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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 的火灾仿真模拟研究
冷烁，林佳瑞，何田丰，张建平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北京，100086）
【摘

要】建筑火灾仿真模拟在控制建筑火灾风险、指导消防安全设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得到广泛

应用。目前，建筑设计模型多采用手动输入数据、人工建模等方式录入火灾模拟软件中，效率低、易
出错。本研究借助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简称 BIM）技术，通过集成火灾安
全信息，基于数据接口实现模型信息的自动提取、转换与导入，避免在火灾模拟软件中重复建模，节
约了设计时间，提高了建模效率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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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建筑火灾问题逐渐凸显，对火灾的规
避与防治成为亟需研究的课题。目前，我国建筑防火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
[1]进行，主要依靠设定防火间距等经验与半经验的构造措施。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对火灾进行计算机数值模拟得到发展应用，已成为防火设计的有力辅助方式。近年来，火
灾模拟仿真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一批如 FDS、Hazard、CFAST 等专业计算软件 [2]。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简称 BIM）是集成建筑全生命周期中各
项信息数据的技术，其关键在于信息的集成和共享。BIM 包含建筑的几何尺寸、空间位置、
表面材料等信息，可为火灾模拟提供足量而精确的数据信息。在火灾仿真模拟过程中应用
BIM，可实现建筑设计软件与火灾仿真分析软件的信息共享，免去重复建模的工作，同时提
高建模的精准度，减少因人工建模带来的数据丢失、错误等问题。然而，目前 BIM 对火灾
安全信息的集成度较低，主流 BIM 软件缺乏火灾模拟所需的燃烧属性信息，如化学成分、
燃烧放热等，为二者信息共享带来不便。
因此，本研究将 BIM 技术引入火灾模拟中，实现材料燃烧属性集成，模型信息的自动
提取、转换和导入，以及模拟结果反馈。验证表明，本研究提高了 BIM 的信息集成共享效
率，改善了火灾模拟的效率和准确度。

2 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BIM 与火灾模拟软件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主要有两种。方法之一是直接将 BIM
文件导入支持该文件格式的火灾模拟软件中。王婷等[3]将 BIM 三维模型以.DXF 的格式直接
导入火灾模拟软件 PyroSim 中，并进行建筑物火灾分析，避免了重新建模的复杂流程，且保
存了建筑模型的完整信息，但需要人工完成模型导入、网格划分调整等工作，效率较低。凌
竹等[4]则通过将 BIM 文件转换为 DWG 格式文件，再将其导入 PyroSim 软件的方法，并以
此为基础分析了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火灾情景下的烟气分布、温度和能见度等数据。此类方
法可免去软件开发过程，但须火灾模拟软件识别该格式，通用性较差，且转换过程中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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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丢失。
另一种方法将 BIM 中的相关信息提取并转化为火灾模拟软件可识别的格式，并导入软
件中进行分析。陈远等[5]利用 IFC 格式提取 BIM 中的建模信息，包含建筑内的构件信息、
防火参数、通风口位置等，并进行了建筑消防安全模拟。道吉草等[6]则使用 Revit API 提取
BIM 软件 Revit 中对构件的几何描述，通过处理特殊点转换为火灾模拟模型。此方法可针对
不同 BIM 软件与火灾模拟软件分别采取相应的转换形式，适应性较强。本研究采用此方法
实现 BIM 对火灾模拟软件的信息自动化传递与分析，通过研发 Revit 插件，自动提取建筑
模型几何、材料等属性并生成分析文件，同时完成自适应进行网格划分、分析并展示分析结
果。
除此以外，BIM 软件对火灾安全信息集成度较低，难以满足信息自动提取的需求。王婷
等[3]采用直接使用 BIM 中材料热力学信息的方法，如热导率及比热容等，在通过.DXF 文件
导入火灾模拟软件时，这些属性将自动转化为燃烧参数，但 BIM 软件中材料燃烧信息不完
全，只能模拟材料导热状况，无法模拟燃烧情况。道吉草等[6]则采用新建材料库的方法，记
录材料燃烧属性，并与 Revit 材质库一一对应，实现了火灾模拟与 BIM 信息的统一。然而，
由于 Revit 本身材料库数量有限，单纯 Revit 材质库难以满足火灾模拟需求。本研究通过对
主要建筑材料及其相关属性进行梳理，建立了火灾模拟所需的材料库，并在 Revit 中研发了
材料信息集成插件，实现 Revit 模型与火灾模拟材料之间的信息集成。

