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M是一种能够实现可持续

设计和绿色建筑的工具。而

且，BIM的管理和分析功能

可以延伸到施工完成后的

楼宇管理、维护直至扩建和

拆除。因此如果从20年甚至

更长的周期去计算建筑成

本，BIM的投入是值得的。

– 高勇

副总经理

CCDI集团

夯实建筑信息模型平台 
打造城市建设专业服务

CCDI领航国内BIM应用。

CCDI的前身是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

司，成立于1994年，是国内规模化综合设计咨询机

构，拥有近2000名员工、五大区域公司（北京、上

海、深圳、成都、纽约）及国内各地办事处。CCDI致

力于在建筑楼宇、轨道交通、医疗卫生和环境能源

等领域，为客户提供咨询、建筑设计、建设管理、工

程顾问等专业化的服务，通过标准化、科学性的管

理体系和方法，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提供全过程一体

化的综合解决方案，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专业服

务者”。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坚持创新的工作热情，CCDI

在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包括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以及网球中心等六个场馆。 

BIM不期而遇  “服务团队”先发制胜

作为国内BIM的领跑者，CCDI也是国内最早一批

接触BIM理念的公司。“CCDI最早是从2003年了解

BIM这个概念，当时我们接了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这个项目有很复杂的结构。 

这些结构杆件的空间定位就是靠BIM这种技术做

到的。这在传统的二维设计软件中是根本做不到

的。” CCDI集团信息中心经理过俊回忆说。

与国际领先公司的这次合作，让CCDI首次感受到

了BIM这种领先方法所带来的独特价值，这不仅让

CCDI眼前一亮，更让她隐约感觉到BIM未来发展的

滚滚动力。因此，在合作项目结束后，CCDI就开始

对BIM特别投以关注，并开始着手进行一些专门的

研究和尝试，希望能够把这种先进理念的价值带给

公司更多的项目。

“不过，这个探索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

面，那个时候软件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另一方面，

大家对这种设计习惯还不太能接受。”过俊介绍说。

于是，2005至2007年，CCDI通过其海外分支机构以

及全球合作伙伴考察了国际领先建筑设计公司在

BIM应用方面的先进经验。在这个过程中，CCDI了

解到国外有一些专门的公司为业主、设计企业提供

BIM服务，通过这些专业服务，不仅可以快速帮助设

计人员学习和掌握BIM技术，而且可以配合传统的

设计服务为业主提供相应的BIM增值服务。

这个当时在国内还没有出现概念，却促使CCDI产生

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CCDI内部成立“BIM服务

团队”。这个团队的成立不仅开创了国内设计单位

系统化地推广BIM的先河，并且随后的经验也证明

了它对CCDI深入发展BIM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CCDI设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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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平台选型  Revit脱颖而出

