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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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组织：
Building Studio Architects
地点：
澳大利亚悉尼
业务目标：
• 使 3D 设计能力成为高效 BIM
交付流程的一部分
• 建立一个便于轻松管理和获
取项目文件的单一文档管理
和协同解决方案

Building Studio 使用 Bentley 软件交付卓越的
大型项目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可在确保设计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提高
工作效率
助力设计人员更智能、更快速地完成工作

• 通过简化设计信息流来提高
运营效率

Building Studio 首席执行官 Gerard Outram 于 2007 年创办
该企业时，便把这一点作为其未来的愿景。“作为
初创企业的负责人，我明白三维环境是未来的流行
趋势，Bentley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帮助 Building
Studio 实现我们的愿景。

所使用的产品：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ProjectWise

“后来，我们用上了 Bentley 新版的三维设计软件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对我们的业务发展大有帮助。”

• 最大程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并
帮助设计团队实现虚拟协作

快讯
• Building Studio 采用 BIM 工作
流，在确保设计质量的同时
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
•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帮助
Building Studio 提升工作效率
并赢取更大规模且更具挑战
的项目
• ProjectWise 帮助设计人员与
第三方资源和客户进行更紧
密的协作，以快速、安全的
方式共享数据

ROI
• 让使用 BIM 工作流和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的小型团队
能够设计出与大型设计团队
一样出色的成果
•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的数
据互用性和轻松的数据交换
功能使团队可以有效与承包
商和顾问开展协作
• 利用精确的模型、协调一致
的工程图表和详细的组件数
量明细功能减少施工错误

Building Studio 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使用 Bentley
软件为企业、机构和政府客户设计和交付复杂的建
筑。该公司以提供经过严格测试的创新解决方案而
著称，可满足每一位客户的独特需求和愿望。截至
目前，该公司已有 20 位员工使用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最近还使用 ProjectWise）对超过 90,000 平
方米的建筑进行了设计、文档制作和建造。

在工作效率和创新方
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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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Outram 还考虑了其他因素，例如产品在技术上的
工作原理以及总体拥有成本。“我非常喜欢 Bentley
产品中内置的联合数据模型。”他解释说。“施工
项目包含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对 IT 系统构成了巨
大的挑战。我知道在我开始创业时，我无法投资购
买所需的重型服务器，以达到使用基于单一数据库
的软件所需要的性能级别。Bentley 的联合模型提供
了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的企业得以运转并
随我们的业务不断扩展。”
他还了解到，Bentley 提供了最复杂的三维建模功能
和可视化工具。“不夸张地讲，我们几乎能为任何
东西建模，而且不受软件的任何限制。”Outram 指
出。“同时，我们还能快速说出针对各种设计视图
的 10 种或 20 种不同的渲染 — 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客
户了解设计并感觉他们参与到设计过程中的高质量
图片。”若是没有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Building
Studio 将需要动用单独的团队来创建二维工程图、三
维模型以及最后的渲染，
该过程对劳动力资源的消
耗极大。

Outram 深知 Bentley 平台
的价值，12 年来一直使
在更大、更复杂的项
用该平台以及多款其他厂
目上进行协作
商的产品，丰富的经验为
由于在企业内部全面采用
两者的对比提供了可靠的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依据。“Bentley 的三维软
Building Studio 加快了工作
件可帮助我们加速创新并
效率，并且赢得了年轻
实现极高的生产力。凭借
企业难以完成的更具挑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的
战性的超大型项目。例
BIM 工作流，我们还能以
如，Building Studio 赢得的
创新的方式探索各种设
其中一个项目是悉尼某大
“Lantern Building”（灯笼大厦）位于墨尔本港区步
计机会，使我们能实现
行商业区入口处的柯林斯街，大厦的墙面设计别具
学的研究中心。“澳大利
与文档制作工作流的无
一格，成为该地区的地标性建筑。
亚最大的一级承包商找到
缝集成。在考虑不同工
了我们，要求重新设计
具给我个人带来的效率时，我发现 AECOsim Building
45,000 平方米的生物研究大楼。”Outram 表示。
Designer 的效果始终更胜一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
“我们使用 Bentley 软件对这栋大楼的每一处空间及
说，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毫无疑问是我希望部署
特征都进行了建模，并创建了平面图和图像，使校
的设计软件。”
方确信我们的备选提议从长远来看是最好的方式。