3 基于 BIM 的火灾模拟流程
本研究采用提取 BIM 模型信息并转换为火灾模拟软件识别格式的方法，实现 BIM 与火
灾模拟软件的信息传递。基于 BIM 的火灾模拟主要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 BIM 的火灾模拟流程

具体流程为：
（1）在 BIM 中集成 BIM 模型原本不包含的材料燃烧信息，如材料的燃烧热、热导率、
分子式等，为火灾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2）从 BIM 模型中提取火灾模拟所需的建筑模型信息，包括构件的几何尺寸、空间位
置、材料属性、通风口位置等，并对其进行处理，转换为火灾模拟软件可接受的格式。
（3）综合考虑建筑物的实际环境，设定模型的分析时间、网格划分密度、温度与烟尘
传感器位置等各项火灾分析参数，将其添加至由 BIM 模型提取出的建筑模型信息中。
（4）将建筑模型信息导入火灾模拟软件，进行火灾模拟分析。通过温度、烟气浓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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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指导建筑防火设计与人员疏散规划。

4 BIM 模型燃烧信息集成
选取 Autodesk Revit 作为 BIM 建模软件，FDS（Fire Dynamics Simulator，火灾动态模拟
器）作为火灾模拟软件。Autodesk Revit 软件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BIM 建筑设计软件之一，
同时提供完善的 API 接口，便于二次开发定制相应功能。FDS 是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 NIST
开发的火灾模拟软件，可以较为准确地分析三维火灾问题，是火灾安全工程领域的常用软件。
FDS 中定义的燃烧反应模式分为两类：固体或液体反应物的热分解反应和气体反应物
的氧化反应。典型的燃烧过程中，固体或液体首先高温分解，产生燃料蒸汽再发生氧化反应。
两个过程中均有放热，而煤烟、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生成仅在氧化反应中。为准确模拟火
灾情况，FDS 提供了多种燃料与材料参数，以描述火灾时的燃烧反应。较为常用的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1

FDS 常用燃烧参数

燃烧参数

中文名称

单位

HEAT_OF_COMBUSTION

燃烧热

kJ/mol

CONDUCTIVITY

热导率

W/(m·K)

SPECIFIC_HEAT

比热容

kJ/(kg·K)

DENSITY

密度

kg/m3

REFERENCE_TEMPERATURE

基准温度

℃

SOOT_YIELD

烟灰产量

kg/kg

CO_YIELD

一氧化碳产量

kg/kg

其中，热导率、比热容、密度用于描述材料的热传导性质；基准温度指反应速率最大时
的温度，用于描述材料的热分解反应性质；烟灰产量、一氧化碳产量分别指单位质量燃料燃
烧产生的烟灰、一氧化碳质量，用于描述燃料的氧化反应性质。两种燃烧模式均可由燃烧热
描述反应放热情况。
Revit 中不含材料上述信息，故需在模拟分析前先集成燃烧相关信息。本研究首先调研
并收集了常见材料及其相关燃烧属性，将其整理至文件数据库汇总。设计师使用 Revit 进行
材料定义时，可通过访问数据表单指定构件的材料燃烧属性，也可自定义材料并添加至表单
中。用户指定构件的材料属性后，材料燃烧属性将记录在 BIM 文档的构件属性下，在提取
BIM 建筑模型信息时，与构件的几何尺寸、空间位置等一并被提取，并写入 FDS 文件中。
材料指定与定义界面如图 2 所示。

图 2 材料指定与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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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IM 模型的提取与转化
本研究采用 Revit 二次开发，实现了由 Revit 向 FDS 软件的信息传递。
Revit 以点、线、面、体的方式描述几何体。通过角点与其他关键点坐标确定边界线，
由边界线确定实体表面，由表面确定几何体，每个点均以有限位数的三维浮点坐标表示。每
个几何体在数据库中均对应于一个实体，几何体的面、线、点等几何组成作为属性与实体相
关联。
FDS 是有限元火灾模拟软件，其空间被划分为多个单元，所有几何体均为边线与轴线平
行的长方体，且只能占有整数个空间单元。FDS 采用障碍物命令（OBST）创建几何体，几
何体的尺寸和位置均由长方体的两对角点唯一确定，FDS 文件中也只记录两角点坐标。上述
几何信息与模拟燃烧所需的其他参数一起，以特定格式的语句储存在“*.fds”文本文件中。
在火灾模拟时，FDS 软件通过读取文本文件中的语句进行建模与分析。
Revit 与 FDS 中对空间几何体的描述和储存方式不同，因此需加以转换。对于 Revit 中
边线与轴线平行的长方体实体，其尺寸与位置同样可以通过两对角点唯一确定，此时，直接
获取 Revit 模型数据库中几何体两对角角点坐标，将其写入 FDS 文本文件中，即可完成信息
传递，如图 3 所示：

