在这个过程

中，一旦进行参数变更，如有个别参数没有统

一修改，会让项目各方对整个图纸产生误读，

影响整个项目的进程。如何能够做到快速响应

变更，一改全改，是我们一直的期待。”所

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设计师埋怨，这是一个工

作量的问题，而不是工作难度的问题。

再次，材料如何定位准确？ 比如一个墙体，

主要墙体的材料，保温材料、面喷材料，这些

数据确定以后，对于材料的选择关系到业主的

成本问题。业主做一个变更，最关心的是做完

这个变更以后，投资变化了多少，通过变更以

后，变更的工程量是多少？

目前，全球的建筑工程设计都在逐渐走向低

碳、绿色、环保以及可持续设计。那么，如何

巧妙地将这些理念加入到这个项目中呢？这是

金小峰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的事情。

另外，云南省设计院鸡足山佛塔寺项目负责人

苏兴全也表示，项目中会遇到一些用传统设计

理念难以解决的困难：古建筑与一般建筑物风

格迥然不同。首先，古建筑前后建筑交接的问

题，对非三维软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

次，古建筑要求屋面曲线优美流畅，但真正要

用建筑设计的方式去描绘各个立面、立体空间

的曲线感觉，则必须耗费较大的精力和时间，

而且投影并非全是正投影（有的呈45°角投

影）。第三，对于古建筑来说，瓦楞的三维表

现很难用传统设计软件表现。第四，古建筑的

门窗及斗拱，亦作为具有中式特色的元素，其

造型复杂，规律性强，用传统设计方法也难以

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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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BIM设计理念  项目柳暗花明又一村

目前，昆明东部生态城项目的设计阶段已经完

成。按照项目预定的两个月期限，云南省设计

院派出了三个设计师负责这个团队，由金小峰

带队。面对昆明东部生态城项目的各种急需解

决的问题，金小峰是如何应对的呢？

首先，构建太多的问题。作为项目负责人的金

小峰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必须使用一个优秀的

工具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否则在传统思路

及工具的支持下，几乎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

金小峰的解决方案是：采用BIM设计理念，同

时以Autodesk Revit三维设计工具为核心进行设

计。这款工具能够帮助设计师非常准确地应用

所有构建的尺度，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观

察，包括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在这些工作都

完成以后，金小峰欣喜地发现这对整个设计人

员的工作量并没有多大的增加。

有了三维模型设计软件Revit以后，对于设计师

们最害怕的“反复修改”，Revit软件也能在几

分钟解决。金小峰说，“如今，我们非常平和

地看待业主要求的参数变更。变更数据之后

的效果很快就可以显示出来。”金小峰举了

一个例子：设计师经常被要求在向业主提交

方案的会议上进行现场修改，运用BIM可以

直接在三维立体效果图上做数据修改，并现

场展示变更效果图，从而让业主现场确认很

多问题，这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有助于

项目的推进。

当然，Revit软件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关

的参数只要做一次输入，就可以多次利用；同

样的数据，也可以用在不同的项目上。这样，

对设计师和项目的管理都会非常高效。金小峰

解释，“在建筑模型里，很多建筑材料是一样

的，包括整个材料的信息已经涵盖，原来需要

重新标出的地方，现在只需要把将这些信息提

取出来就可以，大大节省了时间。”

那么，哪些部分的参数可以拿来共享呢？金小

峰表示，在整个建筑方面，能够共享参数的部

分比较多，如通用的材料，最简单的就是墙

和墙楼板连接的信息；屋面上结构层、房子材

料，面层以及构建造型和细部等。相关的标准

图样的构建，都可以直接提取信息，大大避免

了重复劳动。

对于材料选择的问题，通过Autodesk Revit软件

可以准确和快速地完成变更数据之后的统计数

据。对于施工过程出现的一些变更不能及时反

馈出来的问题，金小峰会采用直观的三维立体

模型与二维对照。对于施工方，在提供一些细

部构建图同时也提供整个三维关系，使其将二

维的图纸和三维的立体图参照起来实施。

另外，如何巧妙地将低碳、绿色、环保以及可

持续设计理念加入到这个项目中呢？金小峰

说：“我们准确算出窗和墙在整个建筑设计形

体所占的比例，体形系数可以准确提供相关数

据，包括整个绿色建筑南向窗墙比是多少。” 

以往这些数据没有办法及时反映出来，现在通

过Revit软件的三维参数化设计，可以准确把握

整个工程建设的相关数据。通过数据和量的比

较，金小峰将绿色的思想融入到设计中。

同样，苏兴全负责的鸡足山佛塔寺项目也顺

利完成设计工作。苏兴全通过采用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软件，找到了解决鸡足山佛

塔寺项目难题的所有办法。第一个难题，通过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搭建模型，可以直

观观察古建筑前后建筑交接的问题，不断更改

造型，直到交接自然过渡为止。第二个难题，

采用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立面图不需

要单独绘制，设计师只要专心于曲线推敲，利

用强大的布尔运算，通过各种体量的变化来

实现曲线控制即可。第三个难题，在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中，并没有直接表现瓦楞的

