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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趋势来看，BIM
是一个最终所有人都要
接受的工具。原因很简
单，这个工具有那么多
优点，只要设备满足了
运行的要求，慢慢地所
有相关人员都会学习介
入。不学的人终将会因
为落后而被淘汰。

— 葛军
总经理助理
民用工程中心主任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BIM引领建筑设计行业不
断开拓创新

自古以来，全球各国家的著名城市都因为地标
性建筑物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一
些旅游性城市，在扬名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个旅
游景点。而如今，很多城市在设计新建筑物
时，也都希望以地标性建筑为设计目标。

在“杭州之门”设计前，业主就提出建成之后
的建筑物要成为杭州城北新天地的新地标。

“杭州之门”整体显示为H型的立体形态，希
望用一个抽象的符号语言能够折射出杭州的文
化精髓，一方面隐喻是杭州的房子，另一方面
是隐喻着门，意思是向全世界朋友敞开，欢迎
全世界朋友来杭州做客。

经过一番角逐，最终“杭州之门”由中国联合
工程公司设计，而最终提交的设计结果也让业
主方非常满意。目前，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在国
内外设计界享有盛誉。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曾经
被美国一家杂志评为《全球225家最大国际承包
商》前50强，而且还入选“全球200强工程咨
询设计企业”前100强设计公司。

但是，“杭州之门”的设计绝非易事，中国
联合工程公司动用了自己熟练掌握的先进利
器——BIM，这让中国联合工程公司非常有信
心完成“杭州之门”的项目设计。

“杭州之门”透视图-夜景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是以原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为核心，联合机械工业第三设计研究院、机
械工业第十一设计研究院（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国家甲
级勘察设计单位组建的大型科技型工程公司，隶属于中央大型企业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
司，总部设在杭州。

作为我国最早组建的国家大型综合性设计单位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纵横驰骋和市场竞争的风雨
磨砺，公司服务领域早已从单一的机械行业扩展到建筑、电力等二十多个行业。服务方式也从工
程设计向前后延伸到工程咨询、勘察、规划、建设监理、项目管理、建筑施工、采购、试车和工
程总承包等。近年来，公司为有效应对入世挑战，适应我国勘察设计业改革与发展新形势，不断
调整业务结构，在继续做精做强设计咨询业务的同时，积极开拓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大
力提高EPC能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杭州之门”项目BIM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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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应用时机已成熟

说到BIM，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经理助理、民
用工程中心主任葛军表示，他从五年前已经开
始研究BIM，但是正式在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内
部推广应用还是2011年的事情。原因在于，葛
军觉得不管是计算机速度还是BIM的配套的软
件都不能满足BIM应用的需求，大范围的推广
应用的时机并不成熟。五年来，葛军奔波于北
京、上海、杭州等地方去学习和研究其他一些
研究院在BIM领域所采用的软件和解决方案。

2011年，葛军觉得正式应用BIM的时机成熟
了，一方面BIM相关配套的软件已经具备，而
且计算机的速度也确实能满足软件运行的要
求。葛军觉得BIM正慢慢开始走上成熟，这对
于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来说是一个发展的机遇。

所以，中国联合工程公司从2011年开始逐步普
及BIM应用。

BIM照耀下的“杭州之门”

“杭州之门”项目从开始设计到完成整个项目
历时半年左右，开发商提出，要求建筑的使用
面积能够最大化，使其能最大限度的使建筑面
积做到极致，这就产生了信息量过大的难题。

如果不是BIM，在初步设计阶段帮助做分析，

对整个建筑设计进行优化和指导，“杭州之
门”项目很难在半年的时间完成设计。目前，

“杭州之门”项目仍未完工，仍处于施工图设
计阶段。

我们看到“杭州之门”恪守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的设计理念。当前，世界各种资源都日益匮
乏，环境也在日益恶化。设计过程中，工程师
不仅要考虑业主方提出的要使设计坚固、美观
实用等，同时也要做到环保、节能和可持续发
展。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第一建筑工程设计研究
院建筑设计师朱治远列举了在“杭州之门”项
目中采取了一系列环保和可持续的措施来落实
这一理念。如，在“杭州之门”项目使用较多
的光伏太阳能系统、地下室的光导系统、屋顶
雨水收集系统、循环利用系统、地源日泵的系
统等具有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在“杭州之门”项目设计的初级阶段，建筑师
就已经利用欧特克的BIM软件对建筑的一些性
能进行优化分析，包括建筑所在地区的气象分
析、用地的日照分析等。在有了造型之后，再
根据实际的造型进行风环境的分析，以及进入
热辐射分析，分析结束之后再进行数据收集。

一方面，方便建筑师对环境的充分了解和认
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建筑设计师针对建筑个
案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本身的建筑性能。例
如，设计过程中对建筑周边一年的日照数据和
一整天的日照数据进行收集，使建筑师更清楚
地了解和认识需要在哪些部位采取采光遮阳系
统，哪些部位的日照是不足的，需要用什么样
的措施和手段来改善这种不足的日照。

