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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项目介绍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

司（CSADI），始建于1952年，是中

国最早成立的六大综合性建筑设计院

之一，是“全国勘察设计行业百强企

业” 和“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百家名

院”，2012年，被美国《工程新闻纪

录》(ENR) 评为“中国承包商和工程

设计企业双60强”。近七十年来，中

南建筑设计院一贯致力于技术创新和

设计创意，逐步形成了“创新创意、

至诚至精”的核心理念和“服务中

国、走向全球”发展愿景，以造就一

流人才、创造一流作品、提供一流服

务为己任，为推进中国建筑技术的发

展、建设美丽中国而不懈努力。

公司介绍：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CSADI)

3名国家级勘察设计大师

国家最早组建的六大区
综合性建筑设计院之一

600余项工程获国家、部、
省级优秀设计奖和科技进步奖

创建于1952年，68年历史

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500余名

先后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及世界27多个国家、地区

完成了15000余项工程设计 15000+
1500+
60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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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

球，从1月24日晚（除夕夜）开始，

中南建筑设计院牵头完成抗“疫”项

目设计38个，项目覆盖武汉三镇，

兼顾省内外其他地区。

其中，新建大型应急医院1座

（雷神山医院），改造医院14个，

方舱医院21个，方舱医院EPC2个，

共计助力产生3万余张床位。

1项
新建应急医院

21项
方舱医院

14项
医院改造

2项
专项EPC

战“疫”中的中南院



战“疫”中的中南院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

平总书记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南建

筑设计院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



项目介绍：科学选址

武汉雷神山医院选址于武汉市南

部江夏区，远离人口密集的主城区。

用地东侧紧临城市主干道黄家湖

大道，交通方便，有利于人员物资快

速到达转运，周边市政设施很完备，

最重要的是场所周边无人生活居住。



项目介绍：功能与规模

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用地面积约

22万㎡ ，总建筑面积约7.99万㎡ ，

整体规划按照最高标准的传染病医院

设计，是一个专为收集新冠病毒肺炎

重症、危重症患者建造的全国最大规

模的抗疫应急医院。

嘉里建设广场二期
雷神山医院鸟瞰模型图 雷神山医院鸟瞰实景照片

雷神山医院功能图 雷神山医院总平面图

医护生活区 隔离医疗区



项目介绍：功能与规模

嘉里建设广场二期

隔离病区

ICU

CT+手术室+影像科

污染品暂存库

根据用地情况将东、西两区分别规

划为隔离医疗区和医护生活区，并配

备有相关运维用房，病床总床位数为

1500 床，可容纳医护人员约2300

人。

检验科

污水处理站

污水消毒间

垃圾焚烧

负压电房

液氧站

正压电房

微波消毒

专家楼

消防站

医护生活楼

清洁用品库

后勤保障楼



雷驰荆楚 术济苍生

标准化

模块化

装配式

从设计到建成

12个

昼夜的全力奋战，雷神山医院于2月6日顺利开展验收工作

建筑面积 7.99万 平方

集装箱总计进场 3000 余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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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应用策划



项目重难点分析

雷神山医院的设计重难点主要有

四个，一是传染病医院系统复杂，二

是要能快速建成投入使用，三是要防

止对环境造成污染，四是要避免医护

人员感染，BIM技术的应用也应围绕

上述四个项目难点展开。

2、快速建成

3、防止污染环境 4、避免医护人员感染

1、医疗建筑系统复杂



实施标准

雷神山医院作为突发事件的应急

项目，中南院和中建三局迅速组建

BIM团队，助力其快速建设。双方各

自依据企业BIM实施标准，统一项目

BIM应用标准。

嘉里建设广场二期

施工方BIM标准设计方BIM标准 项目BIM标准



技术路线

流线漫游 装配式设计流线设计

室外污染物扩散模拟
病房气流组织和
污染物扩散模拟

机电设计、管线综合

云建模、云渲染 钢结构深化设计 施工总平面布置优化 室外管网优化 贝雷架基础优化

施工模拟研发环境检测平台

研发建模插件 标准化设计

施工智能管理装配式施工

数字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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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BIM应用



