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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项目地址
中国，四川成都

应用软件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

Autodesk® Revit® Structure

Autodesk® Revit® MEP

Autodesk® AutoCAD®

Autodesk® Navisworks®

Autodesk® 3ds Max®

Autodesk® BIM 360™ Glue®

BIM的发展，不仅在技术上为本
项目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更大幅
提高了项目各阶段、各参与方的
工作、协同效率，为总承包项目
提供了良好的管理平台。

— 粟向民
 工程总承包事业部副总经理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图1 ICON·云端室外鸟瞰效果图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1950年在
“天府之国”四川省成都市成立，是中国同行业
中成立时间最早的大型甲级建筑设计院之一，隶
属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主营业
务范围包括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人防工程、市政
公用行业、智能化建筑系统工程的设计及咨询，

城市规划设计、室内外装饰设计、工程总承包及
项目管理、工程监理等。

建院60多年来，我院设计完成了近万项工程设计
任务，项目遍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全球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拥有独立涉外经营权并
参与众多国外设计任务经营的大型建筑设计院之
一。2004年以来连续被亚洲建筑师协会评为“中
国十大建筑设计公司”。并获得“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百强”企业称号。

作为中西部最大的建筑设计院和国家基本建设的
重要国有骨干企业，我院以“精心设计、服务社
会”为己任，坚持以繁荣建筑创作为宗旨，不断
完善创新设计理念，力创建筑设计精品，在工程
设计和科研方面获国家级、部级和省级以上优秀
奖近600项，并取得了国家优秀设计金质奖5项、

银质奖4项、铜质奖5项的创优佳绩。60多年的设
计耕耘，我院在博览文化建筑、体育建筑、医疗
建筑、教育建筑、旅游建筑、居住建筑以及空间
结构等设计领域具有独特的设计优势，而严格、

规范的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管理更使我院的设
计质量为业界广泛认同。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系中建
八局有限公司下属的直营公司之一，经营范围涉
及大型公建、体育场馆、机场、城市综合体、基

天府地标，翱翔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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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等各个领域，具有集土建、安装、装饰一
体化的总承包经营管理能力。同时，逐步发展
EPC、“定制建造”等融投资带动总承包业务。 
  
公司以局总部为依托，以川渝、北京、两湖为重
点，集丰富的管理经验、扎实的专业技术与追求
卓越的服务理念，承建了一系列具有社会影响力
的工程。公司秉承“服务业主、奉献社会”的经
营宗旨，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成立
以来共荣获5项鲁班奖、7项国家优质工程奖、4
项詹天佑奖、国家AA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6
项、省部级优质工程、全国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
理成果一等奖，全国实施用户满意工程、奥运工
程建设劳动竞赛优秀科技成果、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首都劳动奖状、先进企事业单位、用户满意
企业、省市优质工程40余项，连年被评为当地
（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地区建筑业企业AAA
级信誉企业、省、市级文明单位。2009-2010
年、2010-2011年被四川省建筑业协会评为先进
企业。 

项目概况
ICON云端项目位于成都高新南区南端，与华阳
交界处，天府软件园二期南侧，西临天府大道，

东、南临河，北临天府软件园二期，地理位置优
越，由一栋高端商业、办公、酒店综合体（云端
塔），位于云端塔东南侧的天府音乐厅及多功能
小剧场，和一栋住宅组成。

BIM技术在设计阶段应以建筑
物功能分析为主；在施工图阶
段以图纸校核、深化设计为重
点；在施工阶段以辅助技术生
产管理、安全质量管理、现场
施工指导为核心。       

— 张琴
 技术与信息中心经理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西南分公司

项目工程总投资 1 8亿，总建设用地面积约
32786.38m2，总建筑面积约21.3万m2。项目于
2012年11月开工，预计竣工日期为2016年6月。

项目采用BIM的原因
ICON云端项目建筑形态众多，功能复杂，多系
统交叉配置，设计及施工难度大，采用的是EPC
总承包模式。为了合理利用资源，节约成本，实
现每一个环节上的成本控制，实现利润的增值，

将BIM技术应用贯穿于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全
过程。

BIM在本项目中的典型应用
1. 三维协同设计

本项目利用Autodesk Revit系列设计软件，在
设计阶段充分协调各专业，完成了洞口预留预
埋、碰撞检测、净高控制、管线综合出图及交
底等应用。

在云端01，03，04子项中，经B IM软件校正
后，新增洞口172个，调整40个，减少2个，共
计214个，通过与设计、施工的交底，减少了相
应的开洞费用，也节省了工期，使项目施工整
体衔接流畅。

根据各专业现有的各专业二维成果进行建筑信息
模型创建，BIM团队通过三维可视化先检查项目
机电、土建模型之间的硬碰撞问题，再辅以相关
软件软碰撞检查功能检查各专业间的软碰撞问
题，从而进行调整与修正。

图2 节段劲性骨架碰撞检测

净高控制为本项目中业主最关注，也是BIM应用
最成熟、最有价值的应用点。BIM团队与土建设
计团队、装饰装修设计团队、机电设计团队共同
就项目的各区域净高进行了严格核查与控制，对
净高不满足要求的位置进行专项讨论、实时商定
修改方案。

