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Voyants Solutions Private Limited
解决方案
建筑和园区
地点
孟加拉国
项目目标
• 为孟加拉国 12 个智能 IT 园
区打造地标性设计，促进社
会、技术和经济发展。
• 克服参数限制和紧张的工期
要求，交付采用可持续概念
来设计原型的三维模型。
项目解决方案选择：
LumenRT、OpenBuildings™
Designer、OpenRoads™、
STAAD®

快讯
• Voyants 实施了协同的三维数
字化方法，以提供地标性的
通用的设计。
• 项目团队制定了一个基础设
施总体规划，以满足所有设
计和施工要求。
• S TA A D 和 O p e n B u i l d i n g s
Designer 有助于在较短工期
内优化概念设计和克服场地
限制。

ROI
• 在 Bentley 的开放式数字化
平台上工作，节省了 50% 的
设计时间，减少了 60% 的资
源，可实现 5 倍于初始投资
的投资回报。
• Bentley 的数据可互用软件实
现了 BIM 工作流的工业化，
从而及时交付高质量、一致
和可持续的设计。
• Voyants 的零碳设计解决方案
减少了现有环境危害的负面
影响，并优化了能效，可实
现完全可持续性。

Voyants 实施集成的数字化工作流，在 12 个区设
计可持续发展的 IT 园区
Bentley 的开放式建模软件帮助克服项目限制，实现 5 倍于初始
投资的投资回报
将孟加拉国发展成为 IT 热土
“数字孟加拉国 2020”政府计划旨在为该国打造世
界一流的通信和信息技术，其中一项内容是在 12 个
不同的区建立高科技 IT 园区。该项目是一项战略投
资，旨在发展智能和绿色园区，加大信息、技术和
通信领域的尖端研发。这些园区对本地和外国投资
者开放，是完全可持续的，园区内覆盖 Wi-Fi 信号，
采用全方位运营。Voyants Solutions 负责从项目原型
的概念设计到调试和客户交付的整个过程。
该项目总投资 1.93 亿美元，园区内要求将行人和车
辆交通分开，通过利用现有水道进行微气候培养，
采用自然能源，促进回收利用，致力于减少碳排放
量。此外，设计必须反映孟加拉国的传统价值观，
同时还要体现一流建筑的现代性和创新性，所有
12 个园区将打造为独特的设施，其设计风格应与
“数字孟加拉国”主题相融合。面对各个区的地
形、空间和气候差异，Voyants 需要集成的数字建模
解决方案，以便在设计参数受限、工期紧张的条件
下创建一个适合不同环境的地标性设计。

优化概念设计
基于项目从简原则，Voyants 使用 Bentley 灵活的建模
和分析软件设计了一个概念原型。由于参数固定，
在建筑区域中灵活性受限，而且工期紧张，项目团
队使用 OpenBuildings Designer 和 STAAD 来实现数据互
用性和开放式建模，同时自动化功能也有助于开发
地标性的设计概念。Voyants 提出了原型基于孟加拉
国国花睡莲的设计理念，采用曲线形的建筑结构，
并通过铺装的人行道、空中步道和广场，将特定区
域划分明确用途。花和叶子被设想为建筑物，而四
周的水被转化为连接建筑物的基础设施。这种结构
有助于创建协作式环境，其中包括灵活通行的内部
工作区、卫生设施、会议室、中庭和专用停车场以

及行人专用区。整个概念促进了空间的融合，包括
具备光线和建筑连接的程控式互动效果的室内和室
外区域。
所有 12 个场地必须在 30 天内通过每个项目场所的
二维草图完成概念设计，不显现任何场地边界或界
限。Voyants 测绘了 12 个场地以确定大致的边界，
并制作了数字测绘图，然后将其与 GIS 地图重叠，
以通过使用第三方软件开发的三维模型进行地理配
准。将模型导入 OpenBuildings Designer 和 STAAD 有助
于优化概念设计，可简化对非典型场地的复杂曲线
几何图形进行建模和可视化。Bentley 的集成软件助
力实现设计功能标准化，使团队可以重复利用主要
的建筑组件，并对其进行修改以满足不同建筑面积
的要求，然后在详图设计期间开发建筑物之间的人
行天桥。Bentley 软件与第三方技术的数据互用性有
助于自动实现设计创新，并帮助在 30 天期限内以数
字化方式交付统一的设计概念。Voyants 公司副总裁
兼建筑和项目管理主管 Swati Agarwal 表示：“（通
过使用 Bentley 技术），我们可以设计出具有自然艺
术和科技感的地标性园区，客户很满意。”

克服场地限制
审批后的概念设计必须进一步进行示意图和详图设
计，以便在所有设计专业中找到每个场地的解决方
案。这 12 个场地不仅占地面积在 3.5 至 10 英亩之
间不等，而且还受到不同气候和环境条件的影响。
这些场所位于三个不同地震带的积水地和荒地上，
每一个都存在岩土工程挑战和影响结构完整性方面
的问题。在概念设计期间建立数字化工作流后，项
目团队集成了 OpenRoads 进行数字地形建模，并将其
与参数化建模软件相结合，帮助在每个地点优化建
筑地基的放置。