BIM模型——数字孪生医院

数字孪生是现实世界的实体在虚

拟数字世界的镜像，不仅能对现实实

体虚拟再现，还能模拟其在现实环境

中的行为。武汉雷神山医院作为政府

投资的公共服务类项目，更加关注建

筑在全生命周期内使用的效率、成本

和能源消耗。
整体鸟瞰模型渲染图

隔离病区模型渲染图 病患通道模型渲染图

负压病房模型渲染图



BIM模型——数字孪生医院

数字孪生是现实世界的实体在虚

拟数字世界的镜像，不仅能对现实实

体虚拟再现，还能模拟其在现实环境

中的行为。武汉雷神山医院作为政府

投资的公共服务类项目，更加关注建

筑在全生命周期内使用的效率、成本

和能源消耗。
整体鸟瞰模型渲染图 负压检验室模型渲染图

手术室模型渲染图 复苏室模型渲染图



BIM模型——三区两通道

隔离医疗区的三区指：清洁区、

半污染区、污染区，两通道指：医护

通道、病患通道。护理单元模块由医

护区和隔离病区组成，隔离医疗区分

为南北两区，共有30个护理单元模

块。

护理单元模块

护理单元模块剖切

隔离医疗区北区

洁净通道

半污染通道

更衣消毒室 缓 冲 室

医护通道

病患通道



BIM模型——医护流线漫游

基于BIM模型制作护理单元模块

的医护流线漫游动画。

清洁区——卫生通过——半污染

区——缓冲区——医护走道——缓

冲区——负压病房（污染区）——

缓 冲 区 —— 医 护 走 道 —— 卫 生 通

过——缓冲区——半污染区——卫

生通过——清洁区



BIM模型——医技区解析

医技区包括负压ICU重症监护

区、急救手术室、检验室等功能区

域。其中一期（北区）医技A、B区

设有负压ICU 28床860㎡，负压手

术区200㎡，负压检验室328㎡，

CT区196㎡，超声、心电室；二期

（南区）医技D区设有负压ICU 33

床915㎡，均设有相应辅助用房。

医技A、B区

负压ICU重症监护区

负压手术区

负压检验室

CT区

隔离医疗区北区



BIM模型——医技区解析

负压ICU区模型渲染图

负压ICU区模型

医技A区ICU区设有两个独立的

ICU单元，每个单元设置14张床位，

病人通过病人缓冲间进出ICU区域，

污物通过专用的污洗清洗间就地打包

后运出ICU，医护人员经医护缓冲通

道进入ICU大厅，出ICU区域的医护

人员先脱防护服，再脱隔离服后出

ICU。

在ICU区还设置了治疗室、设备

间、纤支镜清洗消毒等相应的洁净辅

助用房。

负压ICU区实景照片

病人出入口

医护出入口

排风出口

新风入口

排风出口



BIM模型——医技区解析

负压检验室模型渲染图

负压检验室模型

负压检验室约330㎡，由医护

缓冲和检验大厅组成，检验标本通

过标本接收经传递窗进入检验区，

工作人员通过不同的缓冲更衣进出

工作区域，污物、废弃物等经高温

高压消毒后打包运出。

负压检验室实景照片



BIM模型——医技区解析

复苏室模型渲染图负压手术区模型

负压手术区约200㎡，设有一间负

压手术室、2床复苏室及相应辅助用房

，患者由单独的出入口通过缓冲前室进

入手术室，手术结束经苏醒后返回病房

，医护人员更衣后在医护缓冲前室刷手

后进入手术室，术后通过专用的医护缓

冲前室刷手后返回，术后污物通过专用

的污物通道经清洗打包后运出手术部。 手术室模型渲染图

病人出入口

医护出入口



病区

病区

◆ 隔离医疗区病区和非病区分别设置两路独立给水管网

脚踏式冲洗阀

感应式冲洗阀

隔离医疗区北区给排水模型

给水：

隔离医疗区病区和非病区分别设

置两路独立给水管网；医护人员使用

的洗手盆，以及细菌检验科设置的洗

涤池、化验盆，公共卫生间洗手盆采

用感应式水龙头，医护生活区、隔离

医疗区医生卫生间采用蹲便器，蹲便

器采用脚踏式冲洗阀

排水：

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排水

