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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同机制
专业内采用中心文件协同，形成单专业绘图模
型。各专业定期提资，由绘图模型分离出各专
业提资模型。单专业绘图模型链接其余专业提
资模型，进行专业间协同。

应用软件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Ecotect®
Autodesk® Simulation CFD

本项目从策划、设计、施工全
过程地应用BIM技术，在设计
阶段探索了全专业基于BIM的
正向设计流程，形成了一套行
之有效的协同机制，使各专业
能够高效地开展工作，并有效
地指导施工进程。除了主体设
计的推进，本项目还探索了基
于BIM的设计总包管理模式 ，
使各专项设计也纳入整个流程
体系，确保设计数据的完整性
和一致性。
— 孙璐
BIM中心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4) 协同管理平台
本项目采用协同工作平台软件进行项目级的协
同管理，包括项目管理、文件管理、流程管理
等，解决参与单位众多、沟通过程专业技术要
求高等问题。院内采用基于服务器的三维协同
设计方式，每个专业一个对应的中心文件，设
计成果经过设总审核后由各专业设计负责人上
传至架设于代甲方的服务器，设计分包的设计
成果在设总审核后由项目秘书按照规定的节点
时间上传至服务器，各方基于统一的协同平台
进行项目全部设计成果的沟通协作。

图5 协同管理平台

三、BIM技术应用
本项目的BIM技术应用分为基础应用和创新应
用两个部分展开。

图2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效果图

一、项目概况
图1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鸟瞰图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
设计研究总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系中国最具影响
力的建筑设计机构之一。多年以来，设计项目
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许多国家和地区，完成或
在建的工程设计及咨询项目数以万计。华东总
院密切关注并深刻理解设计行业最重要发展趋
势，集成并提升各专业和各专项技术的高端核
心竞争能力，根据目标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度
身定制优秀设计产品，稳步提升高端市场的占
有率及美誉度，树立中国自主品牌的标杆。
进入本世纪的十年中，华东院始终围绕“国际
理念、中国实践”的定位，立足全国、面向国
际，着眼行业前沿，聚焦设计价值链的前端和
高端，打造“ECADI设计，国际品质，属地服
务”的理念与自主品牌形象。在参于众多项目
的国际性设计竞争中，既具备ECADI设计国际
的理念、创意和品质，又体现中国属地实践的
优势， 熟知客户及项目相关需求，具备强有力
整合国际国内最佳资源的设计总包管理能力，
有效推动了一大批大型复杂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超高层、酒店、交通、办公、会展、观演等
建筑专项领域成绩斐然，承接了以世博中心、
世博文化中心、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武汉中

心、中国国家博览中心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
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自主品牌的原创项目，
进一步确立了行业领军地位，提升了“中国设
计、国际先进”的品牌价值。
华东院积极推进国际化发展，设计作品遍布亚
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
原创设计了科威特亚奥理事会总部大楼、印度
古吉拉特国际金融科技城、特立尼达及多巴哥
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芬兰维基科技园总部生态
办公大楼、斯里兰卡Havelock City等重要的境
外项目。作为中国设计企业的代表，因对上海
世博会作出的杰出贡献，被党中央、国务院授
予“上海世博会先进集体”称号。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BIM中心通过大量BIM
项目的实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制定了
切实可行的BIM 标准和应用导则；在国家
“十一五”、“十二五”课题和众多省市课题
中积极进行探索和BIM应用，取得众多科研成
果；在与多家战略合作伙伴的合作以及众多软
件咨询供应商的合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BIM
应用经验。在参数化设计、性能化分析、私有
云平台、运维管理平台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
破，形成了标准化的工作流程。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选址于上海世博园A片区
A11-01 地块。地块位于世博A 片区的“生态
功能带”之内，规划高度150m，与中华艺术
宫、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以及银联总部共同
界定A 片区边界、功能和定位。新开发银行成
为从南部进入世博A 片区的标志。基地三面临
城市道路，东北侧与城市绿带相接，用地面积
12076.4m2，总建筑面积126423.1m2，地上计
容建筑面积80489.56m2，功能组成为约2500

