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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的最大价值一方面是源于
对项目的管理，它是管理的一
个抓手；其次是实现了项目的
协同，极大地提升了效率。协
同的关键是彼此间信息如何被
获取 ， 运用BIM技术 ， 既能实
现信息与价值的共享，也可以
将质量与成本最大化。
— 于洁
建筑院BIM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新城某住宅项目效果图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CAG）是2000年4月由
原建设部四家直属的建设部设计院、中国建筑
技术研究院、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和
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组建的大型骨干科技型
中央企业，前身是创建于1952年的中央直属设
计公司，改革开放后是第一批进入国际建筑市
场并较早获得对外经营权的设计企业之一。先
后设计完成了北京火车站、中国美术馆、2008
北京奥运会国家主体育场、西直门交通枢纽、
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故宫保护、长城保护、
敦煌莫高窟等国家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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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城某住宅项目和华都中心是两个不同
的项目，前者为商业住宅类项目，而华都中
心则是集办公、酒店、美术馆于一身的大型
综合性商业项目。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项
目，却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BIM设计研究中
心的杰作 ，在BIM技术的运用与协同创新方

面，都有着不同的体现与侧重。

上海新城某住宅项目：一场BIM2.0与
CAD的竞赛
上海新城某住宅项目是一个商业住宅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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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公共建筑项目，管线复杂、空间功能复杂、团队组织
结构复杂的项目中，如何用一个平台实现共享，BIM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米，其中北区4.6万平
米，南区6.4万平米。南北两区户型、材料、塔
楼部分基本一致。
项目结构本身并不复杂，难度主要体现在协
同创新方面。“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尝试了新
的协同方式，我们为它取名为‘BIM2.0’，
主要是源于不同的认识。”在中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建筑院BIM设计研究中心主任于洁看
来，对于中国来讲，BIM技术已不再是问题，
换言之，技术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关
键是在于如何将技术运用好。
BIM2.0的协同方式主要针对设计人员，市场上
很多都是“后BIM”状态，即设计、建模，建
筑结构与机电等各专业均各自独立。而BIM2.0
追求的是协同，这与业内很多案例是有差异
的。因此，如何让设计人员接受这种设计方
式，如何在设计过程中实现协同，是这项技术
的关键环节。
随着设计方案的不断深入，欧特克的BIM软件
在项目管理、专业协同、数据提取上的优势也
逐渐显露出来。
“上海新城某住宅项目旨在为运用BIM技术的
各方都能找到共同盈利的一次尝试。”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中级工程师、上海新城某住宅项
目建筑负责人余丹说。
对BIM而言，BIM2.0是让设计实现更高一层的
要求。上海新城某住宅项目机电负责人龙湘
珍介绍说，以管道综合专业为例，图纸可以直
接指导施工方用于施工。算量方面，不但要用
BIM的方式提供三维算量清单，还要同二维算
量的结果进行比较。
在项目起始阶段，南区与北区均拥有完整的二
维CAD初步设计图纸。北区采用三维团队，以
BIM方式出施工图，以三维方式算量得到成本
清单；南区采用二维团队，以CAD方式出施工
图，以二维人工计算方式得到成本清单。比对
双方均以三个月作为期限。

册子-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市场版.indd 2

95天后，比对结果揭晓：CAD团队用时30天
完成出图，而BIM团队只用了2天时间就完成
了出图任务。算量统计方面，CAD团队60天
完成，BIM团队也只用了14天。综合下来看，
CAD团队从出图到算量统计共用时185天，而
BIM团队只用111天，二者相比，BIM团队比
CAD团队节省74天。
比对结果证明，在住宅类项目中，采用BIM方
式，在初步设计完成的情况下，出图效率并
不低于传统二维CAD出图，并能在最短的时间
内完成工程量预算（除钢筋量和电缆外，直
接算出工程量），从而帮助业主加速开发周
期，节约持地成本。

