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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通是一个强调集成化

理念的设计公司，其优

势在于各个专业在一个

统一的平台上相互合作，

避免了许多设计公司所

出现的小团队技术力量

薄弱的问题。而BIM和绿

色设计理念的引入，更

是改变了传统的流水线

式的设计流程，从设计

伊始就调动起各个专业

设计师的积极性，围绕

BIM平台，将绿色理念真

正落实到设计上。BIM为

绿色设计提供了便利的

技术验证平台，而绿色

设计则扩展了BIM应用

的范围和深度，我们相

信两者的结合必定能够

为客户创造出更好的可

持续发展项目。

— 魏闵红

总裁  
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

BIM助推绿色建筑，
带给用户舒适体验

众所周知，环渤海和环京津经济圈是中国经济

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第三增长

极，而曹妃甸正处在第三极的地理中心。

中•日唐山曹妃甸生态工业园选址于曹妃甸工

业园区西北部，规划占地面积40平方公里，处

于曹妃甸工业区核心地带，东临城市区，西接

大海，南面是一公里宽的纳潮河，毗邻曹妃甸

港，北靠数万公顷的湿地公园。 

位于唐山曹妃甸生态工业园内的配套综合服务

大楼，总建筑面积为21287.01平方米, 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17047.16平方米，主楼共14层，裙房4

层，地下1层，总高度为57.12米。距唐山市约80

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为园区内中日商务人士

提供接待、休闲、住宿的空间，满足园区生活

圈的商业、居住及娱乐基本需求。

运用BIM 追寻绿色

综合服务大楼单从外形和功能角度看难度并不

大。但是从设计之初，华通国际就瞄准了一个更

高的目标——国家绿色三星标准。因此，项目的

设计采用了综合建筑性能分析。建筑性能分析是

绿色建筑信息模型操作的最常见形式，而绿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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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华通国际”或“WDCE”）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国际化综合

建筑工程设计公司，具有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发的甲级工程设计资质，甲级城市规划资质。业

务涉及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建筑工程设计、室内设计及景观设计等专业技术领域。2004年通过

《ISO9001:2000》质量认证体系，现已形成具有国际水准的综合性工程顾问集团。

华通国际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项目全程专业技术咨询、项目策划及工程项目管理等服务，严格

执行环保经济，为客户实现投资安全性和经济性的统一。直砥城市核心价值，实现多赢城市利

益，以专业服务社会是华通国际的目标。公司始终关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建筑领域发展的新趋

势，追求实现“低碳城市，绿色建筑”的目标，并以自身的专业素质, 在地区投资建设中发挥专业

指导作用。自成立以来，公司完成了大量的设计工作，使设计团队积累了从工程设计到施工配合

设计再到现场监理设计的丰富专业一体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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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和绿色设计是华通

集成化设计理念的两个

重要技术支撑点，BIM改

变了传统的二维设计手

段，将设计师的创意带

入到三维自由空间中。绿

色设计代表了未来可持

续设计的发展方向，二

者的结合不仅从工具和

理念上提升了建筑设计

的科技含量，更为我们

展示了未来建筑设计的

一副美妙图画。

— 刘吉臣

副总裁 
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

筑信息模型则是可持续设计和建筑信息模型的

融合。建筑性能分析指的是在更广泛的活动范围

中，衡量对业绩为基础的标准设施的设计。典型

的性能分析包括热负荷建模，能源消耗，进行照

明分析，阴影和眩光研究，声学分析，优化空调设

计和模拟计算流体动力学。

本项目为综合服务大楼的每一位使用者提供最

舒适健康的体验成为了整个设计团队不懈的追

求。为了达到国家绿色三星标准，在设计过程

中，绿色成为设计的指导思想。

为此，团队通过建立于 Revit平台上的应用程

式，为后续的绿色设计提供完整的模型塑造和

详细说明，衔接多项绿色分析内容的融合，包

括舒适度分析、风分析、日照分析、可视化分

析、采光分析等方面的分析。其中，通过对项

目外形的精细模拟，结合项目所处区域周边的

风速数据，分析得出了：围合式的规划布局，

有效阻挡了冬天主导的西北寒风，使得规划区

域内主干道风速在3.5米/秒一下，建筑群内部风

速基本在2米/秒以下，约50%左右的区域风速

低于1米/秒。

如此雄辩的结论，使得项目满足绿色建筑三星

标准中的：地面附近人行区1.5m高度的风速小

于5米/秒这一指标比空洞的口号更有说服力。

一系列分析若要顺利进行，必须依赖项目信息

模型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而传统的设计方式

所能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完全无法支撑综

合绿色分析对信息高强度的需求。而在以BIM

为核心的集成化设计环境中，通过应用包括

Autodesk 3ds Max、Autodesk Revit、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在内的一系列从概念设计到详

细设计环节的可持续设计及分析工具，使得用

户可以利用强大的三维表现功能在统一的信息

化模型上进行交互式分析，藉由可视化及模拟

真实环境中的建筑性能，提高分析的精度和效

率，使得设计师可以输出更加直观和美观的设

计结果并将阶段结果快速进行反馈，便于设计

师进行过程的调整与优化，从而使可持续设计

师有能力访问完整的项目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并做出明智的决定，达到提高所设计建筑性能

