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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速滑馆项目BIM中心主任

苏李渊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用一流的数字技术为建设者戴上“隐形”的眼睛

□本报记者 博雅

用百分百的匠心去打造建筑经典
国家速滑馆项目总工程师

罗惠平

在近一个小时采访罗惠平的时间
里， 记者几次被打断， 都是项目上的
事。 作为国家重点速滑馆项目的总工
程师实在太忙了， 开会研讨、 协调各
个部门的合作、 全面负责工程施工技
术管理……罗惠平都要面面俱到。

“年轻、 稳重、 亲切” 是罗惠平
留给记者的最初印象。 今年40岁出头
的他， 2005年就参与了重点项目首都
机场T3A航站项目的建设工作， 如今
十几年过去了， 再次参与到奥运工程
国家速滑馆的建设中， 在行业里， 算
是一位历经过风雨的老将了。

采访从索网跨度破世界纪录的
“屋面天幕” 说起。 “国家速滑馆屋面
结构为单层正交双曲面马鞍形索网结
构， 索网下分布有检修马道、 通风系
统 、 消防水炮系统 、 场地照明系统 、
通信系统、 体育工艺等多专业、 多系
统安装内容， 空间构造异常复杂， 采
用传统的CAD辅助设计很难实现各专
业深化设计的协同。” 罗惠平介绍， 通
过全专业基于BIM模型的深化设计 ，
对各专业进行综合， 实现各专业的合
理有序排布， 最终实现 “精准” 建造。

在罗惠平看来， 建筑看似是粗活，
实际上却需要缜密的思维， 每一个项
目都有自己的难度， 速滑馆更是一个
接一个想不到的难题在等待着。 所以，
为了保证工期不受影响， 很多问题都

要提前考虑。 比如， 仅仅屋面防水问
题就提前一年开始着手了。 “运动员
在速滑馆冰面上是要破世界纪录的 ，
屋面一滴水都不能漏， 屋面防水问题
得慎之又慎。” 罗惠平说， 为了保证层
面不渗漏， 经过了防水体系前期研究
分析、 专家研讨、 比较试验、 材料选
择等等，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 反复
进行现场深化设计， 最终确定了一个
最优方案。

一道难题刚解决， 另一道难题又
摆在罗惠平面前 ： 春节后突发疫情 ，
尽管项目部及时制定实施了严格的防
控措施， 尽最大努力做到疫情防控和
冬奥筹办两手抓、 两不误， 但春节后
一直到4月底， 工地只有少量工人。 屋
面防水施工恰恰赶上了雨季， 偏偏今
年的雨又很多， 无疑是对项目的考题
增加了难度。

怎么办？ 工期紧、 时间短、 任务
重、 难度大、 目标高……于是， 只要
天气预报有雨， 项目部从相关工作人
员到主要领导， 都要留下加班。 看排
水系统是否可行？ 要检查屋面层面是
否有渗漏…… “当时很多室内作业都
在同时进行， 屋面防水最起码要拦截
住大部分雨水， 想办法把雨水引到排
水沟， 尽量不能渗漏到屋里， 不能影
响屋里的其他工作正常进行。” 罗惠平
说 ， 这样就要不断地调整施工顺序 ，

涉及到各部门各专业的协调配合， 是
大家的共同努力和辛苦付出才有了今
天的样子。

在罗惠平心里， 做一件事就必须
做好它， 容不得半点马虎。 用他的话
来说， 就是： “不仅各个专业要有高
标准、 高目标， 工作中做好各个专业
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 更是关键。 如
果协调稍有疏忽， 实际项目就会有偏
差， 活儿就不精了。”

为了把工活儿做得精准再精准 ，
作为全面负责工程施工技术管理的总
工程师， 在设计好图之后， 罗惠平经
常带着各个专业的负责人来到现场 ，
共同勘测， 制定出更科学合理的施工
方案。 “即使你在项目现场看到的一
个幕墙锁保护锥， 也不是简单设计完
了就打造出来了。 设计图纸和现场总
是有差距的， 尤其速滑馆这样一个异
形建筑， 每一个构件的深化设计需要
多专业的协同和反复核对， 同时要求
技术人员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大量耐心、
细致的工作， 以确保深化设计万无一

失、 切实可行。” 罗惠平说。
记者了解到， 为了赶工期， 从7月

22日开始至今， 罗惠平还没有休息过。
“我们早已经习惯了， 干工程就是这样
嘛！ 因为工期是没有退路的， 尤其是
大项目更紧张， 弦都绷得很紧。” 罗惠
平淡淡地说。

“按照建设计划， 2020年底， 冬
奥会北京赛区、延庆赛区所有竞赛场馆
将全部完工。心里马上就该放松一下了
吧？ ”记者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肯定的答
案。 “还早呢！ 最起码要到测试赛结束
后，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或许才
可以告一段落。”没想到，一直看似平静
的罗惠平，语气中透出了几许沉重。