人国际金融总部办公及其配套。主楼30层，高
150米，裙房6层，高33米，地下4层。项目建
成后，中国境内国际金融组织将形成“北有亚
投行，南有新开发”的新格局。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是上海首个入驻的国际性
金融办公总部，将成为上海市新的地标建筑，
其安保等级相当于使领馆级别，将达到绿色建
筑三星、LEED铂金级，健康建筑三星，最终以
数字交付方式提交成果。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
荣获2018年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创新杯”BIM
应用大赛“绿色设计类BIM应用第一名”、
“科研办公类BIM应用第二名”。

二、BIM实施策略
本项目采用BIM设计总包模式，在建筑设计、
绿色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幕墙设计等
不同程度地应用了BIM技术，获取得了较好的
设计和管理经验。

1. 基础应用
1) 建筑性能化分析
本项目要求达到LEED铂金标准、绿色建筑三星
标准。主要措施如图所示：

图3 协同机制

2) 项目标准

图4 企业级BIM标准

参照三维协同设计导则开展工作，针对项目实
际情况，进行策略上的调整，制定本项目的
BIM实施规划，包含模型拆分、工作集设置、
命名规则、模型深度标准、交付成果标准、族
库标准、出图标准、编码规则等。在项目推进
过程中，对设计阶段BIM模型进行合规性检查
与管理。

图6 主要措施

a) 室外风环境模拟

3) 人员部署与进度计划
项目设计团队成员约30人，包含建筑、结构、
水、暖、电等各专业，在设计周期内成功完成
全专业全流程的设计与管理。方案设计阶段历
时约2个月，初步设计阶段历时约三个月，施工
图设计历时约6个月。
图7 室外风环境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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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国国家博览中心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
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自主品牌的原创项目，
进一步确立了行业领军地位，提升了“中国设
计、国际先进”的品牌价值。
华东院积极推进国际化发展，设计作品遍布亚
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
原创设计了科威特亚奥理事会总部大楼、印度
古吉拉特国际金融科技城、特立尼达及多巴哥
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芬兰维基科技园总部生态
办公大楼、斯里兰卡Havelock City等重要的境
外项目。作为中国设计企业的代表，因对上海
世博会作出的杰出贡献，被党中央、国务院授
予“上海世博会先进集体”称号。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BIM中心通过大量BIM
项目的实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制定了
切实可行的BIM 标准和应用导则；在国家
“十一五”、“十二五”课题和众多省市课题
中积极进行探索和BIM应用，取得众多科研成
果；在与多家战略合作伙伴的合作以及众多软
件咨询供应商的合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BIM
应用经验。在参数化设计、性能化分析、私有
云平台、运维管理平台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
破，形成了标准化的工作流程。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选址于上海世博园A片区
A11-01 地块。地块位于世博A 片区的“生态
功能带”之内，规划高度150m，与中华艺术
宫、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以及银联总部共同
界定A 片区边界、功能和定位。新开发银行成
为从南部进入世博A 片区的标志。基地三面临
城市道路，东北侧与城市绿带相接，用地面积
12076.4m2，总建筑面积126423.1m2，地上计
容建筑面积80489.56m2，功能组成为约2500

人国际金融总部办公及其配套。主楼30层，高
150米，裙房6层，高33米，地下4层。项目建
成后，中国境内国际金融组织将形成“北有亚
投行，南有新开发”的新格局。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是上海首个入驻的国际性
金融办公总部，将成为上海市新的地标建筑，
其安保等级相当于使领馆级别，将达到绿色建
筑三星、LEED铂金级，健康建筑三星，最终以
数字交付方式提交成果。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
荣获2018年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创新杯”BIM
应用大赛“绿色设计类BIM应用第一名”、
“科研办公类BIM应用第二名”。