的目的。

借BIM从定性到定量 把绿色从概念落到实处

几年前，绿色建筑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是一个带

有“秀”色彩的概念。而在地产市场外部大环

境趋紧，内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绿色建筑的

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所发现。建筑

的绿色，带来的是更低的建筑能耗，更长的生

凭借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 对室内进行采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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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与更舒适的用户体验。对于业主越来越

注重人性化需求的今日房地产市场来说，这无

疑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角逐中拔得头筹

的一柄利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华通国际设计团队

充分意识到了绿色设计才是设计发展的大趋

势。通过引入BIM设计方式，凭借运用Revit

系列软件对项目建筑进行建模以及一系列设

计、分析，华通国际得以实现多专业，高协

同，全方位的绿色设计，为业主提供将绿色

落到实处的纯正绿色建筑。

谈到绿色建筑，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绿

色城市研究事业部总经理、技术总监东京大学

博士、博士后武海滨认为，在满足使用功能的

前提下，如何让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感到舒适和

健康是建筑环境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

通过Revit平台上的应用程式进行冬季风环境模拟分析风速分布

冬季建筑微环境风速流线分析

寻找室内舒适性、建筑能耗、环境保护之间的

矛盾平衡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华通国际而言，在每一个项目的设计中，

整个团队都在不遗余力的贯彻绿色设计的理

念，即：以被动式节能为主，在努力提升项

目的绿色品质的同时，尽可能降低由此所带

来的额外投入；以建筑性能化分析为依据，

力争在规划设计阶段使建筑环境和品质达到

最优；以集成化设计为手段，改变传统设计

流程，实现设计的绿色创新；以定量化输出

为结果，实现对项目的精准化评价。而这一

切，非有强大的技术支持不能实现。绿色建

筑从理念到实际的重要前提，是实现绿色指

标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而基于BIM技术的一

系列设计软件，为这一转变提供了理想的实

现工具。

“由BIM软件平台构建的深度BIM（详细建筑信

息模型）通过软件输出为不同的数据格式，根据

室内环境应用方向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数据格

式，再输入到专业的分析软件中，可以有效解决

数据一致性问题，提高建模效率。”武海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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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如何让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感到舒适和健康是建筑环境

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寻找室内舒适性、建筑能耗、环境保护之间的矛

盾平衡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由BIM软件平台构建的深度BIM（详细建筑信息模

型）通过软件输出为不同的数据格式，根据室内环境应用方向的不同，选择合适

的数据格式，再输入到专业的分析软件中，可以有效解决数据一致性问题，提高

建模效率。

— 武海滨

绿色城市研究事业部总经理、技术总监东京大学博士、博士后

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

图片由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当今形势下，随着人们在生活及工作方式上日

益趋向“人性化”、“生态化”的回归，任何

专项建筑设计领域都不应只是追求单一的功能

性和形式化的建筑完美，成功的规划和设计还

应运用现代技术，注重以人为本，满足人们在

居住、工作、教育、休闲娱乐等各个方面的综

合需求，创造人性化适于交往的绿色环境，充

满活力的生态场所。华通国际设计团队努力通

过使用BIM技术，探索在各个专项设计领域中

的复合开发，并进行将其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理

念相融合的尝试，形成了独特的复合规划设计

理念，特别是在城市综合体、公共建筑（含交

通轨道）、高科技园区的规划设计领域已形成

设计优势。

沿着应用BIM绿色设计的路，继续走下去  

对于BIM的应用，华通国际团队有独到的理

解，尤以绿色设计为例。华通国际认为，BIM

的设计应该结合自然，将应用Revit进行绿色

分析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方案配合到初步

设计再到绿色分析。将风向、风速、光线、温

度、湿度等自然要素作为输入条件，同时还要

考到虑影响建筑布局与朝向的合理性、建筑形

态的适应性、建筑材料的优化、建筑系统的选

择等关键点。

展望未来，华通国际将继续通过应用BIM，修

正优化建筑设计，对建筑功能舒适性、建筑表

现艺术性、建筑经济型进行非线性校验。而这

中•日唐山曹妃甸生态工业园综合服务大楼效果图

一系列环节都是构建在BIM技术之上，形成了

一个设计的闭合回路，包括了建筑全生命周期

的整个过程，同时还掌控了各个关键步骤与因

素，确保建筑达到最佳的设计效果。

册子-AU华通国际-中日唐山-市场版.indd   4 11-11-8   下午1:14



 
 
    
   HistoryItem_V1
   SimpleBooklet
        
     Create a new document
     Order: consecutive
     Sheet size: large enough for 100% scale
     Front and back: normal
     Align: centre each page in its half of sheet
      

        
     0
     CentrePages
     Inline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None
     1
     0.0000
     1
     0
     0
     16
     Consec
     485
     153
    
     0
     Sufficient
            
       CurrentAVDoc
          

     1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