为此，建筑师对“杭州之门”项目的H造型进
行了风环境的模拟分析。分析数据表明：夏季

未来，BIM不仅会全员
普及，而且还将对设计
行业的上下游进行延
伸，包括项目前期的咨
询和后期施工等服务。

— 徐磊
第一建筑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杭州之门”透视图

册子-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市场版.indd   2 12-11-1   上午11:59



欧特克BIM软件能够轻
松做到一处修改处处
修改。

—朱治远
建筑设计师
第一建筑工程设计研究院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南北风压的压强差是2帕，非常有利于自然通
风，可以大大减少住户对空调的使用量，达到
一种绿色和节能设计的效果；而冬季压强差是8

帕左右，虽然有利于室内通风环境，但是还是
要采取一些密闭的保温措施来阻隔风压对建筑
带来的影响。

可以说，欧特克BIM软件的应用贯穿在整个“杭
州之门”项目设计之中。BIM不仅在建筑结构等
三个专业的建模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还
在性能优化分析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
此，“杭州之门”项目获得了2012年BIM设计大赛
最佳BIM绿色分析应用奖的二等奖。

欧特克BIM软件的优势

在“杭州之门”的整个项目设计阶段，中国联
合工程公司采用了多种欧特克的BIM软件。那
么在整个应用过程中这些软件与其他的软件相
比有何优势呢？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建筑工程设计研究院暖通工
程师胡俊文指出，在“杭州之门”项目中做绿
色分析时，他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欧特克BIM软
件与其他产品的差异。“欧特克把绿色分析软
件集成到BIM中，在BIM模型的基础上应用软件
直接进行分析，这是其他软件做不到的。即使
其他厂商的BIM软件在建筑建模的细节上有优
势，在绿色分析上根本达不到Autodesk Revit的
效果。” 胡俊文如是说。

而让朱治远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欧特克BIM软
件的修改功能。众所周知，BIM软件属于全信
息的三维设计软件，设计表达不仅仅是抽象的
二维符号语言的表达，也是比较具像的，任何
一个构建、族库都是赋予相关信息的，一处修
改就会牵动其他地方的变化。欧特克BIM软件
能够轻松做到一处修改处处修改。

朱治远举了一个“杭州之门”项目中的例子，

在进行净高分析时，业主对建筑总高度限制在
60米以内，但是业主又对容积率有严格的控
制，这就迫使设计团队要在层高上做文章。在
设计的优化过程中，对建筑内部层高净高的最
不利点进行分析，把建筑结构模型图纸放在一
起进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欧特克BIM软件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让设计师可以更直观、可
视化的找到不利点，并且优化了处理方案。

为了能够进一步加强与欧特克的合作，中国联
合工程公司与欧特克还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
录。葛军对此表示，“与欧特克签署战略合作
备忘录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更是
为了双方互补。”葛军研究BIM多年，他坚持认
为，三维软件应该是通用的绘图软件，服务于
不同行业，BIM要想普及，还得整个行业一起努
力，整理出来一些通用的模板和管理体系等，

而现在国内各设计院各自为战，不利于BIM的应
用和快速发展。

“杭州之门”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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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之门”内庭透视图

BIM未来的发展趋势

对于BIM的未来，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第一建筑
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徐磊看得更远。他认为，

未来，BIM不仅会全员普及，而且还将对设计
行业的上下游进行延伸，包括项目前期的咨询
和后期施工等服务。为了让设计后期的BIM应
用更容易理解，他们给BIM另取名字叫“数据
建筑”，这个名字让施工企业都听得懂。

而专业从事暖通的工程师胡俊文对BIM提出
四点期待。第一是软件工具的继续完善，他
指出软件工具就好比一把枪，设计师在换枪
的过程中希望其越来越完善，而软件工具的
完善过程也是越快越好。第二是行业的大力
推动，鼓励很多学生在校学习阶段就开始学
习BIM软件，例如Autodesk Revit软件。第三
是对整个设备行业的影响，现在很多设备厂
商为了其产品将来实现BIM应用(如Autodesk

Revit)，必须坚持做与之相匹配的“族”，而
且会越来越完善。第四是行业标准的完善，

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讲，非常期待国标或者行
业标准的完善，这样会更能推动三维应用的
发展。

如今的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正在与国外先进的
BIM软件接轨，接轨的环节包括前期的调研、

欧特克公司把很多绿色分析软件集成进来，我们在做绿色分析时，在BIM模型的基础
上应用AutoCAD的软件直接进行分析，这是其他软件做不到的。

—胡俊文
第一建筑工程设计研究院暖通工程师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图片由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提供。

策划设计、施工等。这样做一方面对一些工程
全过程的应用特别有益，另外因为差错率低得
多，所以对总包的单位也非常受益。

葛军认为，BIM的全员普及需要一个过渡期，

但是，这只是一个使用习惯的问题。从发展趋
势来看，BIM是一个最终所有人都要接受的工

具。原因很简单，这个工具有那么多优点，只
要设备满足了运行的要求，慢慢地所有相关人
员都会学习介入，不学的人终将会因为落后而
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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