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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中提供的信息仅供您参考。本文档中包含的框架和指南不应取代您的职业判断。

它们旨在帮助您基于各种潜在应用制定适合您项目需求的框架。本文档中提出的框架和指南并未在所有可能的使用情况下进行检验，可能会随时更新，因此欧特克不对使用本文档产生的后果承担任

何形式的责任。负责部署本文档中提出的框架和指南的人员对应用后果负责。此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为达到预期结果而需要的适当变更和实施，发现和审核与部署相关的其他考虑因素，必要时

寻求适当的专业咨询。不作保证。

AUTODESK, INC.（“AUTODESK”）不对本文档内容在任何用途方面的适用性作任何陈述。本出版物及其中包含的信息由 AUTODESK, INC.“按原样”提供。 AUTODESK 在此否认所有明示或

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这些材料对特定用途适销性和适用性的默示担保、对材料所有权和非侵权性的默示担保。任何情况下 AUTODESK 都不对任何特殊、间接、惩罚性、间接损害或其他损害负责，

包括但不限于丧失使用价值、数据丢失或利润损失；此免责声明适用于各种行为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疏忽和与本文档使用、印刷和展现有关的其他侵权行为。

本文档中的任何信息不应解释为法律意见。如果您需要法律意见，请寻求独立法律顾问的意见。本文档中的内容和使用不构成任何律师和客户关系。

© 2015 Autodesk, Inc. 保留所有权利。除非经 Autodesk, Inc. 允许，否则任何人不得出于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采用任何方法对本出版物或其任何部分进行复制。本出版物中包含的部分复制

材料均征得了版权所有者的同意。Autodesk、 Navisworks 和 Revi t 是 Autodesk 公司和 / 或其子公司和 / 或其附属公司在美国和 / 或其它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所有其他品牌名称、产

品名称或者商标均属于其各自的所有者。Autodesk 有时会就现有或新产品和服务的计划或未来开发工作发表声明。这些声明不代表对产品、服务或功能未来交付的承诺或担保，仅反映我们目前的

计划且可能有改变。发表相关声明后，公司并无义务更新这些前瞻性声明以反映任何情形的改变。

发布者：

Autodesk, Inc. 

111 Mclnnis Parkway 

San Rafael, CA 94903, USA

重要信息 - 务必仔细阅读



4

本 BIM 试点部署工作簿旨在为建筑师、工程师、测量员、土木工程师、承包商和业

主提供建筑信息模型 (BIM) 流程部署以及最佳实践的参考框架。

这是《Autodesk BIM 试点项目快速入门手册》的随附文档。此模板可用于制定 BIM 流程实施计划。每部分都提供有完成此可编辑

模板的指导和示例。

该文档也对每一方的角色和职责、共享信息的细节和范围、相关业务流程以及支持软件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部署工作簿还将帮助您确定项目团队，定义整个项目的关键流程和依存关系，分配角色和职责，以及选择通过协作沟通来帮助降低

项目成本的软件解决方案。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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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试点部署工作簿共分为两部分：

 
 
 

对于建筑、基础设施和施工项目中的利益相关方而言，应用这些框架和建议可能带来的优势包括：

 n 增强项目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n 减少成本超支、工期延迟、范围不清或质量高等问题

 n 确保更快速、更经济、更环保地交付项目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组织性 BIM 计划

帮助公司在组织 

层面实施 BIM

项目 BIM 计划

帮助项目团队在 
试点项目上实施 BIM



6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实施 BIM 对您的组织业务运营会产生很大影响。在该部分中， 

您将会定义组织性 BIM 愿景，包括目标、宗旨以及符合您的整体组织愿景。



组织愿景声明

成为复杂施工项目的首要总承包商，让利用科技应对挑战成为我们的竞争优势。

BIM 增强愿景

BIM 实践通过拓展客户服务，帮助我们公司脱颖而出。

BIM 改变愿景

BIM 使我们有能力参与更多项目竞争。

符合组织愿景

在下表中，列出您的组织愿景声明，并指明您认为 BIM 实施会对此愿景实现怎样的增强和 / 或改变。例如第一行示例。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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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目标
在下表中列出使用 BIM 的目标和宗旨。同时指明您将怎样衡量这些目标是否实现及其目标时间范围。第一行是示例。

BIM 目标 可衡量的目标 实现条件 项目时间范围

改善所有新设备经营管理 获得一个显示所有建筑机电系统信息

的竣工模型

在每个项目或 WO 后，项目团队收集

或更新模型。

2015 年 4 月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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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创作工具

在下面表格中，概括说明您的组织在典型项目中使用的创作工具。查看您行业的关注领域，然后具体说明您的项目每个阶段目前使用

的创作工具。您组织未涉及的行业，保留空行。第一行是示例。

行业聚焦 项目阶段 创作工具

建筑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

4 – 招投标

5 – 施工管理 / 建造

1 – Revit、AutoCAD
2 – Revit
3 – Revit、AutoCAD
4 – 其他（请填写名称）

5 – 无

 建筑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

4 – 招投标

5 – 施工管理 / 建造 

 土木 / 基础设施 1 – 规划和概念布局

2 – 勘测和数据收集

3 – 初步工程设计

4 – 最终设计

5 – 项目文档

6 – 招投标

7 – 施工管理 / 建造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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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聚焦 项目阶段 创作工具