严格划分，防止医患之间的交叉感

染。设存水弯及通气管保证水封效果

BIM模型——室外管网

独立式电热水器



BIM模型——医技区解析

污水处理设备污水处理站模型

雷神山医院污水处理流程图

污水处理工艺：

隔离医疗区生活排水采用工艺预

消毒+二级处理+深度处理+消毒，

预消毒工艺采用液氯对医院污水进

行预消毒；化粪池对医院废水中的

悬浮物进行预沉淀；

二级处理采用MBBR生化处理工

艺；深度处理工艺采用混凝沉淀器

进行泥水分离；消毒采用液氯对深

度处理出水消毒；污水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污泥经消毒后脱水至80%以

下，由有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集中

清运处理；污水处理站臭气经收集

后由活性炭+紫外光催化消毒处理后

排放。



BIM模型——供配电

洁净型灯具隔离医疗区北区电气模型

病区

病区

A、B门连锁门禁

◆ 采用避免交叉感染的设备

◆ 采用4路10kV电源供电，设置28座箱式变电站及10台室外柴油发电站 ◆ 保障供电可靠性的设备
采用4路10KV高压电源供电。

院区共设置28座室外箱式变电

站及11台室外柴油发电站，总供电

容量为17720kVA，柴油发电机总容

量为6870kVA。手术室、抢救室、

ICU等处还设置UPS电源。

采用模块化设计，利用建筑鱼骨

式的模块化设计理念，每四个病区的

护理单元为一个固定模块，一共分为

八个模块。每两台变压器和一台柴油

发动机组成一个供电模块，保证了供

电的高可靠性的同时，也满足了“快

速设计、方便施工”的要求。



BIM模型——供配电

洁净型灯具隔离医疗区北区电气模型

病区

病区

A、B门连锁门禁

◆ 采用避免交叉感染的设备

◆ 采用4路10kV电源供电，设置28座箱式变电站及10台室外柴油发电站 ◆ 保障供电可靠性的设备
采用4路10KV高压电源供电。

院区共设置28座室外箱式变电

站及11台室外柴油发电站，总供电

容量为17720kVA，柴油发电机总容

量为6870kVA。手术室、抢救室、

ICU等处还设置UPS电源。

采用模块化设计，利用建筑鱼骨

式的模块化设计理念，每四个病区的

护理单元为一个固定模块，一共分为

八个模块。每两台变压器和一台柴油

发动机组成一个供电模块，保证了供

电的高可靠性的同时，也满足了“快

速设计、方便施工”的要求。



BIM模型——通风空调

医护区送/排风系统及气流组织示意图 医护区送/排风系统及气流组织示意图

送风系统均设置粗、中、高三

级过滤， 其 中 负 压 检 验 、 负 压

ICU、负压手术室设高效过滤风

口。所有区域排风经高效过滤器

处理后高空排放，负压ICU、负压

手术室、治疗室、复苏室等房间

设下排风口。



BIM模型——通风空调

隔离医疗区北区暖通模型

暖通局部模型

暖通系统现场照片

应急临时医院特点

建设时间短、要求高，部分设

备材料供应不满足建设工期要求

暖通设计应对措施

尽 量 选 用 成 熟 可 靠 、 库 存 量

大 、 运 输 快 速 、 厂 商 捐 赠 的 设

备 ， 节 省 产 品 的 采 购 、 调 货 时

间 。 同 时 方 便 施 工 单 位 快 速 安

装、调试简单。

选用的通风空调管道满足建设

周期要求，制作安装简单，气密

性好。



BIM应用——管线综合

医技走道复杂区域剖面图

医技走道复杂平面位置示意（云线批注处）

医技走道复杂区域三维图

基本情况：

此区域位于医技A区20/S轴走

道处，走道仅宽1760mm。

管综思路：

桥架水管主风管同标高平行贴

梁最上层；进房间支管利用梁窝

空间上翻，下接风口风管置于最

下层。

净高：

最低风管3200mm。



