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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客户成功案例

案例

某汽车公司冲焊联合厂房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Autodesk® Revit® Structure

Autodesk® Revit® MEP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3ds Max®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将是未来建筑

领域的一项核心技术，

如果建筑相关行业不掌

握BIM就将会被淘汰。

— 秦希青

建筑设计院院长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BIM推动工厂设计的革新

与促进效率的准确提升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机械工业部东风设计研究院，一下简称“东风设计院”）1973年9月

创立于湖北十堰，2000年4月18日迁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2005年4月28日改制成为产权多元化

公司，国有持股23.46%，职工持股会持股76.54% 。

公司拥有国家颁发机械、建筑、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工程勘察专业类、环境污染

防治专项（废水）、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等甲级工程设计资格，是1997年首批通过中汉认证中

心GB/T9001认证的设计单位，并于2008年4月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体系”认证，

成为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先后完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神龙汽车、广州丰田、广州本田、

东风本田、东风日产乘用车、东风商用车、东风自主品牌乘用车、东风悦达起亚、四川红岩汽

车、陕西重型汽车、江淮汽车等具有影响力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项目，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的

摇篮”。公司可为客户提供项目规划咨询、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监

理等技术服务。

经过持续改制与发展，东风设计研究院已发展成为由工程技术、工业投资、装备制造和地产置业

四类业务构成的（集团）公司。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汽车产业跨越提速，促

使国内外汽车巨头对中国汽车产业投资方兴未

艾，先后完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神龙汽车、

广州丰田、广州本田、东风本田、东风日产乘

用车、东风商用车、东风自主品牌乘用车、东

风悦达起亚、四川红岩汽车、陕西重型汽车、

江淮汽车等汽车及零部件项目的“中国汽车工

业的摇篮”——东风设计研究院，也在努力突

破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难题与挑战。在承

担总面积为25576m2 的工业单层联合厂房的设

计任务中，东风设计院实现了自身推动工厂设

计的技术革新，促进设计效率的准确提升。该

厂房主体结构为全钢结构，车间外贴建辅助用

房，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及砖混结构。该建

筑的设计不仅包含复杂的管道碰撞等问题，同

时东风设计院还面对着一项挑战，即在大型工

业厂房的设计中，设计工具所涉及到的设计规

范与标准和本土的差别较大，必须做大量的本

地化工作。

东风设计院建筑设计院院长秦希青对汽车工业

厂房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当欣赏到一辆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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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组装从自动线下来时，就如同一个个跃动

的音符奏出令人愉悦的精彩乐章。秦希青院长

对汽车工厂的热爱溢于言表：因汽车而组建、

伴随汽车产业发展而壮大的东风设计院，承担

过众多经受考验的重大项目。但在他的印象

中，设计此类联合厂房遇到最多的难题就是管

线综合以及涉及管线和结构、建筑本身、工艺

设备等碰撞问题，要合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

推进工业设计手段与方式的革新。

初识BIM：英雄相见恨晚

在建设项目设计过程中，因为客户的产品规

模、工艺需求不断的变化，东风设计院设计师

团队在涉及装备布局、设备调整、管线、管

道、电缆设备等多专业方面也不得不随之而更

改，这就使得在设计过程中会形成或潜在着更

多的相互碰撞问题，如果应用传统的二维设计

软件，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在进行标准

化核对时也难免有遗漏与差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一个优秀的设计师

来说，一个得心应手的设计工具对如此复杂的

工业厂房项目来说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

秦希青院长初认识BIM设计技术，便有了有种

相见恨晚的感同身受感受。在2004年的一次大

型整车厂区整体设计中，东风设计院的国外合

作方特地安排了一个专业部门对将东风设计院

完成的项目图纸安排一个专业部门进行了三维

碰撞检测。通过这件事情秦希青院长认识到：

三维时代真的来临了!

东风设计院最早接触BIM是从管道汇总开始

的，通过BIM模型能够清晰的反映管道的直观

碰撞、空间不合理等设计方面的差错与失误，

直观的表达建筑物完成后的形状与数据属性，

这在东风设计院设计师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

象。随着BIM技术多专业使用的多专业展开，

并及逐渐应用，到得心应手地运用BIM技术，

设计师们发现在使用Autodesk Revit软件进行

设计的时候，联动性特点明显，如一个地方修

改，所有相关处便会自动关联，既使图纸更精

确，又提高了效率，内外协同，使设计变得更

流畅、更顺利。

“利用三维软件进行设计和验证是一个非常好

的手段，我们有大量这方面的实际需求。以往

我们需要花大量时间解决碰撞问题，但现在，

对于B I M技术，它的应

用推广是一个缓慢加速

的过程，而且这个加速

度将会越来越大。

— 秦希青

建筑设计院院长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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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用“族”，如各种门窗、墙体、屋面系

