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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建构文化 

竞赛主题：数字时代的旧城更新 

 

2015 AUTODESK REVIT 杯全国大学生可持续建筑设计竞赛 

 

一、竞赛主题与背景 

我们城市的历史有的 300 年、有的 500 年、有的甚至上千年，然而我们每个

人的生命却只有百年，甚至更短暂。在这极漫长和极短暂的时间对比中，人与城

市结成牢不可破的共同体。城市记录着过去那些人的生命和生活，让那些曾经存

在的痕迹不至于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消亡，同时也承载着今天每个人的生活，成为

我们生活其中的城市空间。正是一代一代人的生活赋予城市以厚重感，他从未停

止地缓慢地变化着，适应着同样不断变化的生活。这就是长久以来人与城市之间

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城市，许多人会无处安身；没有了人，城市将没有

灵魂。 

可以说，旧城是城市的本源与核心，是城市的年轮与记忆容器，是城市的生

活体系与价值观，是一个拥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面对摧枯拉朽的拆与迁，我们

将何去何从？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数字时代，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我们

将如何做，才能让城市的生命继续延续，活力永存，真正实现技术让城市生活更

美好的愿景？ 

 

二、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赞助单位：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网络支持：欧特克学生设计联盟（http://students.autodesk.com.cn），ABBS 

（http://www.abbs.com.cn）E 拓建筑网：（ http://www.eeeetop.com）（友好链接及

新闻发布） 

 

三、参加者要求 

1、本次竞赛活动面向全国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职业院校学生，以

1～6 人结成小组自愿参加，每小组指导教师不超过 2 人；建议每个学校指定 1 名

教师负责竞赛活动的联系、组织及指导。 

2、所有提交作品须使用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软件形成建筑信息模型，并

http://www.eeeet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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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 或 GBS（Green Building Studio）软件对所设计的建

筑进行性能模拟与分析。 

3、欧特克为所有参赛者提供大赛所需要的软件，需要者到欧特克学生设计联盟

网站注册，即可获取 Autodesk 相关免费软件下载。 

学生设计联盟网址：http://students.autodesk.com.cn 

4、学校实验室使用相关软件可通过向 Autodesk 申请获得，具体申请流程联系

Autodesk 中国教育项目相关人员。 

 

四、题目要求 

1、设计目标与选址 

本次竞赛不限定基地的范围，参赛者可以任选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旧城区，

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特征与问题，通过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建筑设计或城市设计，

达到使旧城空间更适应现代及未来生活的需要，使旧城中生活工作的人们也能享

受到数字信息技术带给他们的安全、舒适、便捷，同时保有旧城传统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以及活力。根据所关注的问题来决定具体的设计基地以及形式，分散集

中均可。 

2、设计内容 

本次竞赛要求设计者去认真观察、调研你所熟悉或感兴趣的城市旧城区，去

了解那里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给出三个关键词：老人、儿童、外来民工。可任选

其一也可都选，请你为他们设计一座不超过 3000 平米的公共空间，一个积极介入

并影响旧城普通人生活的公共空间，以弥合旧城中现存的各种问题。 

本竞赛鼓励参赛者针对现象展开实地调研，关注基地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

环境和人口结构，提炼相关数据，运用可量化的分析手段，综合建筑学和其他相

关知识展开设计过程。 

在整个研究与设计过程中，鼓励和提倡各种新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信息

技术与传统设计方法的结合和创新，以达到提升旧城活力、改善旧城环境、发扬

旧城传统、鼓励人对于城市空间的积极参与，塑造面向未来开放互动的新型城市

空间的目的。 

3、竞赛要求 

1)、参赛方案应立足于调查研究，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设计，体现出

研究型设计的特点； 

2)、设计需要注意设计策略的适宜性、多样性、参与性和互动性，关注人的

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关联，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强调时间进程影响下旧城空间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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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增强城市空间的活力。 

3)、参赛方案应满足现行的国家规范、标准和规定。考虑无障碍设计，包括

设置残疾人坡道以及残疾人专用厕位、电梯等； 

4)、为保证竞赛的公平性，参赛方案中可用文字说明所选基地的区域，但勿

出现真实的城市名称、道路名称和建筑物名称，必要时可以虚拟名称代替。（中国

分为 5 个建筑热工分区：严寒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和东北北部、新疆北部、青藏

北部；寒冷地区：华北、新疆和西藏南部及东南部；夏热冬冷地区：长江中下游，

即南岭以北、黄河以南。夏热冬暖地区：南岭以南及南方沿海；温和地区：云贵

西部及四川南部） 

4、评比标准 

1)、参赛作品须符合本竞赛的“竞赛要求”； 

2)、倡导在研究基础之上的有深度的设计； 

3)、鼓励体现独立思考、具有批判意识的原创设计；  

4)、应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思考城市、建筑与人的行为活动之间的

关系，体现绿色建筑技术、地域生态特征和可实施性原则。 

 

