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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在我国建筑领域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应用有效的提升了我国

建筑行业的发展水平与管理水平,在保障建筑质量、科学控制建筑成本上都发挥着积极的意义。但目前 BIM 技术中还存在
诸多内容需要改进与完善,以便在 BIM 技术环境下,建筑工程项目的协同合作能够有所加强。为此,文章对 BIM 环境下实现
高效建筑协同设计的策略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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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其持续、长足发展

在输入到绘图软件中,一旦出现信息输入错误的问题,会直

为社会创造的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因此,近年来,我国不断加

接导致工程设计质量受到影响,而且软件也存在漏洞,无法

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建筑行业融合, 其中 BIM 技术的应用则

保障各项收入信息的准确性, 有这种技术导致施工中出现

是最突出的代表, 但目前由于 BIM 技术体系中还存在需要

质量问题数不胜数。而利用 BIM 技术进行工程项目设计,有

完善的内容,尤其是在协同设计方面,力度不足、效果不高,

效的缓解了输入数据错误这项问题,其中信息综合分析、基

为此, 探究高效的建筑协同设计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础模型构建、模型输出转换都可以统一的在 BIM 技术平台

与指导意义。

上完成, 而且所有参与到工程项目建设中部门都可以登录

1 BIM 特点分析

BIM 技术平台,在平台上积极的进行信息共享与交流,从而

BIM 的全称为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中文翻译

即使发现设计上存在的问题, 避免工程设计上出现偏差 [3]。

为建筑信息模型, 其是建筑工程领域中发展的最具有前瞻

BIM 技术在建筑项目设计上的应用有效的提升设计质量与

性的技术之一。利用 BIM 技术,通过数字化模型模拟,可以

设计深度,推动着我国建筑行业工程设计逐步朝着信息化、

精准的进行三维立体建模, 在计算机平台生生成各种尺寸

数字化方向发展, 而且在 BIM 模型上可以随着信息数据的

精准、数据详尽的模型,这对建筑领域的发展来说是里程碑

变化及时进行更新, 能够随时为设计人员以及建设人员提

式的进步,其完全实现了信息化设计与信息化管理,能够为

供直观、现势的模型。

建筑企业的协同发展与工程建设提供科学的平台 。其主要

3 BIM 环境下高效完成建筑协同设计的策略

有五大特点：一是,可视化特点,BIM 基础数字化、虚拟化等

在设计理念方面的协同。建筑行业的发展与建筑工程

多项技术,可以实现三维立体模型设计,能够为设计人员直

项目的设计,涉及到多个专业、多个工作、多个部门,所以,无

观的、可视的虚拟设计提供支持；二是,协调性不特点,BIM

论从建筑、结构、设备等角度来讲,协同设计理念的运用才

可以允许多个参与方参与到数据的处理上, 也就是工程建

能保障工程项目设计的有序进行,因此,协同设计理念在建

设中不同的主体、不同工种、不同专业、不同部门都可以在

筑行业中的应用逐渐得到了行业内部的重视。而在 BIM 技

BIM 技术平台上对数据信息进行处理；三是,模拟性特点,在

术的支持下,所有参建部门都可以参与到模型建设上,并可

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实现模拟建造,及时发信工程项

以及时了解与对接工程项目设计的中心文件[4]。而且可以直

目设计上、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四是,优化性特点,BIM 在建

接在技术平台上对专业信息进行修改, 这样中心文件可以

筑工程设计中的应用能够有效弥补表面设计模型出现错漏

及时变化、调整,而中心文件是建筑信息模型的支撑与核心,

残缺,从而提升建筑工程的设计质量与设计水平；五是,模型

其具备集散桂能, 可以利用碰撞检测功能直接对建筑设计

可输出的特点, 在 BIM 技术平台上模拟的三维立体模型可

的合理性进行检测,及时发现问题的存在,例如在设别管线

以直接转化成传统形式的施工图纸,而且数据可以兼容[2]。

设计上通过碰撞检测能够及时发现管线位置是否存在冲

[1]

2 在建筑协同设计中应用 BIM 技术的优势

突,是否会对其它施工内容造成影响,这样的方式设计人员

现阶段,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工程项目的设

可以直接基于 BIM 技术与多方进行沟通、交流,充分利用了

计水平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在建筑结构设计上,仍然采用
的是分析计算方式,利用平法分析方式,配合 PKPM 软件对

设计资源,对提升设计深度与设计进度有着重要作用。
在可视化设计的协同应用上。BIM 技术通过数字化技

各项数据进行计算与综合分析,然后再利用 CAD 等辅助软

术进行建筑模型模拟,可以直接对真实环境下建筑的结构、

件进行设计图绘制,这样的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自行分析

构件进行表现,因此,在 BIM 技术出现后,其不仅更新了传统

与计算大量的数据信息,利用这些数据构件分析模型,然后

设计中借助绘图软件进行设计的设计手段, 也实现了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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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立体模型的进步。但是我国建筑行业对 BIM 技术的应用

4 结束语

还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利用其三维立体模型对建筑设计进

综上所述, 为了满足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形势对建筑

行更细致的分析,但是随着社会建筑需求量的增加,建筑规

行业提出的要求, 建筑企业也在不断探究新技术与新方法,

模会不断扩大,结构也会更加复杂,所以,在未来的协同设计

提升建筑项目建设水平。而建筑设计作为建筑建设的基础,

上,设计人员可以利用 BIM 技术的可视化特点,通过动态分

其设计的深度与质量会直接对建筑项目的质量与效益造成

析与演示的方式进行实际效果模拟, 同时也可以利用 BIM

影响,因此,在建筑项目设计上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不断提升

自动化检测功能, 对结构选型的适配性进行分析与控制,从

设计水平。BIM 技术作为建筑行业前瞻性的研究技术之一,

而能够提升设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得到最佳的设计方案

为提升建筑工程设计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无论是

[5]

。而在进行施工图设计环节中,通过可视化设计的应用,能

在建筑设计的结构上还是复杂的管线设计上, 都能有效的

够有效避免设计上出现的漏洞, 减少设计的反复修改次数,

改善设计质量。而且有效的实现协同理念与建筑项目设计

从而提升设计的效率。

的融合,在确保设计质量的基础上,将成本控制、质量控制等

在内部专业部门的协同上。传统的利用 CAD 与 Revit
软件进行建筑设计建模时,二维图纸内容的错综复杂,导致

意识落实到建筑设计上, 也对建筑项目管理起到的积极作
用。

线条经常出现错误,而且在 BIM 技术的支持下,可以直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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