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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在尝试从设计方

BIM应用向业主方BIM
应用的拓展，而BIM在

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中

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

要作用。BIM的牵涉面

较广，其推广应用需要

整个建筑行业的共同努

力，只有施工单位和业

主方积极参与其中，才

能快速推进BIM在全行

业的应用。 

—  夏冰�

董事长   
现代设计集团

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BIM点亮建筑工程新梦想

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是上海现代建筑设

计集团旗下核心子公司，专注于建设工程全过

程的工程咨询业务。而BIM则可以实现建设工

程从设计师、工程师一直到施工单位和物业管

理方的信息共享和改进，这对于专注建设工程

全过程的现代咨询公司来说可谓适得其所，现

代设计集团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冰表示，公司正在尝试从设计方BIM应用向

业主方BIM应用的拓展，而BIM在公司未来的战

略发展中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馆和上海新虹桥国

际医学中心两个项目中，BIM的应用给现代咨

询公司带来了显著的价值。其中，曹妃甸国际

曹妃甸生态城水上会馆建筑效果图

生态城水上会馆项目虽然占地面积只有6000多

平方米，但其高难度的花瓣外形的设计则通过

BIM的应用得到了完美的实现；而上海新虹桥

国际医学中心项目则通过BIM进行了虚拟现实

的模拟，更好地实现了对项目的规划和管理。

在现代咨询公司进行BIM的应用实践中，欧特

克公司所提供的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Autodesk Revit Structure、Autodesk Navisworks

等一系列工具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应用BIM挑战复杂项目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馆项目位于河北省唐

山曹妃甸渤海海岸上，滨海大道南侧内海中，

总建筑面积为6045.5平方米，旨在提供一个集

——BIM助力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开创发展新局面

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咨询公司）是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旗下核心子公

司，通过人才、技术和资质的汇聚，并依托现代设计集团的专业技术特长和综合管理能力，专注

于建设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致力于成为业内最具竞争优势的企业之一。

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核心竞争力建设已初见成效，业务发展呈现4个特点：一是全过程服务内涵

不断深化，工程咨询业务链日趋完善，全过程项目管理等发展较快；二是设计施工一体化发展，

以全过程项目管理能力为基础，向以设计为龙头的EPC和EPCM体制转换；三是走价值链高端和

产业链前端路线，设计管理、前期策划等业务介入重大、重点项目；四是星级酒店、数据处理中

心、既有建筑改造等聚焦业务，通过市场细分和深度分工，初步形成业务特色和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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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在BIM的推广

应用上主要着力于三个

层面：第一，通过具有代

表性项目的成功经验，

提升BIM应用水平；第

二，加强BIM在工程建设

全生命周期的应用，深

化BIM价值；第三，扩大

BIM应用广度，从三维扩

大到五维，把应用框架

延伸到项目管理和项目

总承包里。

— 朱盛波

总工程师   
现代设计集团

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BIM实现了从规划、设计、

施工一直到运营的全过

程服务，并将多方的利益

高度串联起来，减少了信

息流失，减少了资源浪

费。过去，有很多建设工

程都存在施工信息和设

计信息不一致的情况，现

在，BIM的应用就可以有

效的应对这些弊端，不仅

提高了设计施工效率，也

实现了资源保护和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这

是BIM应用的最佳模式。

— 吕芳

副总工程师   
现代设计集团

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餐饮、游艇俱乐部、国际会议等功能，并能同

时容纳300人标准的接待场所。水上会馆主体

建筑形象来自芙蓉花，通过BIM工具找形，象

征芙蓉花瓣的建筑外表面向内倾斜，和有相似

倾斜角度的游船位于同一视线平面，二者相得

益彰。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馆项目美轮美奂的芙

蓉花瓣状建筑外形给设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因为建筑外形水平投影是椭圆形的曲面，竖

