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性设计从建筑学或

者整个社会发展来看，肯定

是一个方向和趋势，这是我

们每一个设计师必须关注

的。像Autodesk Revit这样

的基于BIM技术的相关软件

可以从理论上精细分析整

个建筑的设计，这对于建筑

可持续性设计和发展非常

重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

择BIM进行应用研究的重要

原因之一。

– 傅筱

集筑建筑工作室负责人

副教授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

长兴传媒中心：
还给城市一片市民空间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集筑建筑工作室，
利用BIM提升城市建筑品质。

集筑建筑工作室是一个关注基本建造品质控制的

建筑设计工作室。目前，该工作室依托南京大学

建筑学院良好的学术平台，集成各类技术资源，

致力于通过BIM技术在实际工程实践中的应用，

提升建筑建造品质，为改变流于表面形式的建筑

设计，做出研究和实践探索。该工作室至今已采

用BIM理念及工具完成多项建筑设计作品，其中

S景观步行桥获得了2008年WA中国建筑奖、长兴

传媒中心获得中国首届BIM建筑设计大赛最佳建

筑设计二等奖、高成绿能办公总部获得江苏省三

维建筑设计竞赛一等奖。

谈到建筑，大众津津乐道的往往都是建筑的外

观，而非建筑本身营造的空间，这就如同判断一

个人只看其外表衣着，而不注意人本身的内涵一

样。一直以来，多数建筑师推进设计的方法是建

筑立面，而建筑内部空间是在立面确定后放进去

的，空间设计未能成为一种建筑设计的方法。对

于越来越人性化的公共建筑而言，空间设计理念

对建筑设计工具和思想的要求越来越高。

长兴传媒中心的设计方是集筑建筑工作室，该工

作室以一贯关注基本建造品质控制的建筑设计获

得了国内众多奖项，而长兴传媒中心作为浙江省

湖州市长兴县的一张名片更实现了“人居环境友

好性”的设计诉求。是什么促使集筑建筑工作室

脱颖而出呢？集筑建筑工作室依托南京大学建筑

学院良好的学术平台，集成各类技术资源，致

力于通过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实际工程

实践中的应用，提升建筑建造品质，为改变流于

表面形式的建筑设计，做出研究和实践探索。特

别是在欧特克基于BIM技术的相关软件Autodesk 

Revit本地化应用研究中，该工作室不仅在建筑构

件数据库的二次开发上取得重要研究成果，而且

也在长兴传媒中心等实际项目中积累了宝贵的实

践经验。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集筑建筑

工作室
客户成功案例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长兴传媒中心市民活动坡道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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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走到建筑顶部自由活动，周围公园、图书馆和

龙山可尽收眼底。整个传媒中心没有任何围墙，

坡道设计将几个公园有机联系在一起，从而形

成完全开放的空间。这样的设计使传媒中心跟周

遍环境和整个城市的气氛十分协调，并形成一个

“还给城市的市民空间”。

传媒中心不仅在这一点上，还在其他很多地方体

现了其改善人居环境的设计理念。傅筱强调：

“改善人居环境是我们设计的着眼点，但我们还

在更长期和更全局的角度开始逐步关注建筑的可

持续性设计。可持续性设计从建筑学或者整个社

会发展来看，肯定是一个方向和趋势，这是我们

每一个设计师必须关注的。像Autodesk Revit这样

基于BIM技术的相关软件可以从理论上精细分析

整个建筑的设计，这对于建筑可持续性设计和发

展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BIM进行应

用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立面”到“空间”，让建筑流动起来

大众和一些建筑项目业主对建筑设计的理解有一

定的误区，即以建筑的外观来衡量一个建筑及

其设计的优劣。对于建筑专业领域，这个问题

同样也有许多无奈。傅筱介绍说，在传统的建筑

设计中多利用建筑二维设计方法，设计师没办法

直观看到空间，而是基于二维设计信息想象三维

空间，这时“想象”质量的好坏直接与建筑设计

师的经验积累相关。虽然也可以基于二维设计制

作实体建筑模型，但这种模型不但耗时费力，而

且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空间内部不仅无法得以探

究，也没办法展现一种真实的场景感，“流动

地”从各个角度观察更是无从实现。

在传媒中心的项目中，傅筱和团队为打破传统做

法所带来的束缚，采用了三维基于BIM技术的相

关软件Autodesk Revit。在设计过程中，建筑室内

空间、建筑表皮、建筑室外空间被整合成一个相

互关联的逻辑系统，设计师不必受限于立面的概

念，而是完全从空间关系的方法上推进传媒中心

的设计。设计成员也因此能基于软件随时多角度

研究建筑空间类型之间的组合关系，并更好的把

握整体的设计。传媒中心的空间设计因此取得了

业主的肯定。

傅筱强调， Autodesk Revit为工作室“空间设计”