除了为公司内部采用BIM的项目提供BIM技术咨询、

指导和培训之外，CCDI这支特殊行动小组的另一

个艰巨使命就是——为公司选择适宜的BIM平台

产品。“BIM服务团队”深知，一个成熟的BIM平台

对公司稳定、深入地推广BIM的重要作用。因此，

团队成员们花了大量的精力放在BIM平台的试用

和评估上。通过对最初开始的水立方项目，到之后

十多个BIM项目应用摸索和反馈，CCDI最终选择了

Autodesk Revit作为公司的BIM平台。

 “在CCDI，我们选择Revit作为BIM平台经历了一

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之前我们也试用了一些其他的

BIM平台，效果不是非常理想。”过俊介绍说。经过

实践总结，“BIM团队”归纳出一个比较理想的BIM

平台应该具备三个特点：首先是具备多专业支持能

力、除了建筑设计、还要有结构、机电等完整的功能

模块，这样才能配合完成协同设计；其次，作为一项

新的技术，要令设计师容易掌握和操作，界面要清

晰友好；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个软件

的背后要有一个很强大的研发团队作为持续的技术

支持。“经过评估，我们认为Revit可以在这3个方面

比较均衡的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目前选择

Revit 作为CCDI的BIM平台。”过俊介绍道。

CCDI北京区域公司技术部经理匡嘉智也认为，

Revit软件界面友好，容易上手的特点深受项目设计

师们的欢迎。他还认为Revit良好的开放性使得它作

为一个平台产品能够兼容很多专业的模拟分析软

件。“这大大简化了我们的工作！”匡嘉智说。 

设计优势初现 BIM应用领航 

天津港国际邮轮码头位于东疆港区南端，初期开发

面积70万平方米。一期工程计划建设两个大型国际

邮轮泊位及配套客运站房，设计年旅客通过能力50

万人次。同时，邮轮码头将依托邮轮泊位和客运站

房，开发建设包含邮轮码头管理、港务口岸服务、船

舶代理、旅游服务和金融保险等在内的综合性写字

楼以及餐饮宾馆等商业设施。配合东疆保税港区拟

后续建设国际商务采购中心、五星级酒店、大型商

业设施以及特色型旅游会展等设施，逐步形成与北

方最大邮轮码头目标定位相适应的邮轮码头复合产

业体系。

CCDI为天津港国际邮轮码头设计的方案采用了“水

上丝绸”这一别致而深具内涵的设计理念——一组

在海边起舞的丝绸，飘逸灵动，与浪花起伏的海面

天津港结构＋机电

天津港给排水＋消防

天津港效果图

在CCDI，我们选择Revit作为BIM平台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

程。一个比较理想的BIM平台应该具备三个特点：首先是具备

多专业配合的能力、除了建筑设计、还要有结构、机电等完整的

功能模块，这样才能配合完成协同设计；其次，作为一项新的

技术，要令设计师容易掌握和操作，界面要清晰友好；最后一

点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个软件的背后要有一个很强大的

研发团队作为持续的技术支持。经过评估，我们认为Revit可以

在这3个方面比较均衡的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目前选择

Revit 作为CCDI的BIM平台。

– 过俊

信息中心经理

CCDI集团

BIM不仅带动了CCDI理念的提升，也给整个建筑行业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设计思路。”商宏认为，

“推广BIM，光靠设计单位的力量是不够的，而需要唤起产业中开发、设计、施工单位各个环节

达成共识，进而让BIM理念的社会资源利用最大化。这样才能最终实现BIM的产业化协同，推

进行业升级。

– 商宏

总经理

CCDI北京区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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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I在同客户的合作中发

现，客户对于专业化服务需

求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特别

希望有一些资源能够得到

整合，能够享受到非常系列

化的、专业化服务。欧特克

提出的BIM理念正好契合了

CCDI“中国城市建设的专业

服务者”的理念，而Revit平
台从操作性上可以承载这

些服务。

– 李宏业

副总经理

CCDI北京区域公司

共谱一曲和谐的乐章。这一设计不仅彰显了主客运

楼的张力与速度感，还突出展现出了港区蓬勃激昂

的生命力。因此项目的概念设计博得了项目甲方的

青睐和一致认可。

“由于项目采用了很多异形设计，比如屋顶的波浪

形状、墙体是不规则的玻璃幕墙，包括钢结构构件

有着不同的倾斜角度，如果采用传统的二维设计方

式，在施工过程中很难展示精确定位，因此就无法

保障施工图质量。经过讨论，项目组一致同意采用

BIM这种三维设计方式。”身为项目技术负责人的匡

嘉智介绍道。

除了造型复杂之外，规模大、工期短、施工难度高

也是为难天津港项目组的设计师们的主要困难。 

“由于项目采用了Revit平台，我们只用九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五个专

业的建模，也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给业主提交了

所有专业的施工图，对于这样一个异形复杂的项

目，这样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匡嘉智介绍说。

作为迄今为止CCDI应用BIM最为深入和全面的一个

项目，天津港邮轮码头项目在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阶段、施工配合阶段都采用了BIM设计