工具，首先通过体量造型造出曲线及曲面，再

通过屋面幕墙系统，设定幕墙的横梃及竖梃的

相关参数；绘制幕墙嵌板的轮廓，载入项目

中即可；最后通过调整参数，实现古建筑瓦

楞的表现。第四个难题，利用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内的中式门窗组合即可解决门窗样

式问题，斗拱必须自己制作成族，然后直接使

用即可。

摆脱繁重的重复劳动 一次输入永久利用

从2006年开始了解BIM，到2007年云南省设计

院开始使用Autodesk Revit软件。云南省设计

院在短时间的摸索后，就将BIM应用到具体的

实际项目中，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三四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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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Revit软件的三维参数化设计最大的特点是所搭建的模型是具有建筑物实

际属性的模型，模型的建构逻辑与实际建造逻辑高度一致。所有视图均是模型数据

库的不同表现方式。由模型衍生而成的平、立、剖面及明细表之间是实时联动的，智

能的相关数据自动更新功能，在大幅度降低设计人员工作强度的同时也提升了设计

人员的工作效率 。

—苏兴全

鸡足山佛塔寺项目负责人

云南省设计院 

时间里，云南省设计院用BIM实施的项目已达

三、四百万平米，这些年的使用经验，也让云

南省设计院的设计师深有感触，BIM打破了他

们之前的那种传统设计理念。

金小峰坦诚地说，“有了Autodesk Revit这个工

具之后，三个人两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个项目并

不难，如果时间要求不是特别紧的话，一两个

人也可以比较轻松地完成。”

苏兴全也表示，“我们选择Autodesk Revit软

件并不是追逐流行或时尚趋势，而是未来的设

计工作和工程管理需求，协同工作、精细化

设计、高效设计的需求让我们选择了Autodesk 

Revit。

在设计过程中，工程师如果能把更多的精力放

在创作上，那么设计的成果无疑将更加的完

美。两位云南省设计院的设计师均表示，“事

实证明，有了Autodesk Revit这个优秀工具的帮

助，在整个项目里，思考创意的时间可以达到

80%左右的比重。”

换言之，现在设计师基本可以摆脱繁重的重复

劳动，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设计上。因为有三

维设计工具，可以看到整个空间的情况，建成

后的效果。如果三维不够，还可以做渲染，以

真实反映设计效果。可以说，设计师实际上很

多时间都在欣赏自己的作品，由此，设计师会

更有成就感，能够用很短时间内做出这么大规

模的建筑。

BIM模型不仅仅能够应用在前期的设计过程，

还可以为业主进行建筑运营后的维修和修改提

供很大的帮助。目前，昆明东部生态城项目虽

还没有应用，但是设计师们却提前进行了一些

尝试。金小峰表示，例如在做比较大型的工业

建筑项目时，对于管道、设备管理的工作，输

入包括功能用途、使用年限、更换时间等信

息，所有数据都可以附在模型中，通过这些数

据进行相关的数据化管理，可以提供更为直观

的第一手资料，上述这些云南省设计院在不久

的将来一定要实现。

谈到对于未来的展望，两位项目负责人均表

示， Autodesk Revit的功能非常强大，目前设

计师没有用到它的所有功能，未来他们将继续

熟悉该软件，为完成更多更为创新的设计而努

力，这是他们一直不变的目标。

图片由云南省设计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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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BIM设计理念  项目柳暗花明又一村

目前，昆明东部生态城项目的设计阶段已经完

成。按照项目预定的两个月期限，云南省设计

院派出了三个设计师负责这个团队，由金小峰

带队。面对昆明东部生态城项目的各种急需解

决的问题，金小峰是如何应对的呢？

首先，构建太多的问题。作为项目负责人的金

小峰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必须使用一个优秀的

工具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否则在传统思路

及工具的支持下，几乎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

金小峰的解决方案是：采用BIM设计理念，同

时以Autodesk Revit三维设计工具为核心进行设

计。这款工具能够帮助设计师非常准确地应用

所有构建的尺度，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观

察，包括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在这些工作都

完成以后，金小峰欣喜地发现这对整个设计人

员的工作量并没有多大的增加。

有了三维模型设计软件Revit以后，对于设计师

们最害怕的“反复修改”，Revit软件也能在几

分钟解决。金小峰说，“如今，我们非常平和

地看待业主要求的参数变更。变更数据之后

的效果很快就可以显示出来。”金小峰举了

一个例子：设计师经常被要求在向业主提交

方案的会议上进行现场修改，运用BIM可以

直接在三维立体效果图上做数据修改，并现

场展示变更效果图，从而让业主现场确认很

多问题，这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有助于

项目的推进。

当然，Revit软件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关

的参数只要做一次输入，就可以多次利用；同

样的数据，也可以用在不同的项目上。这样，

对设计师和项目的管理都会非常高效。金小峰

解释，“在建筑模型里，很多建筑材料是一样

的，包括整个材料的信息已经涵盖，原来需要

重新标出的地方，现在只需要把将这些信息提

取出来就可以，大大节省了时间。”