BIM应用——管线综合

ICU复杂区域剖面图

ICU复杂平面位置示意（云线批注处）

ICU复杂区域三维图

基本情况：

此区域位于医技A区ICU11/E

轴处。

管综思路：

进机房主风管同底标高平行排

布，交叉处少数让多数翻弯至梁

窝；桥架贴梁敷设与风管交叉时

翻弯至梁窝。

净高：

最低风管3600mm



BIM应用——管线综合

净化机房区域剖面图

净化机房平面位置示意（云线批注处）

净化机房区域三维图

基本情况：

此区域位于医技A区20/H轴处

净化机房。

管综思路：

进ICU主风管贴梁安装保证最

大净高空间。



BIM应用——管线综合

ICU排风机房复杂区域剖面图

ICU排风机房平面位置示意（云线批注处）

ICU排风机房区域三维图

基本情况：

此区域位于医技A区1-5/E轴处

排风机房。

管综思路：

桥架、水管、风管最上层敷

设，支管置于最下层。

净高：

最低风管底3200mm。



BIM应用——管线综合

基本情况：

此区域位于医技B区1-40/C-G

轴处手术室。

管综思路：

走道排烟管置于最上层，排

风与新风置于下层同标高敷设，

交叉处小管翻弯。

净高：

最低风管底3200mm。

手术区剖面图

手术区平面位置示意（云线批注处）

手术区三维图



BIM应用——管线综合

基本情况：

此区域位于医技B区1-40/C-G

轴处手术室。

管综思路：

走道排烟管置于最上层，排

风与新风置于下层同标高敷设，

交叉处小管翻弯。

净高：

最低风管底3200mm。

手术区剖面图

手术区平面位置示意（云线批注处）

手术区三维图



BIM应用——气流组织和污染物扩散模拟

针对负压病房的气流组织及污染

源扩散分析，旨在辅助设计，并对医

护人员的安全问题提出建议。结合现

场实施特点，制定了四种气流组织方

案进行瞬态XFLOW仿真计算。其中

方案A为侧边送风同侧排风、方案B

为侧边顶部送风对侧排风、方案C为

居中送风两侧排风，方案D为居中送

风顶部排风。



BIM应用——气流组织和污染物扩散模拟

利用领先的流体仿真技术，对比多

个通风系统布置方案，寻找污染物扩散

最小的方案，最大程度保护医护人员和

防止交叉感染。

A DCB

“U”型通风环境流动轨迹 污染物浓度扩散过程



BIM应用——气流组织和污染物扩散模拟

利用领先的流体仿真技术，建立

了城市级大尺度的流场模型，模拟了

医院病房外废气排放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为医院整体规划设计以及医护人

员、患者以及公众的健康安全提供了

依据。



BIM应用——气流组织和污染物扩散模拟

详细模拟计算参数如下:

1.流动状态：外流场，单相流，

污染物扩散。

2.风洞尺寸：4km * 10km *

300m。

3. 远 场 计 算 最 大 格 子 尺 寸 ：

8m。

4.网格量：520万。

5.时间步长：0.067s，计算时间

53min。

6. 计 算 时 间 ： 512 核 ， 16.5 小

时。



BIM应用——室内环境监测

研发环境监测平台，由BIM模

型、仿真软件、互联网技术共同构

建，具有响应快、跨地域、不间断、

大规模、适应性强等特点。

同时，与清华大学合作进行雷神

山医院和多个方舱医院的室内环境监

测，通过识别算法、优化通风系统和

净化设备运行、优化医院日常运行。

iBEM（intelligent Built 

Environment Monitor）智

能建筑室内环境监测仪



雷神山医院2月8日收治病人，4

月15日完成使命关闭，运行67天,累

计收治患者2011人 ,康复出院1900

余人 ,病亡率2.3%， 重 症 、 危重 症

1073例，病亡率4.3%,工作人员零感

染，生产零事故，环境零污染。

“零感染”

