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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直以来，工程建设行业对生产率与产品质量的提升有着强烈的需求。作为先进解决方
案的 BIM 技术，近几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对 BIM 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主要集中在各阶段内部，
缺乏跨阶段的研究与应用，难以体现出 BIM 应有的优势。本文从设计阶段工程交付模型出发，对
建立设计与施工不同阶段间信息的交流和共享进行尝试，从而发挥 BIM 全生命期的优势，体现
BIM 技术对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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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工程建设行业一直面对着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在过去的 40 年中，美国建筑产业
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下降 0.59%,然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提高 1.77%。[1]
工程建设行业的非增值工作（即无效工作和浪费）高达 57%，作为比较的制造业的这
个数字只有 26%，两者相差 31%。[2]美国建筑科学研究院（NIBS）旗下的 buildingSMART
联盟认为通过改善提交、使用和维护建筑信息的流程，美国建筑行业完全有可能在
2020 年消除高出制造业 31%的那部分浪费。[3]在这样的背景下，BIM 应运而生。
以上虽然是美国的有关数据，但相对落后的我国的工程建设行业，情况更加严
峻。我们一直听到的说法是 BIM 的核心是 I，是信息。但一直以来，在建筑的全生命
期中从来不缺少信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建筑的每一个阶段内，信息都是
丰富的。由于多种原因，当信息在不同阶段间传递的时候，被人为地简化并制作成
纸质文件。导致信息流通的缺失和不通畅，阻碍了整个行业效率的提升，产生了大
量的非增值工作。所以 BIM 的核心应该是信息的流通，不但要保证全生命期中各阶
段内的通畅，还要保证信息在各阶段间的流通通畅。
本文从设计方的角度，在现有 DBB 模式中，以设计交付模型为切入点，结合 BIM
算量技术，旨在 BIM 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相关信息的传递，以构建信息能被施工阶段
使用的工程交付模型。
1 BIM与DBB
DBB（Design-Bid-Build）即设计-招标-建造，是现在国内广泛采取的形式，但
这种业务模式的工作效率较低。通过招标的形式，业主看似可以用相对较低的造价
完成项目，但 DBB 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在这种业务模式中，在设计完
成后，业主才会招标确定施工方。设计与施工完全分隔，仅通过业主进行连接与沟
通。设计方一般最终交付纸质图纸，同时由于潜在的法律责任，设计师通常会选择
性的减少交付图纸中的信息，加入途中尺寸等标注可能不准确的注释。由于图纸与
实际建造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经常造成施工过程中的问题和冲突，最终使整个
项目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攀升，难以达到业主的初衷。所以 DBB 在设计与施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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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成为最有效率或者最具成本效益的业务模式。显而易见，DBB 业务模式与 BIM 的
理念是冲突的，在 DBB 的模式下推广应用 BIM 将难以体现出 BIM 的高效和顺畅的信
息流通。
但 DBB 模式还将在我国继续使用，DBB 模式下的 BIM 交付是各设计院必须面对的
问题。
2 DBB与BIM交付
DBB 的设计交付文件并不复杂，仅需要各专业图纸及相应的报告和计算书即可。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积累，已经有一部分设计院能够完成基于 BIM 模型的出图，再辅
以相关的报告及计算书即可完成 DBB 模式的设计交付，再辅以 BIM 交付模型即为典
型的基于 BIM 的 DBB 设计交付。在 DBB 模式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充
分体现 BIM 的价值。
2.1三维设计
一直以来，建筑设计都是基于二维设计的二维出图。设计师不断在学习研究的
都是如何通过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透视图等二维视图来表达自己的设计意图。