向外表面又是自下而上向内倾斜的曲面，其定

位非常复杂，传统的二维设计根本没办法进行

准确定位。”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吕芳解释说，“另外芙蓉花瓣状建筑物

的屋顶又是倾斜的，如果按照传统的二维模式

去设计，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各专业之间会出

现很多冲突碰撞。但由于采用了BIM的三维软

件直接进行设计，使得我们降低了出错率，节

省了很大的工作量，方便快捷。”

与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馆项目复杂的外形

设计相比，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项目的复

杂性则更多的体现在项目规划和管理上。上海

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在积极探索着力打造符合

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上海、服务长

三角、服务全国和全球的国际化高端医疗服务

平台，构建“高端医疗服务产业集聚区”、

“部、市合作共建”医疗卫生改革试验区和

“绿色、生态、低炭”经济实践区，到2020

年，力争成为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处于“国内

顶尖、亚洲一流、国际水准”的综合性国际医

学中心。

作为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国际医学中心，它不仅

包括多个医疗机构，同时也包含复杂的市政、

交通等，面对众多的管线和复杂的道路，如何

进行可视化、集成的项目管理变得至关重要。

“BIM的应用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一点。”吕芳

说，“BIM可以实现三维的模拟仿真分析，预

先对整个场地内的交通、建筑、景观、照明等

进行集成模拟，使业主提前了解所建基地内整

体建设情况以及将来建筑物的使用状况，此

外，它还能将设计方、施工方和业主方等各方

的信息集成在一起，极大提升项目管理的效

率。”

事实上，不论是复杂的建筑设计，抑或是集群

性项目管理，借用BIM都可以将其高效地展示

出来，因为这就是BIM的科学性所在：利用数

字建模软件，把真实的建筑信息参数化、数字

化；在建立数字化模型平台的基础上，让建设

工程参与的各方都能够共享信息。在曹妃甸国

际生态城水上会馆项目中，项目工程师韦巍特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馆外立面

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园区夜景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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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能够帮助建设工程

实现“真协同”，因

为这就是BIM的科学性

所在：利用数字建模软

件，把真实的建筑信息

参数化、数字化；在建

立数字化模型平台的基

础上，让建设工程参与

的各方都能够共享信

息。所以，不论是复杂

的建筑设计，还是复杂

的项目管理，借用BIM
都可以轻松应对。

— 韦巍

研发部工程师     
现代设计集团

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意提到共享模式下各专业“真协同”设计，这

种“真协同”包含所有专业的一体化模型，通

过中心文件共享的工作模式使得工程建设各方

实现了协同设计。

BIM推动绿色建筑实践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馆项目秉承了生态城

循环经济、绿色节能的理念，并在绿色设计

上下足了工夫。BIM广泛应用于整个项目的气

候、日照、采光和照明等性能分析环节上，为

实现建筑的绿色节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比如，在采光、照明分析上，由于玻璃幕墙及