“不夸张地讲，我
们几乎能设计任何
东西并进行建模，
而且不受软件的
任何限制。”
— Gerard Outram，
Building Studio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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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功解决了造成成本升高的建筑和技术方面的
难题，在预算之内完成了设计并交付了三维文档，
论证了这一点。我们最终赢得了合同。“尽管我们
的公司规模较小，但是利用 Bentley 的平台，我们能
够制作出与大公司数量相当的文档，并在与这些公
司的竞争中取得成功。”
在很多情况下，Building Studio 项目需要大型承包商
和其他第三方参与协作。Outram 表示：“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协作，因为我
们可以轻松导入第三方设计文件并将它们转换成可
读取的格式。通过 IFC 导出界面，还可以轻松导出
到其他平台。“

因此，Outram 决定使用 ProjectWise 让工作更加智能
化。“我们之所以部署 ProjectWise，是因为它能以
不同方式处理数据文件。”他解释说。“它能将文
件缓存在本地工作站，大大提高工程图的加载和打
开速度。”例如，文件打开时间从 3 分钟缩短为
30 秒。每位设计师每天打开文件数百次，节省出来
的两到三个小时可以用在工作上。另一种方式 — 确
保 BIM 模型为轻量级，需要运营两个设计团队：其
中一支团队创建 BIM 模型，另一支团队通过传统二
维流程创建工程图表。但这意味着同时也失去了 BIM
的生产力和设计协调优势。我希望确保我们实现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提供的 BIM 的全部优势。”

提升质量和效率

将协作提升到新的高度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还能在设计质量和效率上带
来预期的提升。“根据我之前的经验，使用二维方
法完成 7,500 平方米建筑的设计和文档制作，通常需
要两三个人，”Outram 解释说。“但是当我们使用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第一次接手这种规模的项
目时，一个人花了六个星期就完成了成熟的设计。
在施工文档制作过程中，工作效率的提升也非常巨
大，而且一直持续。”

ProjectWise 提供的内部生产力提升仅仅是 Building
Studio 的开始。“我们希望将 ProjectWise 打造成为未
来的信息中枢，促进在云中与第三方资源和客户之
间的协作，从而帮助 Building Studio 发展壮大。凭借
ProjectWise，设计师实际创建的工程图可以存储在云
中以方便协作。同时，我们可以让客户、承包商和
其他利益相关方以安全、高度受控的方式访问工程
图，而无需将文件重新发布到其他系统。”Outram
表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和精力。
ProjectWise 中内置的工作流使我们能够控制信息的
查看权限、查看方式和使用方式。对我们来说，与
使用较为传统的信息共享流程的公司相比，这是一
个巨大的竞争优势。”

由于团队能创建出高质量的 BIM 模型，Building
Studio 在现场发生的错误也大幅减少。Outram 解释
说：”通过利用我们的模型细致入微地完成工作，
我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可以带更少的人员。”例如，
“Lantern Building”（灯笼大厦）项目，对将近 150 年
的历史建筑进行加盖和修缮，需要安装八米高的悬
挂式玻璃幕墙。承包商进行精确的勘测后，设计团
队对这座历史建筑、玻璃以及所有的支撑钢结构进
行了建模，结构公差小于 20 毫米。这些部件均在
别处制造、交付和安装，没有任何切口和误差。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使我们能够为项目中这一
高风险的部分建模，并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
Outram 表示。

促进良性循环
由于项目具备绝佳的设计以及出众的速度、质量和
创新，Building Studio 赢得了坚实卓著的声誉。“我
们收获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对此我们深感自豪。无
论是员工、承包商还是支持顾问都很满意。Bentley
提供的高效 BIM 解决方案实际上已成为我们一切工
作的基础。”Outram 表示。

使用 ProjectWise 智慧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Building Studio 接手的项目日益复
杂，对这些项目所做的建模也更加精细。“这对我
们的设计和文档制作的质量具有巨大的优势，但在
特定的时候，我们达到了硬件的性能极限。”Outram
解释说。“我购买了速度最快的服务器、网络交换
机、带有固态磁盘的游戏工作站、高速 RAM 和图形
卡，全部用上了 Intel 的顶级规格。然而，我们的模
型极其复杂，虽然这对我们和我们的客户非常有
用，但却减缓了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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