云端塔6-29F中，楼层高度3.9m，梁底高度为
3.05m，而业主方要求管底高度为2.8m。因此可
容许走管的高度仅为250mm。在这个艰巨的问
题面前，团队利用BIM技术，与机电各专业设计
师全力协作，充分利用次梁梁空高度，同时尽量
保证通道处主管不交叉，历经多次方案调整和配
合，最终顺利完成目标。

BIM软件出图迅速、准确，在本项目中已完成管
线综合参考图纸128余份，涵盖土建、机电所有
专业，为最新的图纸升版和现场施工及协调提供
了依据。

 

图3 各专业管线综合参考图纸

2. 音乐厅声学分析

ICON云端项目将BIM模型导入到声学分析软件
中，对音乐厅的声场环境进行模拟分析，从而获
知音乐厅的早期衰变时间、混响时间、清晰度、

强度指数、早期侧向能量因子以及语言传输指数
等声学参数，根据声学分析报告来调整音乐厅的
设计方案，最后调整、优化装饰装修方案，达到
最优的听觉效果。



客户成功案例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图4 音乐厅声学分析报告（部分）

3. 音乐厅座位视点、视线分析

观演类建筑尤为关键的一点是观众座位的视线
分析，在云端音乐厅中，我们通过BIM技术，利用
Autodesk 3ds Max软件，可以切实模拟剧场内不
同位置、不同区域的座椅面对舞台的视线效果，根
据分析模拟结果，优化座位布置。真实的观感效
果可以让观看者无需亲临现场即可获得360度身
临其境的感受。此外，在后期的运营阶段，该分析
结果为业主制定票价分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BIM技术加强了总包方对施工
现场的管控能力，让我们在进
度、成本等方面都有了更精准
的把控，且可以有效解决施工
重难点的问题，降低了项目的
不确定性。       

— 赵亚军
 总工程师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西南分公司

图6 云端玻璃幕墙分布情况

图7 幕墙埋件方案对比结论

5. 施工指导及现场产品检验

云端项目从2013年5月份开始应用BIM技术至今，

为现场施工提供三维大样90余次，复核现场提出
的问题30余次，参加总包方设计例会3次，提供现
场服务11次，在推动整个项目进程的过程中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协助设计、配合施工方在施工前解
决了大量的难题，对加快日后安装施工进度 、控
制施工质量、节约施工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施工阶段，利用Autodesk BIM 360 Glue帮助施
工现场管理人员在移动设备上随时随地查看三
维、二维施工图纸，使用多点触控功能来缩放、

平移和旋转图形，查看图形构建细节、构件尺
寸、标高，协助现场作业指导，大大提高了现场
施工的效率、准确性。

   

图8施工指导及现场产品检验

6. 施工进度模拟

项目采用Autodesk Navisworks模型整合平台与
Microsoft Project等进度计划软件关联，实现动态
可调整的4D模拟施工，形象地演示施工进度和各
专业之间的协调关系；并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将4D
模拟施工与现场施工进度进行对比。

   

图5 视点视线分析三维模拟图

4. 幕墙埋件技术方案比选

本项目采用工字钢梁+钢筋桁架楼层板，结构受力
复杂，传统平板埋件和后置化学锚栓的方式均无
法满足设计的需要。项目部集合专家的意见，拟定
出三种基本可行的设计方案，采用BIM技术对各方
案进行快速、直观的模拟，整合设计、施工工艺、

成本比对、风险分析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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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施工进度模拟与实际进度比对图

7. 施工工艺模拟

对于重难点施工工艺，使用BIM 模型予以详细深
化模拟展示，为现场施工工作做出良好的示范、

引导作用，便于施工人员直观、深入了解施工工
艺，提高施工管理人员指导作业的效率，确保工
程质量和进度。

在设计阶段，通过BIM进行三维
协同设计，可让各专业之间的
沟通更为直观、彻底、高效，

让设计成果更为准确。       

— 徐慧
 副总建筑师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图10 音乐厅静压箱定性木模板施工工艺模拟

图11 钢结构滑移安装工艺模拟

总结
云端项目通过应用BIM技术，整合各专业内容融
入BIM模型，各参建方通过统一的管理平台实现
BIM模型及信息共享，总包、设计、施工、监理
及各专业分包商共享资源、及时沟通，实现了各
参与方的高效协同，取得了众多的效益，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实现了各专业的信息共享，构建了良好的管
理沟通平台； 

（2）优化了劳动力配置、材料设备进场、成本控
制、施工方案管理，提高了管理效率，节约了社
会资源； 

（3）加快了工程建造速度，从而使项目不同环
节的各个参与方都能获益，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及
潜力； 

（4）为绿色环保低碳施工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信息
支持。

BIM需要项目各方的通力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效
益，云端项目的EPC模式与BIM协同的理念不谋而
合，在设计、采购、施工、运营方面对BIM进行
了广且深的应用，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图12 钢结构滑移安装现场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