雷神山医院医护设备安装技术开

发主要是优化室内送排风口、下水排

污系统、室内供氧系统、室内负压系

统及医护防护设备的设计与安装 ,在

建设及后期运维过程中,采用冗余性

安全防疫管理理念,分别采用了空气

管控、检验管控、接触管控、

人流管控等防疫关键技术,保证了雷

神山医院建设及后期运维过程零感

染。

“零污染”

在医疗固体废弃物、医疗气体排

放、污水处理等医废处理设备开发新

的焚化炉及新型污水处理技术 ,实现

固废、废气、污水处理零污染,缩短

处 理 时 间 , 并 建 立 新 的 医 废 处 理 标

准。

BIM应用——室内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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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阶段BIM应用



BIM应用——装配施工模拟

隔离病房区均采用轻型模块化钢

结构组合房屋（箱式房）体系。

为实现箱房工业化生产，加快现

场施工进度，项目根据市场供应能力

分析、确定箱式房的型号，并将箱体

标准化，建立模块化单元，实现模块

化设计，固定模块化户型，固定项目

整体布置。通过BIM模拟现场集装箱

模块化组装过程。

两种集装箱尺寸：6X3X2.8m 、6X2X2.8m

集成化模块单元拼装



BIM应用——装配施工模拟

模块单元组成：钢结构冷弯薄壁

型材骨架和彩钢复合板墙体。

立柱

箱底

箱顶

墙板

门

保温棉

彩钢板

顶框架

吊顶板

PVC

玻璃丝绵

水泥刨花板

底框架底彩板

箱顶构成

箱底构成

窗



BIM应用——装配施工模拟

隔离医疗区分为病区护理单元和

医技区两种典型区域。其中病区护理

单元均为尺寸规格一致的病房单元与

医护办公单元，具有典型的标准化模

块的特征，故采用轻型模块化钢结构

组合房屋（箱式房）结构体系。

该体系是采用工厂预制的集成模

块，由主体结构、楼板、墙板、吊

顶、设备管线、内装部品等组合而成

的、具有集成功能的三维空间体，满

足各项建筑性能要求和吊装运输的性

能要求。

6X3X2.8m
A 型

6X2X2.8m
B 型

医护工作区
模 块

病 房
模 块

清 洁 区
模 块

护 理 单 元
模 块

构成 构成

医护通道

负压病房

医护工作

医 技

医护出入口



BIM应用——装配施工模拟

一个隔离病区由四种功能模块组

成，将建筑和结构构件、机电设备在

数字模型中进行集成和归类，直接指

导工厂制作。

卫生单元

长6.0m x 宽3.0m x 高2.8m

病房单元

医护走道单元

病患走道单元

长6.0m x 宽2.0m x 高2.8m

长6.0m x 宽2.0m x 高2.8m

标准化功能板块

长6.0m x 宽3.0m x 高2.8m



BIM应用——装配施工模拟

根据模块化设计标准及功能区特

点，对医护区、病房单元进行箱体排

布深化，将病房单元分为病床箱、卫

浴箱、走道箱，图中用不同颜色进行

区分。

箱体排布设计平面图

多个ABC标准病房单元组合

箱体排布设计图



BIM应用——装配施工模拟

数字化模拟施工建造过程



BIM应用——优化医技区钢框架设计流程
传统钢结构设计模式：建模计算

→施工图→加工详图→设计认可→工

厂加工

雷神山钢结构设计模式：建立深

化设计模型→结构验算/设计认可/详

图料表同时完成

采用TEKLA软件建模（自定义截面、需要丰富的钢结构设计经验）



BIM应用——优化医技区钢框架设计流程

深化设计在节点处理的建议中提

出：多采用现有且量大材料，避免采

用非常规且量少材料；多使用成品型

材做为主要零件，少使用焊接板材做

为批量零部件；多利用措施定位，少

附带牛腿及连接件；多选用现场直接

焊接方式，少选用栓接或栓焊组合的

方式。

辅助定位、直连直焊节点 成品构件优化规整



BIM应用——施工场地布置优化

策划阶段，根据工程施工部署，

采用BIM软件模拟出各个施工阶段工

程所有和拟建建筑物、施工设备、各

场地实体、临时设施、库房加工厂等