统、吊车、吊车梁系统，以及在设计中令人头

痛的钢梯、本地化的图幅图纸列表等。

客户对该大型联合厂建设项目的悉心关注，

不仅仅是客户的需求变化较多，还要考虑到

非专业人士对建筑物图纸不熟悉的情况，同

时还又要涉及其它外方股东参考意见的介

入。因此，东风设计院设计团队把该项目进

行了精雕细琢，形成公司在工业设计领域的

品牌，多专业同时采用三维的建筑模型，以

此与客户进行沟通、交流。应用A u t o d e s k 

Revit MEP进行管道汇总碰撞检查后，以往在

二维图纸表达不清楚的位置在三维设计中得

到了准确的定位。同时软件还为各专业提供

了优化的设计方案，为水、暖、电各专业多

学科的协同合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如果客

户需要增加某平台，那么平台就能立即在图

先进的设计手段会将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在虚拟状态就没有碰撞问题，能够提高设计质

量，减少建造工序。”秦希青院长表示。随着

国家对BIM技术应用的引导，以及自身对BIM技

术的不断了解，东风设计院开始了BIM的探索

式应用。

优化：精雕细琢育品牌

秦希青院长坦言：“在使用Autodesk Revit

软件时，图纸、模型能在软件中快速搭建起

来，并迅速生成各种立面图、剖面图、材料

表，智能化、信息化程度较高。同时，东风

设计院也在符合国家现行制图规范方面进行

了本地化的建设工作。虽然现在已经形成了

一个较好的工作基础，但仍需继续深入地进

行软件的优化工作，以满足公司目前与未来

的设计标准的需要。” 

“族”是Autodesk Revit软件的基本元素，其作

用是通过控制族的参数来实时修改模型在平、

立、剖面中的的效果。“族”和“组”的应用

给插入和修改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在联合厂房

项目的工程设计中，车间内的“吊车族”可以

根据跨度的变化来改变、形成新的布置。

目前东风设计院已经制作了一些常用的

“族”，以及一些用于汽车工业厂房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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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反映出来。设计方法的改变、沟通效率

的提高，深受客户的认可与欢迎。

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辛苦耕耘，此次设计的

联合厂房主体屋面采用了高分子防水卷材，主

厂房外墙由彩色双层压型钢板组成，主厂房的

地面是金属骨料耐磨地面，而辅助用房则铺的

是瓷砖地面，成为充满美感曲线与复杂功用的

结合体。

深化应用：登山始觉天高广

BIM技术的探索与应用使东风设计院设计师的

思维方式与职业认识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使

用Autodesk Revit软件一定会对原有绘图方式

带来全新的思维方式，会推动工业设计快步迈

入协同设计时代。”秦希青院长强调说。这不

仅仅是软件本身带来的操作模式的改变，更是

需要人们思维方式、职业思考的全方位变化。

以往利用传统的设计方式，优秀的设计师只能

在头脑中搭建一个模糊的“三维”模型，而

Autodesk Revit软件则突破了传统模式，将模糊

的概念转换成清晰可见的三维模型。传统的设

计方式只是在画图，而在协同设计的过程就是

在搭建模型、生成图纸。

曾经有人说过，BIM技术对现代设计行业来说

是一场空前的革命，任何从事这一行业的公

司如果不掌握这项技术必将会被时代所淘汰。

2009年年底，秦希青院长亲自做了一份员工调

查，其中一项就有关BIM。99%的工程师都表达

了对BIM技术的关注，希望能够加强BIM实质的

理解以更好地运用这一技术。

勇于挑战自我、探索实践的东风设计院除设计

业务外，越来越多的业务会按总承包、项目管

理、工程咨询等业务将设计涵盖于其中，如房

屋建筑总承包、工业（工艺）设备总承包等。

BIM的最大特点就是从设计到实施建造再到运

营维护均能采用相同的数据模型，连续接触、

应用BIM近五年的东风设计院对BIM的需求更

图片由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

多，并使之包含于工程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可

以为客户工程的运营管理工作提供最准确、最

原始的数据。

思维决定行动，行动拓展新路。东风设计院

正在尝试将BIM应用于运营管理方面，如：

在工厂建设决策前，运用BIM技术对项目进

行直观的判断，在客户决策的过程中为其带

来收益；当设计单位将三维信息模型交给业

主之后，一些数据的细化或者是增加都需要

通过设计单位对三维信息模型进行维护与更

新，这会给设计企业带来新的业务，拓展了

新业务的来源。

“从建筑业角度来看，BIM是未来发展的必然

趋势，BIM技术在建筑业的全生命周期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设计院提供新的业务形

态。东风设计院将继续深入推广BIM技术，为

公司提高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秦希青院长

在展望未来时，信心与决心溢于言表。

Autodesk Revit软件在空间与相关信息方面的精确表达，使在与建设方的沟通中显

得更为方便、直观，它极大地提高了设计的质量和效率。

— 纪文

主任设计师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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