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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BIM技术已经成

为热门话题，其在项目

品质的提升、效率的

提高，以及和业主的沟

通等一系列方面都带来

了极大的好处，很多建

筑师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BIM团队对于他们设计

工作的有力支持。所

以，我院数字化中心的

工作卓有成效，BIM工

作的推进意义重大、前

景广阔。

— 郭建祥�

副院长   
现代设计集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老房有喜，申都大厦旧貌
换新颜之路
——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
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中心
利用BIM完成申都大厦改建工程

图1 申都大厦

现代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ECADI）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大型设计公司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国内外众多标志性建筑项目的设计和管理经验，在民用建筑领域拥有几十年的领导

者地位。华东院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中心（简称ECADI BIM中心）是由华东院发起的专业BIM咨询服

务机构，独立于传统设计部门。ECADI BIM中心集中了华东院各专业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形成了由

资深咨询专家和经验丰富的设计专家组成的专业覆盖面完整的咨询服务团队。

ECADI BIM中心通过大量BIM项目的实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世博文化中心、成都国

金中心、富滇银行总部项目、央视TVCC 恢复重建项目、申都大厦改建工程中成功地应用BIM 技

术，给业主带来巨大的价值，深得业主信赖。通过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ECADI BIM中心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BIM 标准和应用导则。

ECADI BIM中心虽然是独立于华东院各设计所的一个专业机构，但正是华东院的丰富历史积淀

给咨询中心带来无可比拟的专业实力保障。ECADI BIM中心的独特价值就在于能够调用各专业

的顶尖人才，借助先进的BIM技术手段，与设计过程紧密协作，实时交互，滚动作业，三维模

型和设计数据高度集成，最终能够帮助客户提升建筑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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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中心

通过大量BIM项目的实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特别是在世博文化中心、成都国金中心、

富滇银行总部项目、央视TVCC恢复重建项目、

申都大厦改建工程中成功地应用BIM 技术，给

业主带来巨大的价值，深得业主信赖。通过这

些项目的成功实施，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数字

化建筑设计研究中心制定了切实可行的BIM 标

准和应用导则。

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中心

是独立于华东院各设计所的一个专业机构，但正

是华东院的丰富历史积淀给了研究中心无可比拟

的专业实力保障，它的独特价值就在于能够调用

各专业的顶尖人材，借助先进的BIM技术手段，与

设计过程紧密协作，实时交互，滚动作业，三维

模型和设计数据高度集成，最终帮助客户提升建

筑品质。

申都大厦原为上海毛巾厂，1994年由工厂改造为

上海现代设计集团下属办公楼，因种种原因仅做

了内部功能调整，外立面只是简单处理。因上海

市政建设为实现世博会交通畅通而进行道路的

升级改造，其中将西藏南路道路红线拓宽20米，

大厦前的六层住宅已被拆除，使得申都大厦成为

西藏南路的沿街建筑之一，其表现力会直接影响

到世博会环境形象。另外，因年代已久，大楼存

在层高低、车位紧张、空调外机放置杂乱无章、

屋面隔热板老化、铸铁水箱碍眼等问题，已不能

满足新时代的应用要求。基于以上多种原因，并

结合现状与机遇，现代设计集团决定对申都大厦

进行整体改造。

问道之路，情定BIM

在申都大厦改建项目中，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

经过缜密的调查和研究，将客户的需求归纳为

三个方面：

• 建成绿色、节能、智能化办公楼的示范建筑；

• 参照既有建筑改造的范例；

• 使用各种先进数字化建筑技术的载体。

由于很多客户都对项目的品质要求高，对技术

的先进性亦有特殊要求。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

此类项目，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在技术创新和

技术积累上进行了大量投入。2008年，现代

设计集团华东院实现了从传统设计到局部运用

BIM技术，经过专门的市场调研和项目考察，

于2010年初成立专职的BIM团队，2011年7月正

式成立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中心，开始了全面

使用BIM技术的征途。

现代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郭

建祥表示，“目前，BIM技术已经成为热门话

题，其在项目品质的提升、效率的提高，以及

和业主的沟通等一系列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好

处，现在很多建筑师已经意识到了BIM团队对

于他们设计工作的有力支持。所以，我院数字

化中心的工作卓有成效，BIM工作的推进意义

重大、前景广阔。”