中庭屋顶ETFE膜的应用，可以利用自然采光的

时间很长，中庭的自然采光达到了95%以上，但

是夏季太阳辐射很强，就会增加空调负担。通

过BIM的应用分析，现代咨询公司建议外玻璃幕

墙和中庭屋顶做活动的百叶用来遮阳，不仅美

观而且节能；而在遮阳分析上，软件生成的采

光度分析和可视化模拟发现室内采光充足，同

时结合节能和避免眩光的考虑，起初想尝试采

用遮阳篷，但遮阳分析显示挑出距离会很大，

所以在本工程中最终采用的是可调节的遮阳百

叶，而不是遮阳篷设计。

当然，绿色设计不仅仅体现在通过软件分析帮

助建筑节能降耗上，在设计过程中，协同设计

所带来的高效率和建筑使用过程中各种情况的

分析也同样是绿色的表现，正如韦巍所介绍的

“真协同”设计，便是实现绿色设计的重要途

径，这些也正是BIM的优势所在。

BIM可以实现从方案设计到施工图设计使用同一

模型数据，这样能够有效避免多次重复修改，

避免管道专业的相互碰撞，消除设计施工中出

现的错误，确保设计协调统一，大大简化了原

本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或物力的复杂流程和分析

工作。数字设计信息和文档的共享使得各方能

够共同使用项目的可视化数字模型，进行各种

模拟和分析，从而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

效益的最终目标。

BIM的应用使得绿色的理念已经不仅局限于设计

环节，同时在施工和运营环节中也得到了很好的

体现。现代咨询公司在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

馆项目概算阶段尝试了用BIM方式进行工程算量

统计，并将其和传统工程算量进行对比，比较结

果显示误差仅在5%以内；另外通过BIM的4D施工

模拟对钢结构吊装两套方案进行了比较和筛选，

建筑施工最终选择了汽车吊提升安装方案，帮助

大大节省了成本。BIM在这些环节的应用，都为实

际的建筑施工提供了参考，进而提升了施工效率

和质量，并节约了资金。

在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项目中，BIM在市政

地下管线综合布局、交通方案和自然环境等方面

的分析同样给项目的可持续设计带来了巨大帮

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建筑近景图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馆内部剖面图

册子-现代设计集团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市场版.indd   3 11-11-8   下午1:56

随着应用的逐渐深入，BIM已经从部分专业领域扩展到项目全周期的所有专业领

域。而我们也在这种变化中，深刻感受到了BIM所带来的优势。

— 杨家跃

工程师    
现代设计集团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图片由现代设计集团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提供。

助。“通过Autodesk Revit对具体设计方案进行模

拟，保证了能在完成设计流程、进入施工阶段之

前找出并改正错误。这样一来，我们就节省了大

量时间和资源。”机电工程师杨家跃介绍说。

示范效应明显  BIM应用仍需加速推进

在谈及BIM应用于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馆

项目和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区域规划项目

时，现代咨询公司总工程师朱盛波强调，这并

非是公司在BIM上的首次尝试。据介绍，早在

2006年，现代咨询公司就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

设计管理工作，并承接了德国馆和奥地利馆的

设计，由此走上了BIM应用的道路。

世博会国家馆的成功设计使现代咨询公司首次

尝到了应用BIM的甜头，在那之后，现代咨询

公司决定加大对BIM的投资，并积极培养BIM

应用人才。目前，现代咨询公司BIM团队已经

拥有12位专业人员。“他们的定位不仅仅是要

完成几个项目的设计，而更重在技术的开发应

用。不仅要把BIM从协同到性能的研究做好，

还要将这些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项目。”朱盛

波进一步解释道。

现代咨询公司在BIM的推广应用上着力于三个层

面：第一，在设计上通过一些有特色、有代表性项

目的应用，加速BIM的推广应用，提升人员的应

用水平，如提升协同设计和可持续设计的能力；

第二，深入BIM在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推动BIM在概念设计，以及施工管理、物业管理、

项目造价等方面的应用；第三，扩大BIM的应用广

度，从三维扩大到五维，把应用框架延伸到项目

管理和项目总承包里。

在实际应用中，BIM的应用范围不仅仅是数字化

的设计，还牵扯到后续的业主方的项目管理，因

此，现代咨询公司也正在尝试从设计方BIM的应

用向业主方BIM的应用拓展。在谈及这一点时，

现代工程咨询公司董事长夏冰表示，BIM的牵涉

面较广，其推广应用需要整个建筑行业的共同努

力，只有施工单位和业主方积极参与其中，才能

快速推进BIM在全行业的应用。

“希望能够由政府或者行业协会牵头建立一个

共享平台，引进并借鉴国外的BIM应用成功案

例，在目前清华大学和欧特克公司等高校、企

业和机构推动BIM应用的基础上，尽早制订自

己的规范和标准。”吕芳在谈及如何推动BIM

应用时说道，“目前，国外的BIM应用的深度

与广度相对较为领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进行国际交流，拓展BIM应用的思路。”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馆卫生间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水上会馆设备房

册子-现代设计集团上海现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市场版.indd   4 11-11-8   下午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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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