的现场情况，将需要布置的现场设施

设备与工程BIM模型进行整合，通过

调整位置来优化平面布置方案。有关

管理人员通过漫游虚拟场地，了解场

地布置，提出修改意见。

基础施工阶段平面布置及厂区道路规划示意图

主体及机电阶段平面布置及厂区道路规划示意图

施工现场实景



BIM应用——施工场地布置优化

策划阶段，根据工程施工部署，

采用BIM技术模拟箱体汽车吊布置情

况。通过模拟，得出最优施工方案：

各区平行施工吊装，集装箱堆场临时

征用军运路及黄家湖大道部分道路。

配备10台25m臂长吊车。平板车经

大门进入场内，自西向东将集装箱式

活动房运至各汽车吊处进行吊装，完

成后经M4、M5、 M6大门驶出，返

回集装箱临时堆场继续转运。

场内吊装阶段，布置16台30M

臂长汽车吊，7台25m臂长汽车吊，

10台40m臂长汽车吊，4台52m臂吊

车。

吊装时，以H型集装箱群为一个

单元，从H型腰部向首尾方向进行安

装。

箱体运输平面布置示意图

箱体汽车吊平面布置示意图箱体汽车吊三维场地布置

箱体运输三维场地布置



BIM应用——室外管网优化

雷神山医院原设计室外管网布置

在每个护理单元之间均有雨、污、废

管线，如此施工将造成场内大面积开

挖，对于厢房吊装影响极大，严重影

响现场进。因此采用BIM技术进行设

计优化，合并多余管道，将管道优化

为“隔一设一”，进行室外管网跳仓

法施工，减少现场管道开挖、预埋施

工工作量，为吊装场地提供充足的保

障工作。

原计划进场50台挖掘机、40台

推土机、250辆渣土车，经过深化后

工程量大大减少，实际进场33台挖

掘机、26台推土机、168辆渣土车，

机械投入减少1/3。

室外管网BIM设计优化模型

室外管网原设计与优化对比图

室外管网现场施工图



BIM应用——基础优化

雷神山医院原设计基础形式为全

混凝土条基，工程量大、工艺复杂，

排污管道穿条基困难。通过BIM深化

设计优化了基础形式，设计出一种砼

条基+钢结构组合式基础，将原全砼

基础深化为外围采用全砼基础、内部

采用梅花形布置型钢基础。

型钢规格H500×200×10×16，

长度1m。以此大大简化施工工艺、

加快施工速度，排污管道不需要穿多

个条基，同时解决了基础排水的问

题。经过深化设计共减少混凝土条基

22576m（共计3387m³混凝土），

减少管道穿孔1036个，减少劳动力

投入约200人。

混凝土条基+钢结构组合式基础BIM模型

混凝土条基+钢结构组合式基础实景图片 型钢基础现场图2

型钢基础现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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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BIM应用总结

1.利用BIM技术对室内和室外污染物扩散进行仿真模拟，寻求最佳环境设计方案，确保项

目能安全使用。

2.利用BIM技术，对装配式建筑进行各专业系统集成，优化隔离病区装配施工流程、医技

区传统钢结构建造流程，实现了项目快速建造。

3、通过BIM技术对施工场地布置、室外管网设计施工、箱式房屋基础型式的优化，为快速

建造创造了条件。

4、通过BIM技术，为武汉雷神山医院快速建造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医护人员安全使用提供

了信心保障。

5.武汉雷神山医院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时应急医院，其使命完成后，将被拆除，利用

BIM技术建立数字孪生医院，留下的不仅是其在数字世界的永生，更是一种特殊的时代记忆。



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回顾

本视频下载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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