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及已完成的成熟项目，现

代设计集团华东院最终决定将正在大力推进

的BIM技术应用到申都大厦改建工程中，以期

达到：

图2基于BIM的建筑设计

• 充分利用BIM平台提供高品质的设计服务；

• BIM模型成功应用在项目管理中；

• BIM模型成功应用在运营管理中。

改建之路，在全生命周期中应用BIM

在申都大厦改建项目中，涉及建筑面积6500平

方米，包括地上六层和地下一层半。BIM应用

贯穿全生命周期，从最初的建筑信息搜集，到

最后的设计项目交付完成，BIM无处不在。

在收集建筑信息阶段，设计师利用BIM在原有

设计图纸上进行建模，完善原有模型信息；模

型建成之后，通过方案论证，进行设计改造；

再将模型导入到众多性能化分析工具中进行建

筑性能分析，同时进行项目未来运营方面的

策划，完成施工图；另外，设计师通过BIM技

术，如设计变更报告、分析变更报告等手段进

行施工配合，将BIM模型中的信息进行五维模

拟，运用到施工管理中，再将模型数据传递运

营方面的信息。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在建筑设计、结构设计、机电设计中，现

代设计集团华东院采用Revit作为提资、沟

通平台。值得一提的是，BIM丰富的机电

设计模型——空调专业模型、强电专业模

型、给排水专业模型、弱电专业模型和消

防专业模型，使得机电设计变得容易。基

于BIM进行设计协调，BIM作为充分沟通和

交互的平台。 

• 在性能优化分析中，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利

用BIM逐一分析，包括逐时干球温度分析、

逐时相对湿度分析、太阳辐射分析、舒适度

区域分析、自然通风能力分析、自然通风模

拟分析、声学分析、火灾模拟、人员疏散模

拟等等。根据分析结果，现代设计集团华东

院进行了相关的优化。

• 在项目管理中，BIM将模型导入、工程量过

滤、工程量分配、计算式输入、工程量计

算、工程量清单、工程量估价、五维模拟做

得一清二楚。 

• 在项目运营中，BIM的应用涉及到数据库、

功能层、应用层这三个层面。每一层都环环

相扣，联系紧密，如图3所示。

经验之路，摸索出适合自己的BIM模式

谈起采用BIM的经验，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技

术管理与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徐浩表示，“BIM

技术作为重要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平台，与协同

设计、知识管理、质量管理等工作一起作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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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的主要内容，其优势不言而喻，发展

迅猛。BIM技术的研发尤为重要，我院在此方

面的投入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业主

找到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通过申都大厦改建项目，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

在知识总结和标准提炼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

软件操作层面、项目运作层面、流程改造、现

场配合、运营方面的对比和数据。例如，针对

管线综合，如果将管线综合做好、管线布置合

理，满足安装检修要求，那么在运营阶段就能

够很方便地调试、检修，对于建筑物品质的提

升具有重大意义。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在申都

大厦改建项目中先后进行了三轮不同方式的转

变，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BIM工作模式。

第一轮，2009~2010年是初级阶段，像很多团

队一样，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也是根据图纸进

行建模，发现问题提交给设计。

图3 基于BIM的运营管理图

图4光导协调

BIM技术作为重要的工

作方法和工作平台，与

协同设计、知识管理、

质量管理等工作一起作

为院技术管理的主要内

容，其优势不言而喻，

发展迅猛。BIM技术的

研发尤为重要，我院在

此方面的投入获得了市

场的认可，越来越多的

业主找到我们，是对我

们最大的鼓励。

— 徐浩

技术管理与发展中心主任助理  
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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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从2008年开始投入BIM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之后逐年加大力度。并通过与运

营行业的合作，共同研发基于BIM技术的全生命周期应用，目前已经初有成效。

在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实践中，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互相取长补短，积累了大量宝

贵经验和实践心得，为客户获得BIM最大价值奠定了基础。

— 耿跃云

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 

图片由现代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提供。

第二轮，由于世博的原因，申都大厦改建往后

延期了一些，而客户的需求与之前相比又有很

大变化，因此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第二次建模

时部分专业就在BIM模型中进行设计，把设计

好的模型再反馈到设计师。第二轮很多人员既

是专业设计人员，又是BIM工作人员，既参与

设计，又参与建模。

第三轮，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更大程度地发

挥了BIM模型的作用，多数时候都是在模型上

直接调整，很多方案验证都在模型上完成后出

图。与第一轮相比，第三轮产生了很多数据，

总结设计品质的提升及效率的提高，为日后的

管线布置合理程度和现场控制积累了大量经

验。例如，由于申都大厦改建项目是绿色三星

项目，上面要放光导的设备，屋顶上有梁，有

专业管线，在此之前，画图至少需要五个专

业人员，每人要花最少4个小时，总共20个小

时，而在BIM整合模型中，一个建筑师加上一

个BIM工作人员，可能只要1~2个小时就可共同

完成，设计效率显著提升。

此外，在申都大厦改建项目中，通过与咨询公司

的合作，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在第三轮建模时能

把很多运营的标准加进来，进一步指导建模、设

计，使得模型更好、更突出、更贴合运营的需求。

未来之路，BIM谁与争锋

目前行业内对BIM普遍达成共识：BIM是一项

非常有效的技术，不仅能应用于建筑项目，乃

至在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工程方面也应用广泛，

BIM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意义重大。现代设计集团华东院数字化建筑设

计研究中心副主任耿跃云表示：“我院从2008

年开始投入BIM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之后逐年

加大力度。并通过与运营行业的合作，共同研

发基于BIM技术的全生命周期应用，目前已经

初有成效。在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实践中，我们

克服重重困难，互相取长补短，积累了大量宝

贵经验和实践心得，为客户获得BIM最大价值

奠定了基础。” 

现在BIM的应用不仅仅在软件层面上，更多是

利用软件、BIM技术来提高现有的应用流程的

工作效率，完善多团队融合工作模式，促进交

流和实时总结。因此，面对越来越多的BIM应

用，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软件操作的熟练

度；另一方面，更多投入对设计模式和设计流

程的研发，使各方协同更高效，对团队成员进

行知识架构的重新梳理和培养，逐步培养一批

既懂软件、又懂专业知识的成员，使他们在项

目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图5成果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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