BIM的价值是什么？是数据的
传递 。但我们经常会由于协同
方式的错误，造成数据传递的
丢失，或是重复劳动 、更 新不
同步，这些都是协同方法的错
误 。因此我们在BIM2.0中尝试
结构专业和建筑专业合模 ，将
两个专业进行了协同，效果非
常好。
— 余丹
中级工程师、上海新城项目建筑负责人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BIM2.0的宗旨就是贴近实际，发现实际

的需求。比如管综直接用于施工指导，首先
就会减少很多变更。虽然项目前期可能会慢
一些，但后面推进会非常快。像我们安装这
一块，有消防公司、有做管道的、有做风暖
的……好几个分包商，这样我们都会提前将
这些问题进行控制，这对施工方、业主方也
是一种利益。”龙湘珍说道。
“通过上海新城某住宅项目我们发现，BIM技术
运用于住宅项目是有很多标准的，反而更有优
“BIM在这个项目的关键作用是协
势。”于洁说，

同，而协同的关键在于你的信息如何被我获取、
我的工作如何能被你应用、我的工作成果你怎么
运用……这是工作成果的价值体现，信息的获取
是渠道，成果的价值体现是结果。基于BIM的欧
特克软件起到的作用就是‘做正确的事’——保
证价值成果的正确体现。”

上海新城项目是BIM技术在各
专业间相互协作、互相运用，并
实现共同盈利的一次尝试 ，也
是BIM技术在发掘和贴近实际
需求方面的一次尝试。
— 龙湘珍
高级工程师、上海新城项目机电负责人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22层、地下4层的集办公塔楼、酒店与美术
馆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项目。

华都中心项目：多团队、跨领域的协同
智慧结晶

华都中心的最大亮点在于它是一个国际合作项
目，也是一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内部多团队
合作的项目。该项目集结了包括中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在内的，来自欧美、日本、香港等世界
各地20家不同领域的知名事务所，内部横跨4
个团队协同完成的项目。仅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华都中心项目组便是由多部门合作组成，将
近60位建筑师和工程师参与到其中的综合设计
团队。因此，如何将所有的设计进行很好的消
化，便是一个很庞杂的工作。

华都中心坐落于北京市西三环西侧，属于燕莎
商圈核心区域。北临新源南路，西临三里屯
路，南望亮马河，东侧与昆仑公寓及昆仑饭店
毗邻。项目总建筑面积：229,107㎡，是一个地

于洁介绍说，“华都中心项目的面积与规模虽
然不算大，但因为涉及20家合作方，再加上多
团队、跨领域，因此为这个项目在完成度、信

但这种协同方式对人的要求很高，从普及的
角度来看，需要降低协同难度，否则对人的
要求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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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克的BIM软件在项目管理、专业协同、数据提取上具有
很大的优势。
BIM2.0对电气专业收获特别
大，过去我们是在不同的业态
下进行设计，通过一种链接的
方式，将水暖、建筑数据传递
过来 。 现在运用BIM技术将设
备连接，信息的流失率非常
低，而且便捷、高效。
— 张恩茂
中级工程师、
上海新城项目电气专业负责人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在 此之前，BIM本身被理 解为
一项 技 术 ，或 是 一 个 设 计工
具，通过华都中心项目我们觉
得它更重要的是项目运作的过
程 ，它的主要作用一是协同管
理 ，二是可视化 ，设 计和问题
的可视化，设计的精细化。

华都中心效果图

息流转上先天性增加了很多难度。以BIM作为
载体，把这个项目完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的设计人员需要从一个很习惯的工作环境和工
作流程中转变，这是非常痛苦的过程。

华都中心项目的挑战首先是流程，因为关于
BIM项目，目前均处于摸索阶段，类似华都中
心这样的大项目，并没有成熟案例。

在现阶段的BIM技术应用方面，多数设计企业
出现BIM技术创新应用案例趋于平稳、设计服
务内容趋于相似化的问题。只有切实成熟结合
“项目级BIM设计管理”+ “BIM技术应用”才

