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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可以直观地呈现设计。
通过虚拟方式在这些模型中
进行导航，可以使我们清楚
地看到员工和患者如何在医
院穿梭。这样我们就能够与
设计团队密切协作，开发能
够迎合未来数十年需求的
设施。

— Akitaka Shibuya
副院长
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借助 BIM 达成共识
集成项目团队使用 BIM 解决方案协作完成 
复杂的日本医院项目

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新医院项目的外观全景透视图。图片来源：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项目

Kitasato University 是日本顶尖的生命科学和
医学院校之一，由本科生和研究生项目、研究机构
和附属医院提供支持。相模原校区（位于日本神奈
川县）已拥有该大学所辖四家医院的其中两家，其
中包括 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该大学目
前正在该校区内新建一所 14 层的大型医院，与现
有的 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只有一墙之
隔。完工后，这所新建的先进医院将取代 40 多年
前建造的大部分现有设施。

这座占地 92,700 平方米的设施将有 757 个新
床位，并采用钢筋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隔
震设计。负责这栋建筑的首席设计公司 Nikken 
Sekkei Ltd. 于 2009 年 7 月获选。2010 年底，
该大学最终敲定了 Takenaka Corporation 的下
属施工企业。该项目于 2011 年 9 月开工，预计在 
2013 年 12 月底完工。

挑战

Nikken Sekkei 设计部助理主任 Makoto Fujiki 
解释道：“要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先进的医疗环
境，该设施必须经久耐用且极为灵活。”因此，团
队采用了核心和外壳设计。电梯、管道、管网和纵
向衔接建筑的其他图元放置在中央核心和外围壳
体上。将这些图元集中在核心和外壳中有助于留
出大片开放区域，以便根据需要灵活分区，但同时
也会加剧这些核心和外壳区域中建筑系统的拥堵
情况，因而需要谨慎地协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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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挑战

为了确保迎合其需求，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积极参与了设计流程。但为了实现业
主和设计师之间的动态交流，大学工作人员需
要对设计有全面透彻的了解。“除了了解它的
外观，我们还需要了解其内部功能，”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副院长兼大学新医院项目
部助理主任 Akitaka Shibuya 说道，“我们需要
知道它作为一种医疗设施能否达到令人满意的效
果。”利用传统的二维正交工程图很难达到这种
程度的了解，对于没有建筑或工程背景的人而言
更是如此。

解决方案

在整个设计和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使用 
Autodesk 的建筑信息模型 (BIM) 解决方案，包
括 Revit®（用于三维建筑设计和项目可视化）、 
Navisworks® Manage（用于整个项目的可视化
和协调）、AutoCAD（用于项目文档编制）和 3ds 
Max®（用于高级三维渲染和动画）。

“有些人说，在如此大规模的一家医院使用 BIM 
是愚蠢的行为，”Fujiki 说道，“但我认为，由于建
筑的大规模和复杂性，若不使用 BIM，将无法获
得准确、高效的设计。”智能三维设计模型使团队
能够在设计流程早期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在施
工过程中避免代价高昂的返工和延迟交付。

此外，对于设计团队与业主之间的沟通，构建模型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IM 可以直观地呈现设
计，”Shibuya 说道，“通过以虚拟方式在这些模
型中进行导航，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员工和患者
如何在医院穿梭。这样我们能够与设计团队密切
协作，开发能够迎合未来数十年需求的设施。”

使用 BIM 集成项目团队并建立共识

随着施工日趋复杂，Revit 和 
Navisworks 模型的价值也不断提升。 
BIM 解决方案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整个
建筑并对现场工作人员的理解产生重

大影响。

— Eiichi Hosoda
现场经理
Takenaka Corporation

图片来源：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Nikken Sekkei 依赖 Revit Architecture 完成建
筑设计。“这是我第一次使用 BIM 软件，”Fujiki 
说道，“我们对比研究了许多工具，最终选择了 
Revit Architecture，因为它易于使用、功能强大
且与 AutoCAD 紧密集成，不仅如此，它还与相关
的建筑设计软件具有数据兼容性。”

在深化设计阶段，团队成员进一步扩充，其中包
括结构和建筑系统工程师以及设计顾问、施工人
员和预制加工人员。Navisworks Manage 中合
并了其三维模型以及 Revit Architecture 模型，
用于协调和审阅集成项目。

超越客户需求

Nikken Sekkei 使用 Revit Architecture 软件进
行初步设计。生成的 Revit 模型有助于向这所大
学传达其设计并收集医院员工的反馈意见，从而
不断完善概念设计。“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将患者从
轮椅转移到病床上？”“一名护士走过大厅时能够
看到多少间病房？”“这间病房的日光照射情况如
何？”虚拟三维模型可帮助员工直观地了解，甚至
是步行穿过提议的空间来回答这些问题，评估设
计的性能（涉及到医疗护理活动），并提出改进建
议。“通过使用 Revit 模型，医院各部门均可为设
计提供重要的信息和意见，”Fujiki 说道，“最终
为我们的客户打造一家运作更高效的医院。”

