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解决方案：
建筑
地点：
中国四川省攀枝花市
项目目标：
• 交付一座 24000 平方米的花瓣
形博物馆，该博物馆蕴含中
国攀枝花市三线建设的文化
和历史精神。
• 实施协同式三维建模方法，
以满足复杂的设计和紧张的
工期要求。
所使用的产品：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ProjectWise、Bentley Navigator

快讯
• SADI 实施了集成的三维建模方
法来设计耗资 3 亿元人民币的
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
•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和
ProjectWise 促进了协同式 BIM
流程，从而优化建筑性能、降
低风险，并在紧张的工期内最
大限度降低成本。
• 参数化建模促进了快速准确的
复杂截面设计。

ROI
• BIM 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信息移
动化和数据完整性，节省了设
计时间、审核时间和现场错误
处理时间。
• 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使用
BIM 有效地降低了攀枝花三线
建设博物馆的管理风险，并消
除了 80％ 的设计错误。
•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和
ProjectWise 为 SADI 和业主提供
了一种直观有效的沟通方法，
从而改进关键决策流程。

SADI 使用 BIM 进步技术简化重点文化设施的
设计
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和 ProjectWise 为攀枝花市首座博物馆缩短项目
时间并节省 100 万人民币的运营成本
对复杂的花瓣形设施进行概念设计
位于中国四川省、耗资 3 亿元人民币的攀枝花博物
馆是一座文化设施，目的是传承和弘扬中国早期三
线建设过程的精神。为了将该市首座博物馆打造成
为攀枝花周边建设的重点项目并满足其精神文化需
求，项目业主与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SADI) 签订
了委托合同。本项目设计概念源于攀枝花的花瓣，
这正符合攀枝花市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以花朵命名的
城市这一事实。此外，为各种建筑形式选取的三种
不同的外部装饰材料生动体现了三线建设的不同文
化时期。

借助智能三维模型，SADI 能够与项目的利益相关方
直观地进行沟通，帮助业主制定明智的决策并确保
达到项目标准。Bentley 应用程序提供的三维截面视
图带来了全部系统的生动设计理念和模块。在施工
阶段，现场工作人员使用移动终端来查看项目模型
信息，为团队管理工作流和控制成本提供了可靠且
准确的依据。在协同式 BIM 环境中工作，促进了信
息移动化并提高了效率，使所有项目参与者可基于
统一全面的三维数据模型讨论并解决潜在问题，大
幅缩短设计时间并减少错误。

这座五层的花瓣形设施占地 24000 平方米，设有展
览区、藏品库房、管理办公室、贵宾服务区、设备
区和辅助空间。为了满足亚热带山区 U 形区域的复
杂结构要求，需要确保建筑形式的准确定位，设计
高度差达 22 米的多样化空间，并且同步协调展览和
室内设计。所有这些都必须在规定的紧张工期内完
成。“整座博物馆的高度差超过 20 米... 因此结构复
杂的室内空间、不规则的外墙和紧张的工期安排都
为该项目带来了巨大的挑战。”SADI BIM 设计总监
张凯解释说。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和 ProjectWise
为 SADI 提供了集成 BIM 解决方案，用于设计到施工
的过程。

数据互用性和信息移动化
面对极短的施工时间、复杂的内部建筑空间和多面
外墙，项目团队决定在设计管理过程中部署 Bentley
BIM 进步技术。“BIM 技术的核心是三维协作。”张
凯表示。ProjectWise 为综合的数字三维模型提供了
互连的数据环境，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使各团队
能够将设计信息集成到建筑模型中。Bentley 软件的
数据互用性促进了各专业之间的信息交换，并确保
了在项目设计、施工阶段及时地进行收集、更新、
管理和数据应用。

这座耗资 3 亿元的建筑设有展览区、藏品库房、管理办
公室、贵宾服务区、设备区和辅助空间。

将 BIM 方法与 ProjectWise 进行协调，从结构设计和
计算到施工管理，全面优化了攀枝花博物馆的建造
管理。

“通过应用 Bentley 软
件，为大型公共建筑的
协同式设计提供了更加
高效便捷的方法。”
— 张凯，四川省建筑设计
研究院 BIM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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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化建模优化设计方案

BIM 方法实现最佳效果

SADI 使用参数化建模精确地确定最优的建筑、室内
空间、外墙和护墙的设计方案。张凯表示：“我们
研究了有关外立面的多种设计方案。考虑到设计规
范、房间功能、墙面建模和目测的窗户位置，我们
做到了建筑形体与功能的协调搭配。”

通过使用 Bentley 的数据互用软件集成多专业的设
计团队，SADI 按时、高质量地圆满完成了攀枝花三
线建设博物馆的设计。ProjectWise 作为设计团队、
施工人员和业主之间的通用数据环境，使团队能
够避免延迟和信息遗漏传递信息。AECOsim Building
Designer 的建模、分析、和可视化功能减少了项目资
源浪费，同时有助于提前完成项目。Bentley Navigator
识别了 100 多个碰撞点，使 SADI 能够及时修改，在
施工阶段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攀枝花的山区拥有充足的自然光照，因此窗户的面
积和位置以及五个花瓣顶部中心的辐条结构的直径，
直接影响建筑内部的亮度，并影响钢结构成本。通
过参数化建模，该团队分析了光照条件，在
4400mm、5500mm、6600mm 等多种开窗直径方案中
选择，达到既要满足博物馆项目对于采光要求，又
要满足成本控制要求。张凯表示：“我们最终选择
了 6600 毫米的直径方案。”

Bentley 技术的数据互用性使 SADI 能够应用集成的三
维建模方法，减少设计错误，提高设计深度，从而
使项目周期缩短；通过 ProjectWise 集成项目信息，
优化了设计方案、增强了结构设计、确保了准确计
算并促进了施工管理和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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