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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Navisworks实现的管线碰撞检查，较好地解决传统
二维设计下无法避免的错、漏、碰、撞等现象。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在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项目
中，通过与欧特克客户服务团
队及同行设计单位的交流学
习 ， 提升了中信设计对BIM技
术应用的能力，推进了中信设
计在设计全过程的BIM技术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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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BIM模型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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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应用最佳的切入点是通过
项目的实际应用，在应用过程
中掌握和熟悉BIM ， 培养自己
的BIM团队 ， 建立适合企业的
BIM管理体系。
— 叶炜
副总建筑师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势从大地升起，圆润光洁，宛如一颗美丽的明
珠。建筑体形舒展，和谐融入城市天际线，烘
托出天山雪峰的壮丽秀美，丝绸之路的源远流
长，大漠沙海的浩瀚无垠。基座与屋顶形态相
呼应，共同构成开放包容的建筑形象。

图1 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室外透视图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原武汉市建
筑设计院，简称“中信设计”）创建于1952年10
月1日，是新中国建国之初诞生的大型国营设计
机构之一，是持有甲级 建筑工程设计证书、甲
级城乡规划编制证书、甲级市政行业（道路工

项目难点
建设内容复杂，建设工期紧张；
• 项目规模宏大，协调专业众多；
• 建筑造型异型，技术难度巨大；
• 设计深度全面，设计周期较短；

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证书、甲级建筑专业
工程咨询证书的大型综合性建筑设计院，是一
类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是
商务部认定的“骨干企业”之一。20世纪80年
代，成为全国建设系统设计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和全面质量管理（TQC）试点单位；1992年进入
由建设部和国家统计局评定的“中国勘察设计
单位综合实力百强”；1994年成为中国首家实现
工程设计手段电脑化的设计单位；2000年通过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2002年加入中国中信集
团公司；2011年，被授予“高新技术企业”和全
国建筑设计行业诚信单位；2012年，跻身当代中
国建筑设计百家名院。

铁路枢纽作为公共交通设施，其建设运营管理
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旅客的出行质量和安全，提
升现代化的铁路客站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技
术，是实现铁路“又好又快发展”目标的重要
保证。
鉴于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项目的复杂性和重要
性，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简称
“中信设计”）仔细分析了该项目的特点。乌
鲁木齐高铁火车站项目为综合铁路站房，建筑

项目概况
乌鲁木齐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近年来，作
为中国面向中西亚的桥头堡，正在迅速崛起。
乌鲁木齐新客站作为全国特大型省会级枢纽级
火车站，依托不可替代的西北门户的区位条
件，以及高铁枢纽的综合交通优势，必将成为
未来面向中亚、辐射全疆的强大功能核心和战
略枢纽。项目预计投资27亿元，站房总面积
达10万平方米，雨棚7万平方米。设计充分体
现乌鲁木齐城市风貌，与当地文化、环境、气
候、地貌相和谐，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建筑造型体现了“天山雪
海，丝路明珠”的设计意象，以流线型的态

体量巨大，功能复杂；其次建筑造型新颖，多
数外立面构建为二维曲面和三维曲面，设计施
工难度巨大；再次由于铁路站房的特殊性，工
程设计不仅仅涵盖了普通民用建筑的所有专
业，还包含了铁路线路、铁路信号等多专业的
协同配合；经过分析总结，决定采用BIM技术
进行设计，以解决传统二维设计制图过程中的
三维信息无法清晰表达、结构图纸难以与建筑
及安装图纸对接等问题，实现各专业无缝对
接，在设计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从而提高整
个设计的效率和品质。

BIM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成果

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项目的BIM应用目的是集
建模、检测、计算、模拟、数据集成等工作为
一体的三维建筑信息管理工程，这项工作覆盖
了工程设计、深化设计、制造、施工管理乃至
后期运营管理的建筑全生命周期。
特点1：BIM技术的广泛运用
从建筑、结构、机电到幕墙、装修、屋面、标
识专项设计，BIM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董卫国
副总工程师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特点2：BIM协同设计取得丰硕成果
协同平台实现了从项目创建到模型建立、模型
分析、模型优化、模型出图、图纸审核归档的
全过程。搭建BIM协同设计平台，实现了各方
异地BIM协同工作。
特点3：BIM性能分析
通过性能分析提升设计品质，解决实际问题。
建筑、结构、机电专业基于BIM模型进行性能
化分析，并利用分析结果指导设计，在节能舒
适水平等方面比常规设计有着巨大的提升。