二、BIM实施策略
本项目采用BIM设计总包模式，在建筑设计、
绿色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幕墙设计等
不同程度地应用了BIM技术，获取得了较好的
设计和管理经验。

图3 协同机制

2) 项目标准

1. 基础应用
1) 建筑性能化分析
本项目要求达到LEED铂金标准、绿色建筑三星
标准。主要措施如图所示：

图4 企业级BIM标准

参照三维协同设计导则开展工作，针对项目实
际情况，进行策略上的调整，制定本项目的
BIM实施规划，包含模型拆分、工作集设置、
命名规则、模型深度标准、交付成果标准、族
库标准、出图标准、编码规则等。在项目推进
过程中，对设计阶段BIM模型进行合规性检查
与管理。

图6 主要措施

a) 室外风环境模拟

3) 人员部署与进度计划
项目设计团队成员约30人，包含建筑、结构、
水、暖、电等各专业，在设计周期内成功完成
全专业全流程的设计与管理。方案设计阶段历
时约2个月，初步设计阶段历时约三个月，施工
图设计历时约6个月。
图7 室外风环境模拟

客户成功案例

利用建筑通风软件对项目室外风环境进行模
拟，分析发现夏季主导风向下，建筑物室外气
流通畅。场地内人活动区没有出现漩涡或无风
区；50%以上可开启外窗内表面压差的风大于
0.5Pa，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内相关要求。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客户成功案例

2) 结构设计
整体结构模型由外侧竖向框架、核心筒、各层
水平构件组成。通过插件将Autodesk Revit模
型与计算模型互通，快捷地进行结构计算。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4) 自动拆分立管
利用Dynamo编写按照标高设置自动拆分机电
立管的插件。

b) 室内采光模拟
根据设计前后的模拟分析结果显示 ，原设计标
准层采光系数达标率仅为60.5%，优化后达到
83%。
图21 蓝转白上传图纸
图13 结构留洞图
图11 结构模型组成
图8 室内采光模拟

c) 自遮阳分析
对建筑自遮阳分析发现有自遮阳的立面太辐射
得热量比无降低30% 以上，整个建筑表面通过
交错分区设计后，比常规平立面综合太阳辐射
得热量降低 15% 以上。

图18 自动拆分立管
图16 自动校验构件

3) 设备参数一键导入
利用Dynamo编写基于EXCEL的设备参数写入
插件，插件自动读取EXCEL信息，将相应的设
备参数输入到模型中。

3) 机电设计
通过对机电专业中心文件工作集的设置以及族
库的梳理，实现机电专业的协同及出图工作。

四、结语

5) 墙体自动开洞
通过Dynamo实现机电管线穿墙时的墙体自动
开洞及标注功能。

图14 机房管线综合优化

2. 创新应用：
1) 合规性检查
通过参数化的族，自动计算消防疏散距离，并
对是否合规自动判断并标注。防火分区面积也
可直接从模型中读取，数据精准，也为消防设
计提供便捷。

图19 墙体自动开洞

6) 蓝转白系统应用
2017年起，上海市所有工程建设项目要求采用
“蓝转白”出图，本项目采用BIM正向设计，
由BIM模型生成图纸并实现蓝转白，实属全
市首例。为此，自主开发了“基于Autodesk
Revit的蓝转白系统”，取得了良好成效。本
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共计2022张图
纸，全部经由基于Autodesk Revit的蓝转白系
统完成电子签章出图。

图12 机电模型

图9 自遮阳分析

d) 能耗模拟

利用模型进行标准层的管线综合并配合结构
留洞出图。对设备层各类机房进行净高分析
及管线优化。

图15 合规性检查

图10 能耗模拟

采用能耗分析软件对建筑进行全年8760小时的
能耗模拟。与参照建筑相比，本项目全年单位
电耗预计可节能23.56%。

2) 自动校验构件
为避免设计过程中专业间频繁提资带来的跨专
业竖向构件(如剪力墙、斜撑、混凝土柱等）漏
改、漏查问题，专题开发了自动核对插件，快
速检测专业模型间不一致之处，大大提高设计
效率。

