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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中国，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

应用软件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Dynamo

协同工作，各专业一体化优化
设计是我们一直探索的目标。

BIM的应用，创立了一个良好的
工作和运营模式，使多专业即
时讨论、解决问题成为可能。

丽泽D10项目位于丽泽金融商
务区中，简洁的建筑语言表达
着我们对于高端办公建筑的理
解。因此，建筑更需要一个全
方位的控制达到对建筑品质的
守护。我们在全设计周期中使
用Autodesk Revit系列软件，

帮助我们进行模型搭建，集合
建筑、结构、设备、电气，以
及景观、照明、标识、幕墙等
专业，真正的实现了多专业一
体化全周期设计，优化设计方
案，深化设计及节点控制，为
高效的推进项目提供了一个可
靠的解决方案。

— 沈沉
艺术中心 • 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图1 丽泽金融商务区D10项目效果图

设计回归品质 BIM回归设计
丽泽金融商务区D10项目 BIM设计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
BIAD），是与共和国同龄的大型国有建筑设计
咨询机构。业务范围包括：城市规划、投资策
划、大型公共建筑设计、民用建筑设计、室内
装饰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工
程设计、工程概预算编制、工程监理、工程总
承包等涵盖建筑设计所有相关领域。

BIAD在长期服务于中国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形
成了“建筑服务社会”的核心理念，BIAD的设
计作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历年来获得国
家级的设计奖项不胜枚举。在多年的工作过程
中，BIAD逐步形成了优秀的各专业的专家组成
的团队以及完善的制度规范。

在坚持传统的同时，BIAD非常重视创新，始终
坚持站在行业技术最前沿，坚持尝试新方法新
手段。2005年初次在项目中尝试实施三维技术
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11年
1月1日正式成立了独立的BIM咨询服务部门—

BIM研究所，以期更加有效地在公司和行业内
推进三维技术的应用。

2014年9月，北京市科委认证的“北京市信息
化建筑设计与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落户北
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自此，北京院
在BIM的研发、应用和推广上站上了更高的技
术平台。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丽泽金融商务区D10地块，占地约
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71900平米。地下共
四层，主要设置有线电视机房、电信机房、车
库及其他配套设施，地上塔楼分别为16、18和
23层，其中一、二层及裙房以办公配套及商业
为主，三层以上以办公为主。

建筑主要包括地下空间、地上群房和四幢六十
米至百米高度的塔楼。

建筑创意突出简洁、隽朗、稳重、经典。

设计全过程中的BIM应用
本项目位于丽泽商务区中东部的D10地块，丽
泽金融商务区是北京三环以内未来规划中占地
面积最大的金融片区，建设完成后将有超过
180家大型金融企业入驻，未来高楼林立。在
这样的区域环境中，本项目作为一幢规划高度
不能超过100米的商业综合建筑，既要满足功
能性、经济性的需求呢，又要在众多建筑中体
现自己独特的地位和特色。在多重限制前提下
实现对建筑设计的品质追求，是本项目的最大
挑战，它要求我们以更理性严谨的态度完善设
计。为此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我们尝试借助
BIM技术来完成建筑方案的推敲、实现、深化
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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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大堂的优化
大堂和塔楼建筑交接，空间和构造都相对复
杂，设计对此空间做出如下几点要求：

• 采光顶干净通透
• 连通塔楼的空中连桥
• 通高电梯厅
• 室内明亮且灯具隐蔽设置

利用BIM进行专业协同设计，将机电管线和建
筑构造综合考虑，实现美感的同时兼顾功能，

帮助更好的完成一体化设计。

图3 办公大堂设计效果图

采光顶

大堂与塔楼结构交叉、玻璃屋顶与玻璃幕墙
交接、大堂屋顶雨水收集和排风等复杂构
造，通过Autodesk Revit模型进行局部推敲
和完善，将雨水沟、排风口、钢框架梁、防
火卷帘隐藏在塔楼玻璃幕墙背后。保持大堂
顶部的干净通透。

图4 大堂幕墙节点设计

图5 大堂幕墙节点BIM模型

灯具的隐藏

沿大堂钢梁、钢柱布置LED灯带，上覆润光
片。利用3D建模和建筑VR软件模拟灯带设置
效果。

图6 结合模型展示大堂灯带设计方案

图7 大堂光环境营造

空中连桥优化

为了使大堂连桥显得简洁轻盈，有漂浮感，尽
量压缩连桥下设备占用空间，将管线从钢结构
穿过，减小连桥厚度；利用Autodesk Revit完
成了管线深化设计，并采用全景渲染模拟实际
效果，验证了这一构思。

图2 丽泽金融商务区D10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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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大堂连桥三维设计过程

图9 大堂联桥Autodesk Revit全景云渲染

通高电梯厅

为保证大厅空间的连续性，在电梯厅设计上
我们在三维模型中进行探索，调整二层功能
布局，为大堂设计两层通高的电梯厅，保证
了建筑的品质。

玻璃幕墙形式的优化
作为全玻璃幕墙建筑，幕墙的形式极大的影响
着建筑立面的美观，通过三维模型方式，可以
更便捷直观的检验推敲建筑设计。

幕墙分格的编程优化

玻璃幕墙采用模数化的分格尺寸，结合主体结
构的层高合理布置。水平分格是幕墙设计的一
个难点，塔楼与裙房层高不同，我们需要克服
层高差异，统一水平分格高度，让建筑四周的
分格线闭合，同时横向分格应避开室内的正常
视线范围，以及应设置足够的层间背板高度对
结构板和设备进行遮挡。为了快速实现这些目
标，我们利用Autodesk Dynamo进行参数化编
程，控制幕墙网格的划分，输入划分规则生成
网格，再在三维空间中推敲研究，改变参数微
调局部，最终按照预想完美地完成幕墙划分。

