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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建筑行业取得显著成果的背后,也面临着一些严峻挑战。从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方面分析,因为

其涉及到的系统比较多,设备管线十分复杂,若是不能完成对机电安装的综合与深化设计,那么就会对后续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基于此,本文以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为例,对机电安装深化设计中 BIM 技术的科学、有效应用进行了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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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建筑行业已经迈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关

辽宁省实验学校赤山校区的建筑面积为 53,861 平方米,

于建筑工程的功能、质量、舒适度以及外观等提出了新要求,

工程基本分为教学楼、实验楼、食堂、图书馆、体育场等。

使得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变得尤为复杂。建筑机电安装具有许

此项工程质量要求高、施工工期紧、组织协调难度偏大,而

多特殊性,比如专业跨度比较大,涉及的系统比较多,需要完

且机电系统十分复杂[3]。目前,施工单位已经深刻的意识到

成大量、复杂的设备管线工作,而且还分为电气、给排水以及

BIM 技术的重要性,借助于 BIM 技术实现综合、深化设计,进

暖通等有关安装工程,在施工时要求多个部门进行协调,不然

行施工模拟与成本管理等,施工的重要依据就是 BIM 模型,

就可能会发生管线碰撞问题,从而影响施工工期。而 BIM 技术

通过 BIM 技术进行施工指导。

在建筑工程机电安装深化设计中的应用,能够有针对性、有目
标性的解决此类问题,而且还拥有着宽阔的发展前景。

2.2 BIM 深化设计的主体职责
关于 BIM 机电安装深化设计工作,是由施工承包单位进

1 BIM 深化设计的详细流程

行主导,创建 BIM 设计小组,筹备所需的各项软件与硬件设

1.1 研究原有施工设计图纸,做足准备工作

施,主要完成项目总体的协调与落实,对于 BIM 设计成果质

从施工图纸设计方面分析,建筑机电系统分为电气、给

量必须要负总责[4]。同时深化设计小组的每位成员必须要统

排水与消防等多项系统,因为在机电系统划分时没有对这些

筹各项工作安排,科学协调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

系统的管道、材质、连接形式以及弯头等展开科学设定,此

以及施工单位等,积极组织各方参加机电安装深化设计会议,

类问题是很容易发生的[1]。所以在进行深化设计时,使用 BIM

关于深化设计面临的问题及时制定有效的处理方案,然后由

技术创建三维模型,结合碰撞检查报告,明确所有管线之间

建设单位进行审批,通过之后方可执行。

的碰撞点、状态以及轴网具体位置等有关信息。同时根据高

第三方 BIM 咨询技术队伍,其任务就是创建模型,通过

效性、经济性等基本原则,尽可能的不要在承重构件上建立

对模型校核之后,才可以对模型进行整合,借助于 BIM 技术

孔洞,机电管线要由上至下进行设计,分别是风管桥架与水

完成所有系统、重要位置的合理设计,及时优化与修改管线

管布置,这样才能够提升管线与空间总体使用率。

碰撞等现象,结合深化设计方案对 BIM 模型进行同步更新。

1.2 使用 BIM 技术模拟施工,为管线交叉施工提供指导

施工班组基本负责深化设计成果的严格审核、集成。深

从建筑工程方面分析,如果施工工序发生问题,那么就

化小组成员需要进入施工现场全面分析与把握现实状况,积

需要对管线进行拆改,这样就会严重影响施工工期。而使用

极与 BIM 咨询方进行协作,对建筑工程机电安装的碰撞情

BIM 技术展开施工模拟,为复杂、繁琐的管线交叉施工提供

况、布局情况以及功能情况等进行严格检查。

指导。关于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深化设计中 BIM 技术的有效使
用,需要根据建筑施工现场实际情况,通过反复的修改与不
断完善,从而得出建筑机电安装设计 BIM 三维图,然后进行

