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建的 Centre hospitalier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CHUM) 伫立于蒙特利尔中
心地带，正在引领加拿大都市景观发生
重大变革。CHUM 占地面积达到两个街
区，是北美在建的最大医疗施工项目，也
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该建
筑由三家现有医院合并而成，淘汰了过时
的设施并在其中一家医院的旧址整合成一
个全新的院区。作为地处蒙特利尔中心卫
生区的重要建筑，开发过程中将无缝整合
教学、科研和患者护理，进一步巩固该
城市作为全国卫生和科研中心的地位。  

项目

该建筑由三栋 21 层高的塔楼构成，总占地面 
积达 3,597,000 平方英尺，设施风格极其简
约宏伟。尽管规模较大，但三个塔楼相互连 
接，彼此相通，却又各自保持独立 - 以人为
本，这对医疗社区而言至关重要。CHUM 的
建筑设计还融合了古建筑工艺，如蒙特利尔
的 Saint-Sauveur 尖塔，利用细致入微的汞
合金覆面材质打造毫无违和感的叠加效果，
从而与周围地貌融为一体。此建筑不仅是医
疗护理、科研和教育综合中心，还是文化圣 
地 - 容纳了 13 件大型艺术品，是自第 67 届 
世博会以来蒙特利尔公共艺术品最密集的 
地区。  

此项目最终要的首期已于 2017 年完成 – 占
据规划总量的 85% - 包括医院综合楼、临床 
流动中心、物流中心、药房、实验室、地下 
停车场。二期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于 2021  
年完工，项目包含学习中心和图书馆、礼堂 
以及临床办事处的收尾工程。在完工之前， 
CHUM 项目便已让所有相关方见证了其开
拓性创举 - 从以城市及高校为主导的医院体
系、一千多名患者和员工到相关设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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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CannonDesign + NEUF architect(e)s
 
地址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软件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Navisworks®

设计合作关系

这一大型项目的成功交付离不开高效的团队
协作，也是一家全球顶尖设计公司与一家蒙
特利尔知名设计工作室之间密切协作的结 
晶。CannonDesign 在全球设有 23 个办事
处，其中在蒙特利尔也设有办事处，该团队
具备行业领先的医疗专业知识，曾设计过 
130 多个急诊医院和/或重大扩建项目，可
谓经验丰富。NEUF architect(e)s 在蒙特利
尔、渥太华和多伦多设有办事处，该团队由
极具创意的专业人士组成，自 1971 年以来
一直参与蒙特利尔的城市景观设计。NEUF 
在交付极具创意的建筑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
经验，其当前参与的项目遍布美洲、欧洲和
亚洲。

CannonDesign 与 NEUF architect(e)s 在 
CHUM 项目中携手合作，各自利用自身的独
特优势打造真正无缝式合作关系。为了增强 
协作，在整个项目中，CannonDesign + 
NEUF architect(e)s 以及工程师、承包商和 
建筑运营商共同驻扎在蒙特利尔的同一办事 
处。CannonDesign 负责 CHUM 项目的建 
筑师 David Goyne 说道：“这是两个办事 
处之间进行整合的极其成功的案例之一， 
很荣幸我可以参与其中。”

方法  
2009 年，该设计团队单枪匹马开始启动投
标流程，当时并未将 CHUM 当成一般的城
市医院项目。从一开始，该团队便提出了高
瞻远瞩且大胆的构想。

原始征求建议书 (RFP) 要求在第一阶段建
设几座中高层建筑，完成 55% 项目计划即
可。但是，该团队很快意识到有机会进行改
进并拟定了高层建筑解决方案，可以提前构
建额外 30% 的工作 - 虽然前期成本增加，
但降低了将来需要重大升级的风险。

“凭借我们的规模以及在医疗 
市场和技术复杂项目方面的
从业经验，我们在该项目中
运用了其他当地公司无法提 
供的高级专业知识。但是， 
NEUF 充分展现了蒙特利尔
和魁北克的人文地貌。NEUF 
帮助我们将设计转变为能够
在蒙特利尔真正引起共鸣的
建筑。”Silva 说道，“完美
整合了两组极其不同的技能
以交付 CHUM 项目，这绝对
是一幢非常了不起的建筑。”

 
— Jose Silva

执行总监 
CannonDesign

CannonDesign + NEUF architect(e)s 使用 Revit 
和 Navisworks 交付了北美最大的医疗项目 CHUM 
的首期工程

图 1：部门和房间图解



CHUM 不仅是这些公司迄今所承接的最大
项目，而且还是有史以来在 Revit 中构建的 
最大医疗设施。建筑面积接近 360 万平方 
英尺，该项目要求团队重新思考其采用 
BIM 以及项目工作流、交付乃至人员配备
的方法。Goyne 解释道：“我们深知，如 
果我们试图采用传统方式开展工作，也就是 
使用传统工具和交付系统，将很难成功执行 
规模如此庞大的项目。”作为 Autodesk 
的客户，CannonDesign 和 NEUF 
architect(e)s 已使用过综合全面的设计
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组合。但是，由于 
CHUM 项目规模宏大，该团队主要利用 
Revit 和 Navisworks 以及其他各种补充性
工具。

在 2011 年底，该设计团队举办了项目交付
会议，以针对设计和文档编制流程创建路
线图。该团队召集了所有项目参与者，包括
各个公司的质量控制和 BIM 负责人、项目
的 BIM 顾问、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的 CDV 
Systems 以及管理、规划和技术负责人。
会上达成的协议将随后应用于日常和 BIM 
相关任务，从电子邮件通信和附函到 Revit 
模型中的建筑设备内容和参照详图。

