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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直观
的、可视化的，不仅可以使各方
的体验感大大增强，还可以将
信息的对称和流动也都非常直
观的显现出来，扫清了大量的沟
通和交流上的障碍，使项目运
作变得非常顺畅。
— 盛烨
董事、总经理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八爪鱼酒店鸟瞰效果图

华艺设计顾问有限公司1986年注册于香港，
同年设立具有甲级工程设计资质的全资子公
司——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现设有上海、南京、武汉、北京、重庆、广
州、厦门和成都等十地分支机构。公司累计完
成各类工程设计项目约1,300多项，项目类型涵
盖城市规划、大型住宅区、综合性办公楼、酒
店、医疗文体建筑、高层及超高层建筑等，先
后共有130多个项目获得300余次国家级、省部
级及深圳市优秀设计奖；共拥有960多名专业
设计人才。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公共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
城市设计、居住区规划、室内设计及前期顾问
和建筑策划研究等。华艺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涵
盖规划、建筑、结构、机电设备、概预算、室
内设计等全方位、高质量的设计、咨询及其配
套服务，并具有运用“建筑信息模型（BIM）
设计”技术进行全过程设计的技术能力和项目
经验。公司陆续成立了绿色建筑、新技术新材
料应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住宅产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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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信息模型BIM、结构计算等七个研究中心；
至今，华艺设计已获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
利10项、软件著作权4项。
随着BIM的应用在建筑领域的不断深化，夯实
基础和加速发展，也为BIM寻求拓展的方向和
领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为此，香港华艺
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简称“华艺设
计”）便将BIM于实践中的探索和协作转化为
发展的动力，从龙沐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八爪鱼
酒店项目到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项目，每一个项
目对于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来
说，都是在建筑设计领域内深耕发展的基点，
从而持续触动BIM的脉搏，使其跳动得更加虬
劲有力。

BIM 的创新应用

龙沐湾国际旅游度假核心区位于海南省乐东县
尖峰岭山脚下，北距海口市278公里，东南距
三亚市88公里，东距乐东县城约70公里，属
于龙沐湾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中南部沿海，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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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BIM的发展将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建筑，它可能延伸到整个
世界，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发展，并与全世界衔接在一起，
实现全方位的信息化连接与发展。

贵阳国际中心效果图

心区面积15.3平方公里，占总体规划总面积的
44.8%。八爪鱼酒店项目属于大体量的异形建
筑，于海南省龙沐湾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端，
拥有中国最美丽的火烧云的落日景观。面对超
大体量的设计，其灵感的独特性与空间和功能
要求的复杂性，都要求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
圳）有限公司必须全面采用BIM技术来处理所
面对的各种现实设计中的难题，从而达到最佳
的异型建筑的设计效果。
可以说，八爪鱼酒店项目的外型设计非常独
特，当然，这种令人惊叹的设计灵感，取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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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征的细致再现。
这一座滨海的酒店被赋予了活灵活现的建筑形
态，八爪鱼是海中之精灵，该项目便巧妙地选
取了海洋中极具传奇色彩的八爪鱼形态，其设
计灵感便是源自于黎族特有的“鱼篓结渔”。
生态建筑的概念前所未有的另加在这个世界级
旅游度假酒店的设计中，其生态塔优美的弧线
在天际之间交替盘旋而上，携手壮观的火烧云
落日美景，缔造出一个大气灵动的顶级度假天
堂。同时，180度海景套房和海底蜜月套房，
浪漫婚宴大厅，还有游艇直达酒店大堂码头，
并与天空酒吧共同交织成一个精妙立体的海上

梦幻世界。
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项目，香港华艺设计顾
问（深圳）有限公司搭建的BIM平台为其解决
了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的很多技术难题，包括：
方案设计平台，绿色节能平台，参数化实践平
台，室内、照明、幕墙等设计总包平台，并建
立了大协同的合作机制，为各个专业和各级人
员提供了良好的协作平台，使各项工作得到了
完美的配合。其实，能够实现异型设计，也
是因为有了一定的BIM技术实力，从另外一个
角度也说明，BIM的运用，有利的推动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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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体现出的最大优势就是直观、可视化。
设计的创意。针对八爪鱼酒店这个项目，运用
Autodesk Revit模型做了多方的处理，包括参数
化设计，并进行了二次开发，从而完成了各种
各样的异型构件的设计。如果不用BIM技术，
这种复杂形体的创意能实现吗？对此，香港华
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设计总监郭文波
表示：“不用BIM技术也能实现，但有了BIM，
设计的范围更广阔，设计的手段更多样，设计
的成本大大降低，设计的成果也更容易让甲方
认可。”
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项目与八爪鱼酒店项目都是
属于功能极其复杂的项目。但每一个项目也都
有其自己的特点。八爪鱼酒店项目造型相当独
特，是一座30万平方米的集大型酒店和娱乐中
心于一体的单体建筑，而贵阳国际金融中心则
是一个10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的CBD项目。当
然，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对设计工期和绿色
建筑方面的要求更是非常之高。 为了解决所面
对的一系列问题，“运用BIM的设计手段，在
项目的方案创立，建筑细节的实现，还有绿色