理念，具体应用有日照、模拟人口流动分析、碰撞检

查、工程量统计等等。“当我们在施工配合阶段，就

向业主、施工单位展示了身临其境的三维可视化模

型，他们当时真的眼前一亮！”匡嘉智非常自豪地回

忆说。

作为CCDI另外一个领先的BIM应用项目——三亚

某酒店项目的主创设计师，刘子瑜工程师对使用

Revit也有非常深刻的感触。她认为对于设计师来

讲，Revit平台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改进设计师的

工作流程，能够把从前割裂的数个流程整合到一

起，提升设计师的设计流畅度和设计的空间效果。

“Revit软件得到CCDI很多项目经理的支持，而且一

直用得都很顺利。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可以尽量推广

它，能够用得更好。”刘子瑜介绍说。

目前，CCDI采用欧特克Revit等BIM相关软件进行的

设计的项目还有中钢国际广场(天津)响螺湾项目、

东莞中医院新院项目、扬州跳水游泳馆项目、常州

报业传媒大厦项目、慈溪-恒元悦府项目、蓝山小城

项目、首改住宅项目，文锦渡口岸旅检大楼等等。

深化BIM协同  服务城市建设

由于BIM在天津港国际邮轮码头项目以及三亚某酒

店项目中深入应用得到了设计师和业主的充分肯

定，CCDI对公司继续发展和投入BIM充满了信心。

CCDI集团副总经理高勇认为，设计公司在BIM上

的投入是值得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客户更

好的服务和价值。从短期看来，客户支付了更多

的设计费用，但整个设计建筑周期的总费用减少

了。”他说，“我们传统的浪费和低效，很大程

度是由于图档资料协调不善而导致的现场返工所

造成的。”他指出，施工现场浪费的各种人力物

力都意味着能源和材料的浪费，而使用BIM三维

解决方案，可以从源头上消除产生问题的施工文

档，因此BIM是一种能够实现可持续设计和绿色

建筑的工具。而且，BIM的管理和分析功能可以

延伸到施工完成后的楼宇管理、维护直至扩建和

拆除。因此如果从2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去计算建

筑成本，BIM的投入是值得的。 

2006年，CCDI正式提出将自身定位在“中国城市建

设的专业服务者”，就是在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

关注城市发展的各个领域，提供城市咨询规划，建

天津港码头效果图

由于项目采用了Revit平台，我们只用九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五

个专业的建模，也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给业主提交了所有专业施工图，对于这样一个异形复

杂的项目，这样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 匡嘉智

天津港国际邮轮码头项目技术负责人

CCDI北京区域公司技术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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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于赋有表现力、具有个性化语言的建筑认可度的提

升，造型更加自由的建筑得以实施。针对这样的建筑，我们用BIM
理念在Revit平台上，建筑师建立的建筑电子三维模型与依据各专

业工程师提供的设计文件而建立的结构及设备专业三维模型共

同形成了完整的建筑体系模型，通过模型向各专业工程师反馈各

构件之间复杂的空间关系的图片信息，并根据工程师修改条件对

模型进行相应调整，使建筑设计工作更加精确和高效。可以说，

没有这样的工作平台，这类建筑会成为乌托邦一样的幻想。

– 王欣

天津港项目建筑专业负责人、项目建筑师

筑设计，项目管理和工程顾问等综合解决方案和专

业服务。这个发展定位在CCDI不是一句简单的口

号，而是一场真正的变革。CCDI北京区域公司副总

经理李宏业介绍说，CCDI在同客户的合作中发现，

客户对于专业化服务需求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特别

希望有一些资源能够得到整合，能够享受到非常系

列化的、专业化服务。为此，CCDI将自身的专业化

服务划分为四类：C（咨询/ Consultation）、B（建筑

/ Building）、M（管理/ Management）、E（工程施工

/Engineering），并基于此对公司的架构进行了整体

调整。李宏业认为，欧特克提出的BIM理念正好契

合CCDI的这一理念，而Revit平台从操作性上正好可

以承载这些服务。“所以BIM在我们CCDI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这也是我们在战略上非常重视BIM的原

因。”过俊说。

CCDI北京区域公司总经理商宏认为BIM不仅带动了

CCDI理念的提升，也给整个建筑行业提出了一种全

新的设计思路。商宏认为，推广BIM，光靠设计单位

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唤起产业中开发、设计、施工

单位各个环节达成共识，进而让BIM理念的社会资

源利用最大化。这样才能最终实现BIM的产业化协

同，推进行业升级。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utodesk.com.cn。

三亚某酒店渲染效果图

三亚某酒店

Revit平台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改进设计师的工作流程，能够把从前割裂的数个流程整合到一

起，提升设计师的设计流畅度和设计的空间效果。Revit软件得到CCDI很多项目经理的支持，

而且一直用得都很顺利。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可以尽量推广它，能够用得更好。

– 刘子瑜

三亚某酒店项目的主创设计师

CCDI北京分公司主管建筑师

所有图片由CCDI设计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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