但建筑是三维的，再出色的二维设计与表达也无法达到真实的效果。
BIM 技术带来的则是全新的三维设计方式，从设计初始，设计师就可以绘制三维
模型，充分表达自己设计意图。同时每张图纸都是基于三维模型生成，并相互关联，
极大地提高了最终成果的准确性。
同时，在三维模型的基础上，能够充分的解决设计的“硬碰撞”问题，甚至解
决部分“软碰撞”，从而在传统设计的基础上大幅度提升了图纸的质量。其形象准
确的表达形式也有利于设计与工程建造其他节点间的沟通和数据交换，进而提升工
程建造的质量和效率。
2.2 CAE
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即计算机辅助工程，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
理解为一系列工程分析、计算、模拟、优化等软件。CAE 的出现就是为了能够模拟、
分析、优化产品的性能。比如建筑的采光、通风、结构受力分析等等。
在 BIM 技术出现之前，以 CAD 为主要设计工具，CAD 图形中不包含 CAE 所需的非
几何模型信息，使得 CAE 与 CAD 之间很难达到交互，导致工作量巨大，成本高且缺
乏可靠性。使得本应作为设计决策依据的 CAE 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难以对建筑
性能进行控制。
在 BIM 技术出现之后，鉴于 BIM 的三维模型及其附带的丰富信息，从项目方案
阶段即可将 BIM 模型直接用于 CAE，并且能够及时的提供分析结果以进行决策及优化。
使 CAE 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同时有效地提高了建筑的性能。
2.3 BIM与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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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设计与 CAE 或是其他技术提升的都是基于图纸的质量或建筑的性能，但无
论设计交付的是图纸、报告或是附加设计出图模型，并没有全面体现 BIM 技术在信
息流通方面的优势。一方面 BIM 设计交付的图纸和报告与传统设计交付的图纸与报
告，其内容基本一致，不会对施工或业主的 BIM 带来多大影响；另一方面，设计交
付的 BIM 出图模型是不能被施工与业主直接使用的。
设计阶段，BIM 模型主要用于出图，而施工阶段，BIM 模型主要用于管理。但不
论在施工阶段，使用 BIM 进行何种管理，合理的高效的 BIM 应用模式中，BIM 管理的
基础一定是 BIM 模型与工程量。
在传统模式中，业主和施工方在施工阶段的管理完全是基于设计单位提供的最
终版施工图纸、各种基于图纸编制的图表、报表和文档，再依据施工工艺、流程和
方法等实施管理。两者之间并未完全对应。传统模式中，各项管理文件分散，使得
在管理过程中缺乏准确有效地统筹规划。同时由于传统模式中工程量的计算工作量
大，耗时长，准确度差使得各项管理行为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与决策依据。
采用 BIM 技术进行管理，多数管理从分散的各种文件转而使用同一 BIM 模型，
统一、直观。而 BIM 算量的引入，为施工阶段的管理带来巨大的变革。同时需要注
意的是，业内的多种 BIM 算量方案并不是都能有效地提供给业主和施工使用。我们
采取的是将 BIM 模型与广联达算量软件连接，实现了符合中国现有国情的 BIM 算量
方案，算量结果完全符合国标需求。并且使用的是国内使用最广泛的算量软件。业
主和施工能够直接上手，生成自己所需的工程量。
BIM 算量与传统算量的差异就在于，BIM 算量的工程量是依附于模型的。即任何
基于 BIM 模型的管理操作都能及时得到相应的工程量变更，以供管理做定量的决策。
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发现，BIM 算量模型的模型深度为建筑为[GI4，NGI3]，结构
为[GI2，NGI2]（北京市《民用建筑信息模型设计标准》专业 BIM 模型深度等级），
其图形深度大于 BIM 出图模型深度，也大于一般施工管理所需的模型深度。因此，
交付给业主和施工单位的 BIM 算量模型，既体现了设计意图，也符合施工工艺、流
程和方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上下游建筑信息模型或数据的不一致性，大幅
度改进了业主和施工单位的关注点：进度、质量和成本。
3 BIM设计交付模型
在多年的 BIM 工程咨询项目中，我们发现业主和施工单位对于 BIM 算量的需求
十分强烈。我们通过更改项目标准，调整建模规则，已经实现了设计出图模型与算
量模型的整合。同时，通过将 BIM 设计交付模型与 BIM 算量模型进行整合，推进 BIM
的跨阶段应用，产生更多的价值点，也能让更多的参与方切实的体会到 BIM 带来的
优势。
由于建模深度的增加，严重拖慢了出图的速度，增加建模成本，影响具体实施。
我们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深入研究，以降低人为干预，解决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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