那么，哪些部分的参数可以拿来共享呢？金小

峰表示，在整个建筑方面，能够共享参数的部

分比较多，如通用的材料，最简单的就是墙

和墙楼板连接的信息；屋面上结构层、房子材

料，面层以及构建造型和细部等。相关的标准

图样的构建，都可以直接提取信息，大大避免

了重复劳动。

对于材料选择的问题，通过Autodesk Revit软件

可以准确和快速地完成变更数据之后的统计数

据。对于施工过程出现的一些变更不能及时反

馈出来的问题，金小峰会采用直观的三维立体

模型与二维对照。对于施工方，在提供一些细

部构建图同时也提供整个三维关系，使其将二

维的图纸和三维的立体图参照起来实施。

另外，如何巧妙地将低碳、绿色、环保以及可

持续设计理念加入到这个项目中呢？金小峰

说：“我们准确算出窗和墙在整个建筑设计形

体所占的比例，体形系数可以准确提供相关数

据，包括整个绿色建筑南向窗墙比是多少。” 

以往这些数据没有办法及时反映出来，现在通

过Revit软件的三维参数化设计，可以准确把握

整个工程建设的相关数据。通过数据和量的比

较，金小峰将绿色的思想融入到设计中。

同样，苏兴全负责的鸡足山佛塔寺项目也顺

利完成设计工作。苏兴全通过采用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软件，找到了解决鸡足山佛

塔寺项目难题的所有办法。第一个难题，通过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搭建模型，可以直

观观察古建筑前后建筑交接的问题，不断更改

造型，直到交接自然过渡为止。第二个难题，

采用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立面图不需

要单独绘制，设计师只要专心于曲线推敲，利

用强大的布尔运算，通过各种体量的变化来

实现曲线控制即可。第三个难题，在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中，并没有直接表现瓦楞的

工具，首先通过体量造型造出曲线及曲面，再

通过屋面幕墙系统，设定幕墙的横梃及竖梃的

相关参数；绘制幕墙嵌板的轮廓，载入项目

中即可；最后通过调整参数，实现古建筑瓦

楞的表现。第四个难题，利用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内的中式门窗组合即可解决门窗样

式问题，斗拱必须自己制作成族，然后直接使

用即可。

摆脱繁重的重复劳动 一次输入永久利用

从2006年开始了解BIM，到2007年云南省设计

院开始使用Autodesk Revit软件。云南省设计

院在短时间的摸索后，就将BIM应用到具体的

实际项目中，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三四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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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Revit软件的三维参数化设计最大的特点是所搭建的模型是具有建筑物实

际属性的模型，模型的建构逻辑与实际建造逻辑高度一致。所有视图均是模型数据

库的不同表现方式。由模型衍生而成的平、立、剖面及明细表之间是实时联动的，智

能的相关数据自动更新功能，在大幅度降低设计人员工作强度的同时也提升了设计

人员的工作效率 。

—苏兴全

 鸡足山佛塔寺项目负责人

 云南省设计院    

时间里，云南省设计院用BIM实施的项目已达

三、四百万平米，这些年的使用经验，也让云

南省设计院的设计师深有感触，BIM打破了他

们之前的那种传统设计理念。

金小峰坦诚地说，“有了Autodesk Revit这个工

具之后，三个人两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个项目并

不难，如果时间要求不是特别紧的话，一两个

人也可以比较轻松地完成。”

苏兴全也表示，“我们选择Autodesk Revit软

件并不是追逐流行或时尚趋势，而是未来的设

计工作和工程管理需求，协同工作、精细化

设计、高效设计的需求让我们选择了Autodesk 

Revit。

在设计过程中，工程师如果能把更多的精力放

在创作上，那么设计的成果无疑将更加的完

美。两位云南省设计院的设计师均表示，“事

实证明，有了Autodesk Revit这个优秀工具的帮

助，在整个项目里，思考创意的时间可以达到

80%左右的比重。”

换言之，现在设计师基本可以摆脱繁重的重复

劳动，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设计上。因为有三

维设计工具，可以看到整个空间的情况，建成

后的效果。如果三维不够，还可以做渲染，以

真实反映设计效果。可以说，设计师实际上很

多时间都在欣赏自己的作品，由此，设计师会

更有成就感，能够用很短时间内做出这么大规

模的建筑。

BIM模型不仅仅能够应用在前期的设计过程，

还可以为业主进行建筑运营后的维修和修改提

供很大的帮助。目前，昆明东部生态城项目虽

还没有应用，但是设计师们却提前进行了一些

尝试。金小峰表示，例如在做比较大型的工业

建筑项目时，对于管道、设备管理的工作，输

入包括功能用途、使用年限、更换时间等信

息，所有数据都可以附在模型中，通过这些数

据进行相关的数据化管理，可以提供更为直观

的第一手资料，上述这些云南省设计院在不久

的将来一定要实现。

谈到对于未来的展望，两位项目负责人均表

示， Autodesk Revit的功能非常强大，目前设

计师没有用到它的所有功能，未来他们将继续

熟悉该软件，为完成更多更为创新的设计而努

力，这是他们一直不变的目标。

图片由云南省设计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