“地标性设计通
过创新思维和创
新工具得以实
现。Bentley 软件
帮助将创意具体
化，生成建筑模
型，实现建筑可视
化。Bentley 真正在
推进基础设施的
发展。”
——Upendar Rao Kollu，
Voyants Solutions Private
Limited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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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D 可用于复杂框架和外墙的结构设计和分析。
利用该软件，可以在不同荷载和风区下进行模型
复制和评估，确保设施能够承受地震力。考虑到结
构的弯曲形状，项目团队决定应使用钢和钢筋混
凝土的混合框架来优化结构稳定性。为了使建筑外
墙在结构上可持续地适应多变的环境，Voyants 设
计了一个双层原型，带有内部隔热玻璃和外部垂
直百叶窗，可根据结构线形和气候进行调整。使
用 OpenBuildings Designer 可促进三维可视化以及所有
结构和建筑元素与机械、电气和管道的集成，从而
在所有 12 个场地实现创新和高效的设计。

开放式软件独具优势
使用 Bentley 的集成三维 BIM 软件优化了概念设计，
通过实现建模过程标准化和减少模型优化时间，适
应了不同场地的需求。Agarwal 解释说：“人行天桥
组件必须进行详细的开发和设计，否则，所有其他
构件都会是一样的。”Bentley 的开放建模平台有助
于简化复杂建筑形式的数据传输、变更和修改，并
支持多专业团队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跨 12 个场地同时
工作。在示意图设计期间，Voyants 需要缩小中庭，
在详图设计期间，他们必须拆除一层。使用三维模
型和 Bentley 的开放式软件加快了这些变更的处理速
度，以保证项目如期完成。
从启动到详图设计和招标的时间总共为 120 天，其
中只有 30 天用于概念设计，30 天用于示意图设
计，其余 60 天用于详图设计到招标完成。使用
STAAD 和 OpenBuildings Designer 可加速设计，简化了
钢筋连接细节的开发，并自动生成精确的工程图。
在数字化环境中工作简化了工作流，一个 8 人小组
能够在 15 天内完成示意图设计。五天内，由一人完
成复杂结构几何图形的分析和设计。借助精确的三
维模型和 LumenRT，团队在三到四天内创建了动画
三维渲染，为设计师、施工团队和客户提供了视觉
洞察，以便更好地理解设计意图和做出更明智的决
策。Bentley 的开放式数字化软件助力节省了 50% 的
设计时间，节省了 60% 的资源，实现了 5 倍于初始
投资的投资回报。该技术解决方案实现了项目交付
工业化，满足了 120 天的期限要求，而使用传统设
计方法需要 210 天。

数字化解决方案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性是设计的一个关键要素，因为园区需要
100% 的环保设施，可以被普遍使用。项目团队在
整个设计过程中使用了 Bentley 的数字化软件和建筑
能源建模，以符合自然环境的特征并将其融入设计
中，确保能源利用率。设计方案中保留了每个场地
的现有水体，以尽量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尽
量减少现有空间对邻近地区的负面影响。所有场地
均可通过公共交通轻松到达。为了提高热性能，玻
璃外墙将采用高性能建筑玻璃，带有可调节的叶片
和凸出的板，以最大程度地自然采光，同时降低热
增益。
利用 Bentley 的数据可互用设计和分析软件进行建
模和模拟，有助于光和热的产生以及空气循环，这
样可以使开放的办公室和中庭采光充足，走廊和公
共区域自然通风，只需要很少的机械通风。通过集
成光线、占用率和室内空气质量的数字化监控设
备，有助于根据占用率确定需要多少人工照明或通
风。数字水流量传感器有助于节约用水，而污水处
理设备则有助于收集雨水和回用水进行园艺作业和
冲洗。

三维 BIM 推动施工进度
利用 Bentley 的集成设计软件形成一致的方案，助力
在紧张的工期内实现高质量的三维交付。这些园区
在 12 个场地要同时开发为通用的地标性设计，施工
团队需要充分了解建筑师和设计师的愿景，以确保
无缝的工作流。在 BIM 模型中，Voyants 使用 LumenRT
和虚拟现实技术渲染三维动画和生成演示，帮助施
工团队对园区进行可视化并以数字化方式漫游园
区，以更好地理解设计意图。
今后，Voyants 将使用 SYNCHRO 将三维 BIM 模型与
施工进度联系起来，以进行监控和管理。通过利
用 SYNCHRO 推进 BIM，项目团队可以优化资源规划
和决策，帮助按时完成施工和提高盈利能力。由于
只有 24 个月的工期，Voyants 制定了施工监理日期，
并使用三维模型来帮助推动施工的进展。这些模型
将促进无缝的施工协作、执行和成本分析，优化施
工顺序和管理，以满足紧张的施工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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