设计团队还使用 Revit Architecture 的分析功
能对该设施的空间利用率进行研究和优化。“例
如，在 Revit 虚拟环境中，我们研究了阳光、阴影
和人工光的影响，”Shibuya 说道，“根据研究结
果，我们将医院各病房搬到自然光照最充足的区
域，并将员工会议室转移到大楼内较暗的区域。”



集成项目和项目团队

在深化设计阶段，BIM 软件支持跨领域设计和
项目协调，以及设计团队和施工企业之间的协
作。与传统的建筑项目不同，业主在深化设计开
始之前就签订了项目施工合同，这样 Takenaka 
Corporation、Kinden Corporation 和 Toyo 
Netsu Kogyo Corporation (Tonets) 等施工企
业就可以在设计流程的更早阶段与设计师合作，
从而改善决策并提高质量。“使用 BIM 深化设计
的决定在这一领域的施工项目中并不常见，有些
人认为这是一种‘冒险’，”Takenaka 产品部的设
计部门经理 Genichi Mori（整个项目的深化设计
负责人）回忆道，“但由于我参与了其他 BIM 项
目，因此我知道 BIM 会为这一项目提供很大优
势，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设计流程早期，项目团队使用 Navisworks 
Manage 集成主要建筑领域的模型，更清楚地了
解整个项目。例如，Kinden 和 Tonets（负责项目
的建筑系统）能够使用 Navisworks 模型研究建
筑和结构图元中的管道布置，从而改善协作。

该团队还使用 Navisworks Manage 执行正式
的冲突检测。“对于像这所医院这样功能如此复
杂的建筑，通常需要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大量的返
工，”Fujiki 说道，“但在这一项目中，BIM 软件帮
助我们在设计流程中发现和解决了协调问题。这
有助于减少施工期间代价高昂的返工量，从而提
高施工效率和质量，最终惠及我们的客户。” 

提高工程图制作效率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项目，平均而言，这栋 14 层
建筑的每一层都需要 16 到 20 张 A1 大小的工程
图，”Takenaka 项目现场经理 Eiichi Hosoda 解
释道，“必须快速备好大量的工程图才能符合苛
刻的工作时间安排并跟上现场进度。”

AutoCAD 是建筑行业中最常用的应用程序之一，
参与这个项目的公司有大量员工接受过 AutoCAD 
方面的培训。借助 Revit 平台和 AutoCAD 之间的
互操作性，企业可以利用现有 CAD 绘图员高效编
制文档，使团队能够如期制作出工程图。

将 BIM 扩展到施工领域

整个施工流程中都使用了三维模型向业主和施工
人员传达设计。设计的许多方面都在深化设计阶
段完成，但业主的一些设计决策需在施工开始后
做出，比如内饰颜色和装修材料的选择。尽管实
物样品和模型在这些选择中起了很大作用，但设
计师还将 Revit 模型导入了 3ds Max Design 中
来生成真实照片级图像，以更直观的方式向医院
内部传达设计选择。

三维模型也是施工人员必不可少的工具，这有助
于他们解读复杂建筑图元的布局或布线，而传统
的二维工程视图很难做到这一点。例如，屋顶直
升机降落场需要一系列带避雷针的复杂屋顶高
程。屋顶的布局十分复杂，很难让人了解（根据施
工图）避雷针接地电缆的布线。施工人员可以放
大三维 Navisworks 模型的相关区域，从而准确
判断接地电缆的去向。 

图片来源：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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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还使用 Navisworks 评估施工后勤。
例如，通过在 Navisworks 模型中加入几个大型
建筑起重机的模型来研究起重机的布置。旋转起
重臂以检查起重机的范围并确定涉及最少旋转量
的位置。

“随着施工日趋复杂，Revit 和 Navisworks 
模型的价值也逐渐提升，”Hosoda 反映指
出，“BIM 解决方案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整个建
筑并对现场工作人员的理解产生重大影响。”

BIM 的未来前景

随着医院施工接近尾声，Kitasato Hospital 的
工作人员期待着使用 BIM 管理、操作和维护设
施。“在这个项目的初期，使用 BIM 进行交接和
生命周期管理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Shibuya 
说道，“医院竣工后，从屋顶到地下室的智能三
维模型将是我们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的一项宝贵
资产。”

成果

依靠 BIM 流程和 BIM 解决方案促进三维建模并
在扩展的项目团队之间开展紧密协作，在短短六
个月内就完成了这家医院的设计。新医院有望在 
2013 年底完工。“此项目代表我们第一次全面使
用 BIM 和 BIM 解决方案，”Fujiki 说道，“结果
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功。”

“即便在不断发展的医学领域中，BIM 也使我们
相信这个项目将催生十分先进的医疗设施，在今
后的几年里为我们提供极大的灵活性，”Shibuya 
表示。当被问及是否会推荐正在计划医院施工的
人员使用 BIM 时，Shibuya 的第一反应是：“是
的，毫无疑问。它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autodesk.com.cn/BIM

此项目代表我们第一次全面使
用 BIM 和 BIM 解决方案，结
果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功。

—   Makoto Fujik 
设计部助理主任 
Nikken Sekkei Ltd.

图片来源：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图片来源：Kitasato University Hos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