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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使得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大规模
的建设工程,不仅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住房建设和经济发展。BIM技
术通过构建建筑信息模型,能够实现建筑设计、管线综合、成本输出、施工模拟、运维等建筑全生命周
期活动。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科学合理地运用BIM技术,可以起到降本增效的积极作用。本文针对建筑
给排水工程设计中的BIM技术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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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BIM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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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my country's national economic strength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being carried out all over the country, which not
only meets the growing housing needs of the people,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s my country's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building th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BIM technology can
realize the building life cycle activities such as building design, pipeline synthesis, cost output, construction
simula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etc.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use of BIM technology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reducing costs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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