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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与发展。并且运用到越来越多的工程
领域当中。BIM技术就是信息技术在建筑工程中运用的典型技术,该技术的利用不仅改善了传统建筑设
计刻板、落后的情况,还为建设设计、建筑施工管理提供了更高效、便捷的方法,使建筑工程中的许多问
题都得到了解决与控制。BIM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标志着建筑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现代化技术发
展时代。因此,本文从BIM技术在建筑设计方面的优化利用进行探讨,以期可以不断优化BIM技术与建筑
工程的协同发展,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建设脚步。
[关键词] BIM技术；建筑设计；协同管理；应用方式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expansion of BIM technology to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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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computer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And it is used in more and more engineering fields. BIM technology is a typical
technology us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e use of this technology not only
improves the rigid and backward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design, but also provides a mor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method for construc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any of the problems have
been resolved and controlle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BIM technology marks tha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 era of moder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IM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y country's urbaniz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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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杂。为了确保设计方案的正确性与精确度,需要对工程方案进行

新时期我国建筑工程设计理念不断改变,复杂的建筑结构、

反复的校对论证,以确保后期施工的正常开展,从而实现工程进

多元化的建筑功能以及低碳的建筑设计理念都给设计工作带来

度按计划进行,控制施工造价。不仅如此,BIM技术可应用与不同

了更大的挑战。传统的二维图示设计方式已经很难满足现阶段

形式的建筑工程结构设计,模拟异型建筑结构的稳定性与安

的设计要求。因此BIM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到了我国建筑工程

全性,使设计方案更加科学合理,减少因计划变更与工程返工

中。该技术的利用可以确保建筑设计行业跟随时代发展的趋势,

造成的成本增加。例如：BIM技术可以充分强调建筑工程设计

优化设计思维模式,实现建筑设计的低成本、高效率,同时使现

的适应性与协调性,则可以实现对建筑工程的模块规划与资源

阶段复杂的建筑设计图纸更加精确,三维模型更是强化了建筑

配置,减少人力资源、材料与能源的浪费,从而起到了工程造价

设计的视觉效果与模块设计,从而促进建筑设计的可持续发展。

控制的作用。

1 BIM技术在建筑施工设计中应用的意义

1.2有利于工程建设质量提升

1.1有利于工程建设造价控制

BIM技术的利用在工程质量方面的提升首先表现为在设计

现阶段的建筑工程规模大,功能多,因此设计工作较为复
146

中对空间的综合利用与分析。例如建筑的节能性可以通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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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输入到模型中,对建筑中门窗设计进行模拟,通过数据计算

可以把建筑相关信息组成一套完成的数据系统进行建筑工程建

空间温度、湿度以及通风问题,了解建筑设计的能耗情况,为提

模。例如：在某大型城市建筑工程设计中,BIM技术主要功能是

升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性以及施工质量提供了有效的基础。

完成基于建筑数据的三维可视化模型的构建,从而保证建筑施

其次,工程质量可以通过方案对比,采用最优的计划方案来实现

工的流畅性和质量。因此,在建模过程中,有必要加强对数据准

质量提升。利用BIM技术的建筑工程设计可以对其性能、结构进

确性的控制,以详细完整的施工数据为基础,确保建模的完整性

行测试,量化工程数据信息,建立建筑工程仿真模型,对工程各

和准确性。BIM技术的在建模过程中,可以利用相关软件优化建

行设计方案的利弊进行可视化研究,从而获得更好的设计方案。

筑设计中存在问题,以填补传统建筑设计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建筑工程设计中引入BIM技术并不能完

善的设计模型可以使施工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复杂空间并提高

全解决建筑施工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因此,需要充分发挥BIM技

空间的可用性。在三维模型构造中,简单的三维模型构造不是通

术在建筑工程中的优势部分,分析影响工程建设的因素,不断优

过编辑点、线和曲面来完成的,而是通过使用数据来确定建筑结

化与完善BIM建筑设计模型。

构的细节,例如：门、窗、梁、柱等不同结构构件之间的数据关

1.3有利于工程建设与环境适宜

系。除此之外,完整的设计模型还可以用于设计方案的调整与修

建筑工程与环境协调发展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过

改,在建设过程中只需要输入需要修改的数据信息,并且模型可

程。因此,在建筑工程规划设计阶段,需要充分根据城市总体规

以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快速的存储、分析与诊断,并且获得全新的

划对建筑方案进行调整与改进。例如既有建筑工程的改造问题,

设计方案,不会影响施工进度。

可以通过BIM技术实测建筑周边环境的各种数据参数,尽可能地

3 BIM技术在建筑工程设计中的利用

减少工程施工对环境产生破坏,缩短工程周期、减低施工污染。

3.1建筑模拟

1.4有利于建设设计的效果呈现

建筑工程设计准备阶段中,需要对建设环境以及建筑外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建筑审美也有了更高的要