理念的执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它使内外兼容的

空间设计变得简单易行，这符合现代建筑的本质

意义。可以相信，建筑信息模型能够为我们改变

那些流于表面化的设计，让建筑设计回归建筑本

质之一，那就是空间！

改善人居环境 还给城市一片市民空间

长兴传媒中心（以下简称传媒中心）位于浙江省

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行政文化新区西侧。传媒中心

周边环境透出一股秀丽而雅致的气息，既有浓郁

的现代化特征，又充满自然气息，整体格调高

雅、清新，富有生气。一直以来，长兴县委、县

政府立足建设山水园林型现代化中等工贸城市的

定位，坚持高起点规划，高品位设计，切实推进

园林城市创建。

传媒中心地块南临优美的甘家河滨水空间，北接

正在建设中的梅山公园，并与齐山公园和行政中

心相望，西靠秀美的龙山山体，东临现代化的图

书档案馆，整个区域建筑和景观融为一体，是一

个美丽的城市公园。如果以一般的设计理念，将

传媒中心建造成高楼大厦，并在四周围上围栏形

成一个单独用地的话，就将原来几个公园之间的

关系阻断，破坏了城市环境的整体性。

在项目规划之初，传媒中心的总设计师、集筑建

筑工作室负责人傅筱建议当地政府要把传媒中心

打造成“还给城市的市民空间”，将建筑用地再

还给城市，还给市民，这个理念得到各方充分的

肯定。最终确认的方案上，传媒中心设计成坡道

式可上人建筑，顶部是个大型观景平台，人们可

细部设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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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Revit为传媒中心

空间设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持，它使内外兼容的空

间设计变得简单易行，这符

合现代建筑的本质意义，可

以相信，建筑信息模型能够

为我们改变那些流于表面

化的设计，让我们的建筑设

计回归建筑本质之一，那就

是空间！

– 傅筱

集筑建筑工作室负责人

副教授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

强化设计细节 提升建筑品质

总体来说，中国工程建设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阶段都是粗放型模式，设

计环节也不例外。粗放型设计一方面表现在各个专

业设计图纸的深度和质量有待提升，这与项目设计

时间紧，设计效率低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受限于

二维工程设计理念和传统二维CAD设计软件的功

能，各个专业间的协作程度相对不高，协同工作多

只局限在制图标准和文档管理上。

傅筱认为：以建筑信息模型为平台的集成化设计

不仅可以优化设计流程，提高效率，而且能够提

高设计质量。设计质量的提高一方面表现在各工

种图纸间的“错漏缺”减少，另一方面表现在建

筑师对设计品质控制力度的大大增加，这对提升

建筑设计和建筑本身品质有显著的意义。在传

媒中心项目，基于BIM技术的三维软件Autodesk 

Revit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控制设计过程：采用建筑信息模型的设计方法，

用三维构件直接表达真实的三维建筑，这可以让

建筑师很好地控制设计过程，并提高设计效率。

在传媒中心项目中，施工图阶段的建筑信息模型

与方案阶段的建筑信息概念模型几乎一致，这有

力的改变了“方案一个样，施工图一个样”的弊

病，深化设计得到有效控制。

提升细部品质：在我国目前建设量较大，出图时

间短的现状下，模型可以有效改变传统的粗放型

设计模式，快速直观地进行细部研究。

张贴在现场的三维施工图纸

长兴传媒中心空间研究:改变流于表面化的设计方法，空间成为设计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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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筑信息模型为平台的集成化设计不仅可以优化

设计流程，提高效率，而且能够提高设计质量。设计

质量的提高一方面表现在各工种图纸间的“错漏缺”

减少，另一方面表现在建筑师对设计品质控制力度

的大大增加，这对改善国家建筑设计品质有显著的

意义。

– 傅筱

集筑建筑工作室负责人

副教授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

强化施工管理：由于采用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师可

以提供大量的三维图纸给施工队，减少了施工员识

图错误。施工队可以直接利用建筑信息模型进行日

程安排，这不仅能提高施工效率，而且能够减少建

造错误，降低施工浪费。

后记

Autodesk Revit从开发之初就是个纯粹的建筑信

息模型解决方案，傅筱对此十分看重，并表示该软

件从整体建构思路到具体的数据统计和信息分析

等功能，较相竞争的产品有很大优势。在长兴传媒

中心项目上的成功也进一步加强傅筱及其团队对

Autodesk Revit的信心。早在四年前，傅筱和他的团

队就已经基本抛弃了传统的二维设计软件，BIM成

为了团队技术工具的核心。

为了进一步推动Autodesk Revit的本地适用性，傅

筱也正在做积极的努力和深入的研究。经过四年间

的不懈努力，傅筱和他的团队基于Autodesk Revit已

经初步建立起本地化建筑构件数据库。利用数据库

中数字化的建筑构件，设计工作更像是在现场的真

实建造，简便而直观，设计师的设计工作也变得更

加高效。傅筱强调，本地化研究仅凭借几个人和几

个团队的力量是不够的，他呼吁行业携手，共同推

动建筑信息模型的本地化应用进程，为推动我国建

筑设计信息化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utodesk.com.cn。

族库开发示意

长兴传媒中心鸟瞰图

所有图片由南京大学建筑学院/集筑建筑工作室傅筱提供。该项目合作单位为

南京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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