图17 设备参数一键导入

图20 蓝转白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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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计企业而言，如何在设计管理过程中利用
BIM技术建立起项目级的信息管理流程显得至
关重要。通过多个项目的反复实践，逐步形成
企业级的信息标准及管控流程，这必将成为设
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通过信息化的管理
手段，达到设计企业优质、高效的目的，发
挥BIM技术的最大优势，助力设计企业的快速
转型。

客户成功案例

利用建筑通风软件对项目室外风环境进行模
拟，分析发现夏季主导风向下，建筑物室外气
流通畅。场地内人活动区没有出现漩涡或无风
区；50%以上可开启外窗内表面压差的风大于
0.5Pa，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内相关要求。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客户成功案例

2) 结构设计
整体结构模型由外侧竖向框架、核心筒、各层
水平构件组成。通过插件将Autodesk Revit模
型与计算模型互通，快捷地进行结构计算。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4) 自动拆分立管
利用Dynamo编写按照标高设置自动拆分机电
立管的插件。

b) 室内采光模拟
根据设计前后的模拟分析结果显示 ，原设计标
准层采光系数达标率仅为60.5%，优化后达到
83%。
图21 蓝转白上传图纸
图13 结构留洞图
图11 结构模型组成
图8 室内采光模拟

c) 自遮阳分析
对建筑自遮阳分析发现有自遮阳的立面太辐射
得热量比无降低30% 以上，整个建筑表面通过
交错分区设计后，比常规平立面综合太阳辐射
得热量降低 15% 以上。

图18 自动拆分立管
图16 自动校验构件

3) 设备参数一键导入
利用Dynamo编写基于EXCEL的设备参数写入
插件，插件自动读取EXCEL信息，将相应的设
备参数输入到模型中。

3) 机电设计
通过对机电专业中心文件工作集的设置以及族
库的梳理，实现机电专业的协同及出图工作。

5) 墙体自动开洞
通过Dynamo实现机电管线穿墙时的墙体自动
开洞及标注功能。

图14 机房管线综合优化

2. 创新应用：
1) 合规性检查
通过参数化的族，自动计算消防疏散距离，并
对是否合规自动判断并标注。防火分区面积也
可直接从模型中读取，数据精准，也为消防设
计提供便捷。

图19 墙体自动开洞

6) 蓝转白系统应用
2017年起，上海市所有工程建设项目要求采用
“蓝转白”出图，本项目采用BIM正向设计，
由BIM模型生成图纸并实现蓝转白，实属全
市首例。为此，自主开发了“基于Autodesk
Revit的蓝转白系统”，取得了良好成效。本
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共计2022张图
纸，全部经由基于Autodesk Revit的蓝转白系
统完成电子签章出图。

图12 机电模型

图9 自遮阳分析

d) 能耗模拟

利用模型进行标准层的管线综合并配合结构
留洞出图。对设备层各类机房进行净高分析
及管线优化。

图15 合规性检查

2) 自动校验构件
为避免设计过程中专业间频繁提资带来的跨专
业竖向构件(如剪力墙、斜撑、混凝土柱等）漏
改、漏查问题，专题开发了自动核对插件，快
速检测专业模型间不一致之处，大大提高设计
效率。

图10 能耗模拟

采用能耗分析软件对建筑进行全年8760小时的
能耗模拟。与参照建筑相比，本项目全年单位
电耗预计可节能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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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设备参数一键导入

图20 蓝转白策划

四、结语
对设计企业而言，如何在设计管理过程中利用
BIM技术建立起项目级的信息管理流程显得至
关重要。通过多个项目的反复实践，逐步形成
企业级的信息标准及管控流程，这必将成为设
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通过信息化的管理
手段，达到设计企业优质、高效的目的，发
挥BIM技术的最大优势，助力设计企业的快速
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