 
挑战和解决方案  
管理项目中的庞大数据并令诸多合作者保持
同步，这是设计团队面临的极其重大的挑
战。通过在流程前期采用 CannonDesign 
的 Single-Firm, Multi-Office (SFMO) 方
法，项目团队可以跨 15 个不同的办事处和
多个时区将 180 名员工汇聚在一起。“借
助这一整合方法可以将医疗专家、技术负责
人和生产人员汇聚在一起，并在合适的时
间使用正确的工具，从而团队可以将挑战
转变为机遇，更高效地开展工作。在项目
开始时，我们便选择使用 Revit 作为主要平
台，”Goyne 说道，“我们有 41 个不同的
建筑模型，如果将顾问也考虑在内的话，那
么模型数量超过 150 个。要管理的数据量非
常大，而 Revit 可以帮我们出色地处理相关
工作。”

除了处理大量数据之外，Revit 还使团队可
以简化工作流，提高效率。Goyne 说道： 
“它使我们能够将项目的各个部分拆分给不
同的施工方和包装团队。同时，我们能够将
相关信息链接回各个模型，以更好地进行管
理。此方法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得到非常成功
的应用，Revit 让我们青睐有加。”

单一 Revit 工作流非常适用于语言不同的大
型生产团队，它在图纸和规范中使用专有注
释标准化技术语言。每个注释同时包含英语
和法语文字，大型团队在生产模型中实施这
些注释之前，一组相关人员可以对其进行编
辑，从而实现质量控制。

此外，设计团队还发现另一个 Autodesk 
工具非常适合 CHUM 项目，那就是 
Navisworks，尤其适用于对机械和结构系
统开始执行冲突检测时。 

Navisworks 让团队成功避免了代价高昂且
耗时的返工。此外，对于说明与 CHUM 和 
医务人员相关的设计和协调问题， 
Navisworks 也是功不可没。例如，为了证
明患者拥有良好视线，设计团队借助  
Navisworks 让用户群以第一人称视角在虚 
拟环境中参观中心的透析部门，就像玩电子 
游戏一样。

Autodesk 客户成功案例

“对 RFP 发起挑战是非常大胆
的举措，这向客户表明，我
们可以更好地实施项目并在
五年（而非十年）内交付功
能完善的医院。使用 Revit 
进行空间的体块体量分析，
这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这
使我们能够执行快速设计分
析，最终使我们能够拟定该
替代解决方案。正因如此，
我们最终赢得了项目。”

— David Goyne 
高级助理 - VDC 负责人 
CannonDesign

图 2：设备模型摘录



在合适的时间使用正确的工具  
尽管 Revit 在整个项目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但并非每个任务均需要此类先进工具。 
实际上，通过使用其他技术进行数据管理、
通信和/或协作，该团队进一步提高了效率。 
Revit 与设计团队使用的其他工具兼容，包
括自定义插件，使团队能够显著提高多功
能性，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节省时间。例
如，设计团队和业主群使用 PDF 进行内部
沟通，结合外部集成式协作解决方案（二
维）编辑共享文档。他们可以在二维平台上
标记 PDF，而其他办事处的设计师可以在 
Revit 模型中实时获取相关变更。据 Goyne 
称：“直接与其他程序进行交互这一功能可
以推进工作流并帮助我们取得成功。”

通过结合使用 Revit 和其他 BIM 支持的技
术，项目团队可以利用 Revit 模型及其与其
他软件的互操作性，使 BIM 不仅仅用于制
定传统二维施工文档。Goyne 说道：“这可 
以在多个交付项之间实现更好的一致性；更 
高效地执行日常质量保证工作；提前解决不 
同领域的协调问题；有助于向最终用户讲解 
有时颇为复杂的概念。”

结果

基于在 CHUM 中取得的经验， 
CannonDesign+NEUF architect(e)s 已开
始标准化典型 Revit 房间和族，以便用作将
来医疗项目的模板。此外，CHUM 模型结
构、模型尺寸管理以及完整性为其他大型项
目设定了基准。

“借助 BIM，我们可以创建更高质量的最
终产品，而这在公私合作施工交付方法中
通常无法实现。借助 Revit，我们的团队可
以跨多个办事处在同一平台上无缝地开展工
作，同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一致性、减少
错误并简化流程，”Goyne 说道。

2021 年第二阶段完成后，CHUM 将成为美
洲大陆最大的一站式综合医院。同时，这一
功能完善的机构将继续改善蒙特利尔家园的
市容和医疗景观。

图片来源：CannonDesign + NEUF architec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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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据统计：

• 预算：20 亿加元 
（15 亿美元）。

• 规模：3,597,000 平方英尺， 
共三栋 21 层塔楼。

• 房间数量：442 间检查室， 
39 间手术室，772 间单人 
病房。

• 人员数量：10,000 多名员工， 
6,000 名学生和实习生。

• 每年诊治患者数量：345,000 
名门诊患者、22,000 名住院患

者，65,000 名急诊患者。

• 设备数量：200,000 套以上。

BIM 数据统计：

• Revit 模型：共 159 个文件

（41 个建筑文件、9 个数据文

件、6 个物流文件、77 个机电

文件，26 个结构文件）。

• 模型平均大小：850 MB。

• 工件集数量：400。

• Revit 族数量：15,000 以上。

• 详图构件数量：4,000 以上。

• 基本图纸数量：6,756。

• 修订的基本图纸数量：29,572。

“模型中包含如此庞大的内容，
其中包括超过 200,000 件医
疗设备。这导致很难与其他
建筑系统协调相关内容。借
助 Navisworks，我们可以识
别冲突，从而可以将其隔离
并快速进行必要的更正。”

— David Goyne 
高级助理 - VDC 负责人 
Cannon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