建筑设计，专业协调，施工图的完成，以及材
料统计，施工组织，工程概预算等方面都比较
好地达成了目标。”郭文波如是说。

BIM的卓越体现
“无论何种项目何种应用点，其最终的目的就
是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中，各专业在同一个平
台上作业，针对同一个设计对象进行研究，减
少专业间不协同和不同步的问题。” 郭文波
说，“其实这也正是BIM实践应用上的卓越体
现。”
诚然，项目复杂，瓶颈和挑战自然也会很大，也
必然遇到很多的困难。郭文波谈道，“比如实现

将建筑方案模型完整地体现到施工图纸里面就不
是很容易，这些方案都是非常特殊的，像贵阳国
际金融中心项目属于超高层项目，对于日后的施
工组织，整个地下室的功能分区等等，都会遇到
很多的瓶颈。为此，我们把原有的设计通过不同
的设计手法来呈现。当然八爪鱼酒店项目与贵州
国际金融中心项目一样，也是把建筑的原有模型

未来BIM的发展趋势可能会改
变 ， BIM将不仅仅局限于一个
建筑，它可能延伸到整个世
界，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发
展，并与全世界衔接在一起，
实现全方位的信息化连接与发
展 ， 由此 ， BIM可能将会达到
一个更加崭新的境界，得到一
个更加广泛的发展空间，这必
定是BIM发展的未来趋势。
— 郭文波
设计总监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直接链接到Autodesk Revit当中，并进行二次开
发，通过努力去不断改进设计的手段，从而实现
原方案与施工设计能够很顺畅，很完美地进行衔
接。”
此外， 能够真正地实现全生命周期都采用BIM
技术的项目还是很少的，那么，在实施BIM的
时候，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便
在设计流程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并总结出了
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其实，在项目
的整体运作中，最大的瓶颈就是各方的沟通障
碍，在这里BIM体现出了其最大的优势就是，
直观的、可视化的，即可以使各方的体验感大
大增强，信息的对称和流动也都非常直观，扫
清了大量的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使项目运作
变得非常顺畅。
对于贵阳国际金融中心这个项目来说，一个综
合体项目，对其进行室内外环境分析就显得非
常重要，同时也一定要做到多方和多专业的协
同设计。BIM在分析上，有着统一的数据平台、
数据格式和专业的分析软件，可以很有效地对
项目各个专业进行衔接，并可以很方便地进行
数据之间的转换。另外，其提供的绿色分析数
据更加真实，更加细致。正像郭文波说的那
样，“一般的绿色分析，只能分析到一个体量

八爪鱼酒店夜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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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优秀的设计团队来说，高
尚的设计品质是团队的核心灵
魂 ， 而BIM设计则帮助我们创
造设计精品 ， 这也将成为BIM
团队工作的常态。
— 郭文波
设计总监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实验性的设计。

八爪鱼酒店内部效果图

块，或者只能分析到某一个层面。我们利用BIM
之后，则可以分析到任何一个点，任何一个深
度。节能分析，日照分析，辐射分析，噪音分
析，通过BIM提供的数据，就能更有科学性，
更加真实地反映出这个分析的结果。软件毕竟
代替不了最真实的模拟环境，同时，也还有各
种各样的功能和延伸的环境分析方面，都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来说，可模拟的范围和
场景，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限制，将来这个软
件，我相信肯定是不断往前发展，并且会发展
得越来越成熟，功能越来越强大。”

让BIM成为设计的常态
现如今，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每年都有大量的项目利用BIM进行设计，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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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达到每一个项目都利用BIM来进行设计。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BIM肯定将成为香港华艺
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的设计常态，不仅
如此，整个行业也将会使BIM成为设计的一种
常态。
其实，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在
做设计的时候，什么时候用BIM是会遵循几个
原则的，一个是异型建筑设计，肯定是要用
BIM才能得以更好地实施，另外一个是大型项
目应用BIM设计，可以快速地、规模化地实现
整体的设计，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以后来说比较
有探索性的项目，包括一些向后端延伸的BIM
设计，对BIM有创造价值的等，香港华艺设计
顾问（深圳）有限公司都会利用BIM进行一些

与此同时，对于未来BIM的发展，郭文波也表
示，“我们将会有更多新的尝试，包括在BIM
与云计算、模拟仿真、3D打印等这些新兴技术
的结合，这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比如说我们
运用了云平台，在不增加硬件成本的前提下，
实现了共享资料，通过远程计算机连接，实现
云渲染，结构云计算等等。BIM与3D打印技术
结合也是非常紧密的，我们也进行了很多3D打
印的尝试，包括利用BIM的模型，进行3D打印
直接出图或演示的过程，当然，随着劳动人口
的减少，3D打印技术将会很快的发展起来，
填补相关的缺口。此外，BIM将会打破全生命
周期各个阶段的瓶颈，包括数据标准的瓶颈，
设计方与发展方、施工方沟通交流的瓶颈，真
正实现未来BIM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真正的运
用。”
最后，郭文波表示，“对于优秀的设计团队来
说，高尚的设计品质是团队的核心灵魂，而
BIM设计则帮助我们创造设计精品，这也将成
为BIM团队工作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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