应用流程概述

图5 全专业BIM模型剖视图

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项目BIM设计的特点在于
对建筑进行全专业、全过程的BIM设计，其中
全过程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项目过程中团队合
作的全过程；其次是项目从方案设计到施工图
设计及未来运营的全过程。

图2 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BIM模型可视化图片

图4 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BIM模型展示

在方案设计阶段总图专业采用了AutoCAD
Civil 3D进行地形设计，从Google Earth中导
出地形，利用其强大的地形处理功能进行三
维设计及仿真处理，对场地高度进行模拟分
析。在方案设计论证阶段充分利用Autodesk
Infrastructure Modeler（AIM）三维集合管理、
实时虚拟城市的能力，对项目的规划布局决策

客户成功案例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客户成功案例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BIM模型包含的信息可满足参加各方的全生命周期需要，实
现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境保护等绿色理念。

从建筑、结构、机电到幕墙、装修、屋面、标识专项设计，
BIM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提供数据及快速可视化支持。在建筑内部设计
中，采用可视化工具虚拟现实软件进行逼真演
示，不同设计方案的虚拟现实展示供业主快速
决策。设计人员在三维场景中任意漫游，人机交
互，这样很多不易察觉的设计缺陷就能够轻易
地被发现，减少由于事先规划不周全而造成的无
可挽回的损失与遗憾，大大提高了项目的评估质
量。实现建筑设计与场地道路设计模型化。

线碰撞检查，较好地解决传统二维设计下无法
避免的错、漏、碰、撞等现象。根据结果，对
管线进行调整，从而满足设计施工规范、体现
设计意图、符合业主要求、维护检修空间的要
求，使得最终模型显示为零碰撞。

图6 利用Autodesk Revit出施工图

中信设计在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项目中以“模
型即等于图纸”为标准，“模型直接出施工
图”为途径，达到了建筑专业模型出图率

BIM技术的应用带来建筑设计
手段的第二次变革，极大提升
建筑设计作品的品质，使设计
沟通更加便捷，并为施工建
造、运维管理的实现提出了更
先进、直观的理念和思路。
— 刘益江
信息部主任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由于建筑造型复杂，在最初的方案设计中，借
用参数化设计流程，完成了从建筑体量到造型
细部的推敲，快速实现建筑功能和建筑形态的
磨合。
施工图阶段利用方案阶段的基础BIM模型，把
方案阶段其他平台建立的信息转入Autodesk
Revit的基础平台中整合处理，在模型中进行设
计，并解决专业协调、精细化设计、性能化分
析、施工图三维校审、施工图出图、各专业图
形算量以及图纸三维交底等

100%，结构专业出图率90%，设备专业出图率
75%的目标。视图通过模型剖切直接生成二维
图纸和三维图纸，透视图、详图大样可以根据
模型的修改实时更新，对于模型的修改都是通
过三维方式来完成的，以保持模型的完整性。
基于BIM模型的建筑结构模型协调比传统二维
模式更加紧密，特别是对于异形建筑来说，更
加直观可靠，在这个有利的基础上，建筑专业
可以根据结构的布置更好的考虑空间布局，结
构专业可以根据建筑的布局更清晰的模拟荷
载，通过模型媒介，极大的加强了两个专业的
互动性。而机电专业通过选取建筑与结构部分
模型作为参照，进行协调设计，实现专业间及
时准确信息传递的目的，再辅以可视化工具，
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项目BIM的协同设计实践
中信设计结合国内标准与以往BIM设计的实际
经验以及本项目实际情况等各项因素，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 、标准的BIM协同设计体系 ，
以保证多专业、多软件平台之间的顺利配
合，对开展BIM设计工作进行统一指导 。项

