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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BIM是建筑行业中常见的工具,能够将建筑项目施工图以三维立体图像呈现出来,在建筑项目
设计、施工和拆除上均能得到有效应用,为施工决策提供依据,辅助设计和施工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
针对施工图设计中应用BIM技术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更有利于提高建筑设计效率,满足建筑设计和施
工需要。基于此,文章就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中的BIM技术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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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Dai Shi
Jiangnan Management
[Abstract] BIM is a common tool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t can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drawing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ree-dimensional images. It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in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provide basis for construction decision-making, and assist the smooth
progress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meets the need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raw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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