(x2, y2, z2)

(x1, y1, z1)

图 3 与轴线平行长方体可直接获取对角角点坐标

对于边线与轴线相交的长方体实体，需通过确定中间点，将斜向长方体划分为多个与坐
标轴平行的长方体的方式，逼近真实情况。中间点选取为立方体与长边平行中轴线上各点，
中间点间距按按以下原则选取：
（1）中间点间距需在网格划分精度之内；
（2）划分后的模型与真实情况不产生较大偏差。
通过中间点拟合斜向长方体方法如图 4 所示：

图 4 通过中间点拟合斜向长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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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部开洞的实体，如开有门窗洞的墙体等，使用 FDS 提供开洞命令（HOLE）表示。
HOLE 命令同样以指定两对角角点，形成空间立方体的形式进行。位于该立方体内的实体单
元将全部消除，空单元则维持原样。门窗开洞采取此方法，读出门窗的模型边界，以边界立
方体作为开洞立方体，执行 HOLE 命令。
对空间分布更为复杂的曲面体等，理论上也可通过近似拟合方法加以转化，但会产生较
大计算量，且拟合出的立方体分布零散，降低火灾模拟效率。故此处采用等效替代的方法，
以数量较少的立方体替代。等效替代应尽量减小替代带来的模拟误差，具体替代原则为：
（1）尽量不改变原几何体的空间位置、几何尺寸；
（2）不改变可燃物性质、总量等影响燃烧的因素；
（3）不改变原有空气流场等影响烟尘、热量扩散的因素。
以图 5 所示模型为例，Revit 模型向 FDS 转化方法可总结如下。其中，右侧砖墙边线与
轴线平行，直接读取角点建模；左侧砖墙边线与轴线相交，通过中间点拟合建模；窗口为通
风口，使用 HOLE 命令开洞；木制家具为复杂几何体，通过等效替代建模。
读取材料信息

角点精确建模
HOLE 命令
中间点拟合

等效替代
Revit 模型

FDS 代码

图 5 Revit 模型与 FDS 的对应关系与转换方法

6 实例火灾模拟分析
本研究通过实例模型验证基于 BIM 的火灾模拟效果。图 6 所示为 BIM 中的实例模型。
隔墙与家具材质均设定为木材，并集成至 BIM 中构件属性下，通过信息提取与转化，自动
设定各项燃烧参数，导入 FDS 中生成燃烧模型。

图 6 BIM 中的实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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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FDS 软件提取信息与计算后，返回模型的温度、反应速率、能量释放、烟尘分布等
燃烧数据。t=3s 时的温度、烟尘分布如图 7 所示。

图 7 FDS 计算所得温度、烟尘分布

为量化数据，在通风口、天花板、楼板等位置自动设置温度和烟尘传感器，FDS 计算时
可将设有传感器处的温度与烟尘数据制成表格，写入记录文件中。为便于在 BIM 中集成燃
烧结果、探测器名称以其所在的构件 ID 命名，使燃烧数据与构件一一对应。t=3s 时传感器
记录烟尘数据如表 2 所示（单位：%/m）
。
表2

烟尘传感器记录数据

传感器位置

东侧门洞

西侧门洞

南侧窗洞

北侧窗洞

楼板

烟尘数据

5.73

6.74

5.47

2.25

0.00

综上所述，
基于 BIM 的火灾仿真模拟可快速准确还原 BIM 模型，并给出模拟燃烧结果。
所得数据可为防火与人员疏散设计带来极大的方便。

7 结论
本文通过引入 BIM 技术，实现了由 BIM 模型向火灾模拟模型的转换，免去了火灾模拟
软件中重复建模的过程，保证了模型的精确性，提高了火灾分析效率。同时，将材料燃烧属
性集成至 BIM 中，扩展了 BIM 的应用范围。研究结果经实例验证，可快速完成建模过程，
并输出多项火灾模拟数据，供建筑防火设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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