目中以建立起自身的BIM平台。它以Autodesk
Revit(Architecture/Structure/MEP )为基础平台，
其他十几个软件为辅助建模软件，同时配合
Autodesk Ecotect、Autodesk Navisworks等分析
软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综合的BIM平台。并
通过实践验证，证明了其合理性，对未来的设
计具有极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乌鲁木齐高铁站BIM设计平台贯穿整个设计环
节，包含了从规划设计、方案设计、施工图设
计、MEP、到绿色建筑、日照节能等多方面。
工作成果将根据项目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深度，
从建筑信息模型中分别提取。同时，BIM的应
用还将延伸至建造阶段甚至使用阶段，在施
工、造价、运营维护等方面综合运用。

基于BIM的性能化分析
乌鲁木齐高铁站的屋面钢结构设计中，通过应
力分析确定相应的钢梁，协同建筑专业进行外
形设计，再通过BIM中心文件直接导入工程模
拟有限元软件进行结构整体的大震动力弹塑性
分析。暖通专业在Autodesk Revit 建筑模型中
设置暖通空调负荷计算的条件，生成暖通空调
负荷的模型将模型导出成GBXML格式文件，
GBXML文件再导入鸿业负荷软件进行暖通空调
的负荷计算。采用三维模拟软件对原建筑模型
和暖通设计进行模拟。

在设计过程中，为了兼顾节能、经济和美观等
因素，导致部分设计方案的摇摆不定，需要业
主做最后的定夺，而直观的模型则充分证明了
方案的可行性。为了优化管道的走向，节省初
投资和减少使用成本，并兼顾候车厅的设备单
元供冷，需要再高架层设置两条对称的管廊。
中信设计利用Autodesk Revit的强大施工图设计
功能，做到了替代CAD出二维施工图。再利用
Autodesk Revit自带的计算功能，边设计边计
算，发现问题随时更正，确保设计的准确性，
提高设计速度。

BIM应用总结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高
铁火车站项目中实现了从方案创作到施工管
理、后期运营的全生命周期BIM应用，采用BIM
技术并完成设计出图，搭建了BIM协调设计工
作平台及完善了BIM设计手册，培养了一批BIM
工程师。通过与欧特克客户服务部及兄弟设计
单位的交流学习，提升了中信设计对BIM技术
应用的能力，推进了中信设计在设计全过程的
BIM技术的发展。
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项目BIM模型包含的信息
能满足参建各方的全生命周期需要，实现节

碰撞检查在设计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节。BIM技术则通过软件对综合管线进行碰撞
检查，利用Autodesk Revit系列软件进行三维管
线建模，快速查找模型中的所有撞点，并出具
碰撞检查报告。Autodesk Navisworks实现的管

在区块作业时模型拆分以设计区块和构建类型
两种方式进行拆分，在传统建筑、结构、机电
等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建筑以楼层为主要分区
原则，辅助以楼梯、幕墙、等其他异性或复杂
构件为补充进行分工；结构专业主要依几何形
体划分，如东区、西区等，在模型拆分时保证
一个模型只包含单一专业的一类或是两类模
型。合理的分区原则保证模型合成是完整统
一，在单专业或单类型工作时可以模型信息量
在可控范围，减小在工作时由于模型数据冗杂
所带来的不便。

图9 候车大厅气流组织进行模拟比对
图7 设计过程三维可视化

图8 设计过程中的管线模型

图10 BIM模型鸟瞰图

在乌鲁木齐高铁火车站项目
中，从策划、设计、建造，到
管理 、 运营的BIM应用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打通”，突破
了概念层面，真正将项目从始
至终的信息化、生命化。
— 杨勇凯
第五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境保护等绿色理
念。基于BIM平台的整合设计，完成声学、光
学、消防疏散、CFD空调模拟、室内设计、低
碳设计等各专题设计任务，提升了设计水准。
并通过虚拟现实及可视化专题研究，实现BIM
技术对施工方、业主方、运营方的推广，降低
技术门槛。总结较为成熟的BIM设计流程与方
法，为推广BIM工程设计创造有利条件。同时
通过研究BIM技术，推动企业管理升级，引导
企业有效使用BIM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