其次是沟通，外部顾问方分散在世界各地，很
难坐在一起面对面的直接沟通，这是非常不利
的条件。在协同方面项目的相关利益方非常
多，各自的角色不同，关注点与参与项目的方
式也不一样。参与的人数越多，项目的难度就
越大，尤其对于像BIM这种互相依赖性非常强
的技术来说，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

能达到工程项目“优质、高效”的目的。但这
样势必需要多支庞大且精干的团队，于是，如
何协同、如何分工合作并达到优质、高效的目
的，便成了除项目本身以外的最大障碍。

第三就是变化，外部的条件和要求处于不停的
变化中。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接受任务是在
2012年底，从初步设计末期开始接手，但实际
上到2013年1月份以后，项目方案已经发生了
根本性改变，这对已经建好的模型、协调好的
结果均有不同程度的颠覆性改变。
此外，运用新技术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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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二维平台中发现多团队的协同问题，
如信息互相流转方面，出现了不匹配、不正确
的问题。而在BIM协同平台上，涉及到多专业
的协同，特别是在大型公共建筑项目，管线复
杂、空间功能复杂、团队组织结构复杂的情况
下，如何用一个平台实现共享，BIM发挥了很
大作用。”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华都
中心项目建筑负责人胡水菁说道。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华都中心项目组实行“先
管理分解，再工作内容分解；清晰责权归属，

— 胡水菁
工程师、华都中心项目建筑负责人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明确管理与验收。”的准则，在项目初期就需
要规定好哪部分的模型由哪位团队成员创建，
解释清楚BIM项目的工作流程与传统工作流程
的区别，它会如何影响进度、如何影响费用等
问题。规范好在方案设计、扩初设计、施工图
设计等各阶段BIM模型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明
确哪些需要建模，哪些不需要建模，需要建模
的构件需要什么样的详细程度等问题。
胡水菁介绍说，“我们各专业的工种都制定了
切实可行、详细的统一技术措施，流程也在
不断的探索中完善，一方面我们建立了会议
机制，周例会、阶段性的工作营，定期对模
型进行检查和反馈。此外与外方的沟通使用
Autodesk BIM 360，以及Autodesk Innentor、云
计算等网络工具进行信息交流和共享。”
多团队、跨领域协同终于结出智慧之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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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将为设计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之处。
都中心项目组充分利用欧特克BIM软件、互联
网、云技术、移动设备等，建立合作设计的
信息共享平台供业主和各顾问方进行校验、分
析、管理和决策。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管线布
置方面，最终实现了2000平方米内主路由碰撞
不超过6处。

专业负责人任明亮说。
“设备族中含有精确的名称、尺寸、形状、重
量、电压、功率等参数、并预留维护、保养、
资产等信息的字段空间，为将来数字化物业管
理、运营维护提供了基础。”华都中心项目电
气负责人李建波介绍。

“华都中心项目的暖通工程非常复杂，如锅炉
房分热水锅炉、蒸气锅炉，还有免费供冷、供
暖系统，这个系统都是常规建筑里面没有的。
如果这些系统在常规建筑里面用传统的手段去
做，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不容易表达清楚。我
们用Autodesk Revit去做，已经做的非常完善，
交给施工单位或者是安装部门，他们直接按照
图纸去做就没有问题了。”华都中心项目暖通

册子-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市场版.indd 4

于整个行业而言 ， BIM设计毕
竟还在起步阶段，但确实会对
设计工作带来很多便利之处。
— 张恩茂
工程师、华都中心项目电气负责人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最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院BIM设计研
究中心主任于洁表示，“现在中国院做项目已
经不是为了做项目而做项目，是有目标、有控
制、有节点的，而欧特克和中设协举办的‘创
新杯’BIM大赛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
台，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别家的优点和我
们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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