五、提交成果 

1、文件资料： 

复印在 A4 纸上的身份证、学生证复印件（由本人对其真实性负责）一份。

打印出的参加者姓名、校院系全名及组织者姓名、email、移动电话号码的 A4 纸

一页。 

2、图纸要求： 

2～3 张A1 图纸，可将每张图纸统一裱在A1 大小的轻质板（建议为 4～7mm

厚 KT 板）上，勿留边，不加边框，横竖向不限。 

总平面比例，及主要平、立、剖面比例根据设计深度自定。有实物模型的图

纸上可有模型照片。图纸内容中使用 Revit 软件制作的电子部分需存入光盘一并

提交。在图纸每一张从正面看的右下角加贴一张白色厚纸标签（确保其牢固附着），

在其正面（宽×高＝120mm×50mm）以印刷体写明（或打印）如下内容， 

 设计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若有）： 

 学校及院系全名： 



 

 4 

然后以图纸的下边线为轴向后折至图纸背面。 

 

3、光盘： 

每份图纸须附光盘。光盘外表面标明： 

 作者姓名，学校及院系全名，移动电话号码。 

光盘根目录（“\”）下建立以学校、院、系、参加者姓名（如，xx 大学 yy 学

院 zz 系 wwwvvv）命名的第 1 级目录/文件夹，该文件夹下有一以设计者姓名为

名的一个文本（TXT 格式）文件，其内容包括： 

设计名称： 

作者姓名、email、手机号码、身份证号/护照号： 

指导教师姓名（若有）： 

学校及院系全名： 

组织教师姓名（若有）： 

图纸张数： 

设计简要说明：（内容包括设计必要的简单说明和分析图；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等） 

设计的最后成图文件（如 JPG、GIF、TIF 格式，精度请考虑满足出版要求）

集中存入“final”子目录/文件夹（此为第 2 级目录/文件夹）；其它文件（如 DWG 

等格式）存入另外子目录/文件夹。图纸上所用到 Revit 格式文件需放入第 1 级文

件夹下以“Revit”字样命名的第 2 级目录/文件夹内。 

电子文件的存放和子目录/文件夹的建立请适当注意条理和组织，文件的大小

不要过于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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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截止时间 

2015 年 6 月 15 日以前寄达！（请计算好交寄时间和路途时间）。 

 

七、奖项 

 学生组： 

·特等奖 1 个，获得 Autodesk 资助学生的 Panorama 活动，活动的地点每年会有

变化（若获奖为一小组则选择其中一名同学） 

·一等奖 3 个，获奖证书及奖金各 0.8 万； 

·二等奖 6 个，获奖证书及奖金各 0.5 万； 

·三等奖 12 个，获奖证书及奖金各 0.2 万； 

·优秀奖 32 个，获奖证书； 

·数字技术表现奖 10 名，获奖证书及奖金各 0.1 万； 

以上获奖者均有机会额外获得由 Autodesk 中国研究院提供的实习机会（需

通过面试） 

 

 学校组织奖： 

·一等奖１名：获得 Autodesk 资助参加的指定活动 

·二等奖 3 名：获得 Autodesk 资助参加中国 Autodesk University 大会。 

·三等奖 16 名：获奖证书； 

每个学校指定 1 名教师负责竞赛活动组织，各校提交的合格参赛作品 10 份以

上即可参加评奖活动。评奖将根据组织参赛学生作品总数和质量，以及参赛学生

在欧特克学生设计联盟上注册的数量，由大赛评委会评选。 

 

八、评选、颁奖和出版 

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负责参赛作品的数字技术审查工作，并选择国内知名专

家学者组成评委会，于 2015 年 6 月间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获奖名单将在 2015

年度全国建筑院系建筑数字技术教学研讨会上公布，并颁发奖状及各奖项。 

获奖作品（可能包括部分参赛作品）将考虑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或同级）正 

式出版发行，主办方保留参赛作品的版权。 

 

 

九、通讯地址 

 

参赛作品寄送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037 号  南 4 楼 (邮编 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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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倪老师    收 

竞赛 QQ 群：  84858633   (群名：2015 REVIT 杯竞赛) 

E-mail：      dac2015@126.com  倪老师 

咨询电话：   13377880341  倪老师 

传真：       027-87556714 

 

十、网络支持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网页: http://www.abbs.com.cn/nsbae/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网站：      http://aup.hust.edu.cn/aup.php/ 

《新建筑》网页：                          http://www.newarch.cn/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官方微信：auphust 

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http://www.autodesk.com.cn/ 

欧特克学生设计联盟:           http://students.autodesk.com.cn/ 

ABBS：         http://www.abbs.com.cn 

E拓建筑网：     http://www.eeeetop.com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2014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