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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BIM对于提升设计人员的工作效率,减少错误,节约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设计人员应该紧跟时
代发展的步伐,主动探索BIM设计的特点,研究和寻找BIM设计的方法和体系,争取早点实现对BIM技术
的熟练应用。本文围绕BIM技术在暖通空调技术中的应用展开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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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HVAC BIM technology
He Zhou
Chongqing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BI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work efficiency of designers, reducing errors
and saving costs. Designers should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ctively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M design, research and find methods and systems for BIM design, and strive to realize the
proficient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HVAC technolog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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