进行模拟。建筑一次模拟有利于建筑设计团队可以对住宅建筑

求,BIM技术的利用在现代建筑设计中有效解决了传统建筑空间

设计进行二次研究,纠正误差、优化设计方案提高住宅建筑设计

结构、功能与美观性相结合的问题,同时尊重现阶段绿色建设理

质量,并且对建筑形态与环境进行最终模拟。利用BIM技术对建

念,融合低碳环保的施工工艺,促进现代建筑体系的不断创新。

筑物周围地形进行分析,是相关人员检测建筑物周围整体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BIM技术在住宅设计中的应用还需要大量的实践

的基础,可以获得完整有效的建筑物位置变化信息。这一优势使

经验,以便更好地帮助设计师在结构、形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因

得BIM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建筑设计,还可以应用于建筑外部环

此,BIM 技术可以增加建筑设计的观看效果,最大限度地利用相

境的研究。通过建立三维模型进行更详细的环境调查,建筑设计

关空间。通过BIM技术的数字化设计方法,可以展示不同的设计

师可以根据外部因素的变化调整建筑设计方案,从而尽可能避

效果,突出建筑工程的设计效果。

免设计方案中的隐患,实现良好的居住建筑空间规划设计这一

2 BIM在建筑工程设计中的应用要求

过程可以大大减少环境问题对建筑工程造成的影响,同时基于

2.1必须建立完善的数据库

BIM技术的建筑模拟可以有效减少建筑施工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BIM技术在建筑工程设计的综合应用必须有信息数据库的

降低施工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施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支持。建立建筑工程BIM数据库系统,以系统为中心集中技术数

3.2动态控制

据,为参与设计、施工、运行和维护的人员提供基础技术数据库

动态控制是BIM设计的一大优势,相较于传统的手绘设计方

和管理支持。BIM数据库的建立需要企业和部门强有力的技术和

案,想要进行数据修改就要对整个方案进行重新的人工计算,一

资金支持,并且需要全行业与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建筑企业利用

旦出现数据错误将会严重影响设计方案与施工效果。BIM技术对

BIM对所有工程设计进行精细化管理,突破传统工程设计管理的

监控整个建筑工程的施工进度和施工状态都要很好的作用。在

瓶颈,成为ERP项目的重要基础数据源,进一步提升ERP和BIM系

初步设计过程中,建筑设计团队可以利用BIM技术对大量信息进

统的价值。创建数据库需要集成区域或行业中的所有有效数据。

行整合和分析,促进虚拟住宅建筑模型的完善,更好地完成整个

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建筑工程后期施工中的资源配置进

设计过程。在未来的住宅建设中,BIM技术还可以有效监控施工

行集中规划大大提高建设项目的管理效率,实现建设项目社会

状态,将实际施工进度与计划施工方案进行比较,判断实际施工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提高。由此可见,信息数据与BIM技术的

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或遗漏。一旦发现问题,可根据实际施工情

利用息息相关。因此,建立完善的BIM数据体系是利用该技术的

况及时修改,避免影响后续施工的进度和质量。同时,BIM技术还

前提条件,也是促进该技术成本降低与持续发展的基础。

可以根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数据计算建筑材料的价格和施工过

2.2必须具有完整的设计模型

程中原材料的损耗。一旦材料消耗或资本投资过度,就可以有效

BIM在建筑工程技术设计中的应用必须要求具有完整的设

控制。因此,BIM技术在住宅设计过程中的应用可以实现动态控

计模型,这一世准确构建建筑造价体系、统计建筑资源、提高施
工设计效率以及增加施工透明度的基础。通过完善的设计模型

制,有效减少对施工质量和施工成本的监督。
3.3低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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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在低碳设计中的应用,首先是通过对建筑通风、照

最大优势。

明等条件的模拟,实现建筑结构的最优化,是建筑可以充分利用

5 总结

自然能源,减少后期运行中的不可再生能源消耗,这也就降了运

BIM技术的广泛利用为建筑工程设计带来了新的发展与创

行排放,环境了建筑环境污染问题。其次,BIM技术可以通过对环

新。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分析其优势所在,提升对该技术利

境污染、施工污染等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判定建筑工程有害物质

用的积极性,同时强化模型与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分析该技术在

含量。对于不符合绿色建筑标准的设计方案进行二次优化。再

建筑工程中的具体应用模式,是建筑工程设计行业未来发展的

次,在建筑工程设计中,管道设计是十分重要的部分,BIM模拟技

必要基础。

术可以对管道布局和电气设备布局进行清晰展示,避免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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