他说， 虽然压力很大， 但作为项
目总工程师， 他很自豪。 作为奥运工
程的亲历者和创造者， 他深深体会到
技术革新的力量和建筑技术的巨大进
度， 不变的是工程建设者们精益求精
的 “工匠精神”。 他现在最想的就是不
辜负社会期望， 让 “冰丝带” 成为不
留任何遗憾的建筑艺术品。

在国家速滑馆的办公区， 经常会
看到一个聚精会神盯着电脑屏幕上三
维模型的背影。 这就是国家速滑馆项
目BIM中心主任苏李渊。 从项目开工
不久苏李渊就被调到了国家速滑馆项
目， 随着国家速滑馆的施工， 苏李渊
一步步成长了起来。

“BIM是建筑信息模型的简称 ，
是建筑物信息化的载体 。” 在别人眼
里， 国家速滑馆只是一个建筑， 而在
苏李渊眼里， 却还有一个 “数字孪生
体” ———场馆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段
计算机代码。 “在施工阶段， BIM应
用贯穿整个施工， 从深化设计到构件
加工， 再到施工管理， 我们的BIM跟
施工的每一步都紧密结合。 对于国家
速滑馆这个复杂的建筑， 最重要的一
点是实现工程的可建造性。 如果没有
BIM技术 ， 像钢结构 、 幕墙 、 屋面 、
膜结构、 制冰专业等等， 这些专业都
很难施工。” 苏李渊告诉记者。

项目前期基坑和土建结构施工阶
段的建模工作就是苏李渊带着团队一
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俗话说， 万事
开头难。 对我们建模来说， 基坑标高
是十分复杂的。 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
嵌套基坑， 在没有什么参考的情况下，
我们对集水坑、 电梯基坑建立参数化

族文件 ， 剪切宏观放坡的基槽模型 。
通过建模对复杂基坑进行优化， 从而
指导施工。” 苏李渊说。 土建结构中根
据施工流水段的划分， 拆分土建结构
模型， 导出混凝土方量辅助人机料施
工准备， 这些都实现了信息化与实际
施工的完美结合。 其中基础底板的拆
分算量是最难的部分， 软件经常报错，
最复杂的位置一天只能出一两个流水
段……工程工期紧张 ， 施工速度快 ，
而BIM工作要快于施工进度才能更好
地发挥其指导作用。 苏李渊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 为了尽快完成BIM建模 ，
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 “那你们是不
是经常要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啊。”
记者问到 。 苏李渊一听 ， 笑着说到 ：
“晚上十一二点钟不算太晚， 我们有时
不知不觉就干到了凌晨两三点钟。”

世界首个全冰面设计， 世界最大
跨度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 ，
3360块玻璃组成的玻璃幕墙……一个
个国际难题都需要他们在施工之前解
决。 “这时候我们的BIM就显得格外
重要， 它就像一双隐形的眼睛。 在模
型里， 我们可以全方位地看到国家速
滑馆的每个部分， 对施工起到提前预
判的作用。” 苏李渊说。 大跨度索网结
构张拉后会产生变形， 从而对屋面影

响很大， 总包带着专业分包组成团队
通过仪器对索网支座进行扫描确定索
网支座位置和形态， 之后重新生成屋
面板块模型， 最终使板块能够适应现
场实际结构， 问题迎刃而解。

国家速滑馆的曲面幕墙是由3360
块单曲玻璃和平板玻璃拟合而成的 。
由于幕墙玻璃张拉后也会产生变形 ，
导致每一块玻璃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而且大量不同的曲面玻璃为加工增加
了难度。但是通过BIM，苏李渊的团队
成功将这块硬骨头进行了拆分，很好地
解决了问题。“我们通过BIM模型导出
了幕墙龙骨、每块玻璃及相关配件加工
信息， 之后对接到加工中心进行制作。
幕墙施工前，对幕墙与结构连接点的位
置进行复测，反映到BIM模型中和原始
模型对比，发现偏差及时调整，最终实
现幕墙S型龙骨精确放样， 顺利完成了
玻璃安装。”苏李渊说。

现在，玻璃幕墙和屋面的安装已经

结束， 苏李渊描述的时候似乎很简单，
但是施工过程中的艰辛却留在了每个
建筑人的心中。“国家速滑馆是国家重
点工程，压力自然是比较大的。可没有
什么压力是吃一顿湘菜、嗦一碗米粉解
决不了的。”湖南人苏李渊笑着说。只要
晚上同事们加班，苏李渊都会自己掏钱
给同事们点外卖买点吃的，每每完成一
个阶段性小目标他还会请大家出去吃
一顿，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

如今， 与国家速滑馆项目一起建
立起来的BIM系 统 也 将 成 为 智 慧 场
馆 的一部分 ， 得到了业内的广泛认
可。 该项目BIM技术应用已经获得中
国建设工程BIM大赛综合组I类、 “创
新杯” 全国BIM大赛文化体育类BIM
应用一等成果等荣誉， 并以答辩第一
的 成 绩 入 选 北 京 市 BIM示 范 工 程 。
“这些荣誉是属于我们整个项目团队
的， 是用我们汗水和智慧换来的。” 苏
李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