此种管理方式,不仅能够控制技术、管理方面的投入,
还能够充分体现出 BIM 信息化管理的作用与价值。
2.3 BIM 建模

准确、科学标注,从而保证设计图纸能够满足施工现场实际

BIM 咨询方要结合设计方所提供的 CAD 图纸完成 BIM 三

操作的具体需要,最大程度上控制施工设计图纸的错误、漏

维建模,设立标高、轴网以及项目样板。同时根据 CAD 图纸

洞、碰撞等有关问题[2]。最后得出 CAD 图纸,如机电安装综

完成建筑模型、机电模型以及结构模型的绘制。由于省实验

合管线的平面图、剖面图等,这样施工技术人员就能够根据

学校工程项目比较大,机电设备十分的复杂。若是设计图纸

图完成技术交底工作,从而为机电安装工作进行指导。

出现了变化,那么通过 BIM 参数化技术,仅仅对构件对应的

2 BIM 技术在辽宁省实验学校赤山校区建筑机电安装深
化设计中的应用
2.1 工程概况

参数进行修改,就能够实现各项信息的自动式更新。
2.4 碰撞检查
以 Navisworks 为例,通过 ClashDetective 工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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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碰撞种类与参数的有效设置。在建筑机电安装深化设计

唯有科学、有效的施工工序才可以保障多工作一起施工,同

过程之中,选择间隙碰撞,不同的专业要进行讨论与协商,从

时彼此互不影响。BIM 咨询方在技术方面存在着局限性,难

而为施工与检修创造更大的空间。使用 BIM 技术完成设计图

以独立解决建模发生的各种技术难题,这就会严重影响模型

纸的预安装,就能够直观、及时的发现设计图纸存在的问题。

质量。基于此,建筑工程所有参与方间的配合是一大挑战。

针对碰撞检查报告,要将各种碰撞问题反馈给负责人,由其
进行修改与完善,一直到碰撞检查没有问题。

3.2 复合型人才缺失
此次工程项目中 BIM 咨询方的工作人员针对建筑机电

2.5 漫游巡视

模型、结构模型的碰撞处理比较难,工作效率比较低,根本性

从传统施工方面分析,进行施工前是难以表现出管线安

原因是：(1)BIM 建模工作人员不具备建筑专业知识,难以有

装成果的,也无法对管线布局情况进行有效评估。而使用 BIM

效理解与把握设计图纸；(2)BIM 建模工作人员关于设计图

三维技术能够在虚拟建筑志宏漫游巡视,完成建筑工程项目

纸的空间意识比较薄弱；(3)BIM 建模工作人员往往对施工

各个位置的直观、有效评估,准确把握所有构件的信息与管

工艺与施工工序不是很了解,建模工作人员和设计工作人员

线设备情况等,从而使施工技术人员更准确的理解与掌握设

需要经常沟通,这就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

计图纸意图,提高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成果。

BIM 技术的推广与使用,需要突破的重要挑战就是复合

2.6 应用效果

型人才的匮乏。目前,在建筑行业之中,同时拥有 BIM 技术与

关于建筑机电安装,使用 BIM 技术进行深化设计,能够

建筑专业知识的综合性人才明显不足,严重影响了 BIM 的推

有效防止发生结构预留偏位与错位问题。尤其是地下室与机
房等管线比较密集、造型十分复杂的地方,结合碰撞检查报

广与实践应用。
4 结束语

告,可以对所有的碰撞点展开逐层、逐项优化与完善,从而科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机电安装灵活多

学、高效使用管线,防止机电安装发生返工、大修等问题,

变,往往需要交叉施工,所以这就加大了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切实提升机电安装作业效率,而且还能够使机电安装管线的

的施工难度。为了能够保证施工工期,节省成本投入,保障工

合理性、规范化、美观化布局。与传统方法进行对比,在建

程建设质量,所以就需要在机电安装深化设计中有效使用

筑机电安装中使用 BIM 技术进行深化设计,不仅能够进一步

BIM 技术。现阶段,BIM 技术仍然处在初步发展阶段,难以实

深化不同专业间的协同性,还能够有效控制设计图纸变更率,

现常态化推广与使用。从本质上分析,BIM 属于一款软件,绝

同时为建筑机电安装作业提供技术性支持,为保证建筑机电

不可以停留于视觉效果层面,必须要落地,而这就需要从不

安装有条不紊的进行提供保障。

同层面进行分析与研究,从而实现施工应用和实际需要的有

3 建筑机电安装深化设计中 BIM 技术应用的挑战
3.1 BIM 深化设计主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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