图10 利用Autodesk Dynamo对南立面幕墙网格划分步骤

幕墙装饰肋材质比较

利用BIM进行可视化方案讨论，推敲石材和金
属装饰肋效果。

图11 装饰肋材质对比

屋顶空间的利用
高层建筑空间宝贵，每一平米都应加以充分利
用。利用Autodesk Revit在布满设备的裙房屋
顶上进行反复优化，降低设备与管线高度，避
让靠近塔楼部分的空间，挤出空间安置四处屋
顶绿化，加盖格栅遮蔽设备，为屋顶临近办公
空间创造良好的视觉焦点。

图12 通过多轮管综优化为屋顶花园创造条件

结构及机电设备调整

伴随屋面设备与管线的调整，出屋面设备管道
和相应结构洞口位置及时进行调整，为屋顶花
园创造条件。

数字化，三维化，参数化的设
计手法，必将是未来建筑设计
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也必将
是未来设计发展的一片蓝海。

面对这一片未知的无边蓝海，

设计师们都在忙于造船，而
BIM技术及相关软件的应用，

为我们即将远洋的船只装上了
强劲的发动机。神奇的宝藏隐
藏在未来那充满生机的广阔海
洋中，等待我们的探索。让我
们与科技同行，搭载领先技术
的强劲动力。谁能巧妙的掌
握，娴熟的应用，勇敢的驾驭
这项技术，谁才能在未来的蓝
海探险中占得先机，成为时代
的领航者。

— 郭少山
第一建筑设计院 • 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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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室内视线验证

各专业设计BIM应用
性能分析

设备专业通过三维模拟进行冷负荷分析，计算
空调系统冷机负荷并进行末端选型。

图15 空调系统冷机负荷分析

专业设计

VAV系统BIM设计由三维模型直接生成图纸。

图16 VAV系统设计模型

深化设计

由设备模型直接生成机房大样详图。

图17 空调设备模型及图纸

结构专业建立了钢结构三维模型，直接生成加
工数据，指导钢结构制作、拼装和施工。

图18 空调设备模型及图纸

管综及优化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我们创建了全专业的精确
Autodesk Revit模型，检查设计合理性，针对
不满足净高要求的位置进行管线路由调整，解
决各专业冲突问题。分析地下空间关系，根据
地下结构调整管线进线方案和检查井布局，验
证坡道与人防出口的空间交叉，为地下空间的
合理利用提供保障。

图19 全楼Autodesk Revit管综模型

净高优化

针对不满足净高要求的位置进行管线调整，确
保建筑净高。

图13 结构洞口和设备立管调整后Autodesk Revit模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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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商业走廊的净高优化前后Autodesk Revit局部对比

水、暖及电气外线检查

分析市政管线分布，调整进线方案和检查井布
局，排查问题。

图21 Autodesk Revit中室外管线与结构的关系

地下汽车坡道空间验证

建筑外部的汽车坡道需保持恰当坡度，同时须
避让人防出入口和主体建筑。

图22 Autodesk Revit中汽车坡道与人防出入口的关系

全楼净高优化分析
净高优化

全楼进行多次管综优化，对办公、走廊、商
业、地下等净高要求严格的区域进行了反复验
证，确保高度最优化。逐层总结和分析建筑每
个功能区域的净高情况，标示出未达到理想净
高的位置，与业主一同商议空间优化利用方
案。通过数据和Autodesk Navisworks模型说
明净高的实际情况，让业主充分了解现状。

图23 部分楼层建筑净高分析总结

图24 建筑分业态净高示意

BIM实施过程和里程碑

本项目的BIM实施经过了合理的策划，在项目
前期制定BIM实施导则和项目标准，搭建了稳
定高效的软硬件平台，组建了人员配置得当的
项目团队和有效的项目管理体制，保证项目快
速，灵活的推进。以上这些均得益于我们长期
以来在BIM技术方面的不断探索和项目积累。 

图25 BIM实施标准

图26 BIM实施流程

图27 BIM设计团队组成 

在项目的概念设计、方案深化、初步设计和施
工图设计全过程中，我们运用BIM进行深度的
设计思考，全面的综合优化，和高效的设计沟
通，高质量的完成了整个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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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是建筑行业信息化的新契
机，为行业上下的工作方法与
协作流程带来变革的动力。作
为前沿技术的探索者，我们努
力挖掘BIM在建筑设计中的新
价值，无疑，BIM的可视化、

精确性和集成性为建筑的精益
设计提供了更好的手段。不可
否认软件是BIM实施的先决环
节，而欧特克公司在推动BIM
软件的行业推广应用上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感谢欧特克公司
在我们探索的道路上提供的支
持与帮助。希在今后BIM在中
国能够继续延着包容开放合作
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会继续为
BIM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尽自己
的力量。

— 胡笳
 BIM研究所 • 工程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随后，我们将Autodesk Revit和Autodesk 
Navisworks模型、图纸、报告等所有成果移交
给业主和施工方，使得设计阶段BIM成果能够
在施工阶段继续利用发挥价值。

BIM在提高项目设计质量，加快建设进度上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语
在鳞次栉比的建筑丛林中，以务实稳重为基调
的商务综合建筑更需要在理性的打磨中找到
其位置。在此过程中，欧特克公司在BIM软件
技术上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协助，随着我们对
BIM技术的熟练运用，项目设计模式也正逐渐
从BIM验证转变为BIM设计。相信在今后的应
用中，能够通过运用BIM发掘更多设计创新价
值，将设计团队自身的转变与技术发展相结
合，在追求品质的道路上精益求精，创造出无
愧于未来的经典作品。

图30 时间里程碑

图28 BIM设计工作过程

图29  BIM设计工作成果施工现场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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