 施工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

4 – 招投标

5 – 施工管理 / 建造

6 – 估算

7 – 规划

8 – 协调

9 – 详细设计

10 – 出图

11 – 提升转换 

 机械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

4 – 招投标

5 – 施工管理 / 建造

 电气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

4 – 招投标

5 – 施工管理 / 建造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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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聚焦 项目阶段 创作工具

 管道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

4 – 招投标

5 – 施工管理 / 建造

 结构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

4 – 招投标

5 – 施工管理 / 建造

 其他（填写） 其他（填写）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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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模型
在下面表格中，概括说明您的组织在典型项目中创建的模型。列出模型名称、模型内容、通常交付模型的项目阶段，以及目前使用的

模型创作工具。您组织不会创建的模型，保留空行；添加您预期需要而没有列出的模型类型。第一行是示例。

模型名称 模型内容 项目阶段 创作工具

协调模型 主要建筑和停车库结构的建筑、结构和 MEP  
组件

设计开发和施工文档 Autodesk Revit

土木模型  Civil 3D 

 InfraWorks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筑模型  Autodesk Revit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结构模型  Autodesk Revit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械  Autodesk Revit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autocad-civil-3d/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infraworks-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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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名称 模型内容 项目阶段 创作工具

电气  Autodesk Revit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管道  Autodesk Revit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模型  Autodesk Revit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协调模型  Navisworks  
 BIM 360 Glue 
 BIM 360 Fiel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竣工模型  Autodesk Revit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案设计模型  Autodesk Revit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navisworks-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bim-360/features/bim-360-glue/all/gallery-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bim-360/features/bim-360-glue/all/gallery-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14

计划分析任务

列出您的组织计划实施的分析工具类型。选择复选框，列出已知工具的名称。对于不是您组织完成的分析任务，保留空行。

分析 说明 推荐的工具

可视化 可视化工具使项目团队可通过三维的方式观看项目的设计或施工，并提供了更精确的最终产品透

视效果。这些工具在提交方案赢取更多业务方面十分有用。

 Autodesk 360 Rendering 

 3ds Max Design

 InfraWorks

 Navisworks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结构化 结构分析工具使用模型来分析建筑的结构属性。结构分析程序通常使用有限元方法 (FEM) 来衡量

所有结构元素的应力。为了结构分析工作准确无误，原始的结构模型工具必须与结构分析工具兼容，

同时原始的结构模型属性数据必须包括关于结构元素的信息。

 Structural Analysis for Revit 

 Robot Structural Analysis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冲突检测 冲突检测分析是对多个模型之间的干涉进行检查。冲突检测应该尽早开始并贯穿整个设计过程，

从而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变动。为了使冲突检测正常进行，项目的模型必须有一个共用参考点， 

还必须和冲突检测工具兼容。

 Autodesk Revit 

 Navisworks Manage 

 BIM 360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https://structuralanalysis.360.autodesk.com/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simulation-family/features/robot-structural-analysis/all/gallery-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navisworks-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bim-360/features/bim-360-glue/all/gallery-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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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说明 推荐的工具

工程量估算 工程量估算分析的目的是利用建模属性数据来自动化或简化工程量估算过程。工程量估算工具

的信息可以导入或捆绑到成本估算软件。为了工程量估算过程工作准确无误，原始的建模者必

须在设计中包括相关的属性信息。

 Autodesk Revit 

 Navisworks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进度 /4D 进度分析让项目团队使用项目模型来分析时间表和施工进度。这个信息用于修改或调整施工进

度。使用工具可以让项目团队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时期的施工情况，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

任何此类系统可以自动与进度工具交互。

 Navisworks Manage 或 Simulat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本分析 /5D 构建 5D 模型可帮助任何施工项目中的各参与方（建筑师、设计师、承包商和业主）直观查看

随时间推移的施工活动进展及其相关成本。以 BIM 为中心的项目管理技术有望极大改进项目管

理以及各种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施工项目的交付。

 Navisworks Manage 或 Simulat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能源 /LEED 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认证 / 能源分析工具有助于项目团队评估可持续性和能源消耗的

设计决策的影响。这个分析工具通常基于主要建筑模型，然后材料和建筑系统的投入可以用来

评价项目的可持续性和能源消耗。

 Energy Analysis for Revit 

 Green Building Studio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navisworks-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navisworks-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navisworks-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energy-analysis-revit/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green-building-studio/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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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技能

在下表中，按照人员类型、每类员工人数和平均技能水平填写组织的当前技能。（换言之，在技能方面，您的组织目前发展到什么程度？）

第一行是示例。

技能 人员类型 / 数量 / 平均技能水平

二维 CAD 设计 行政助理 /5/ 无 
建筑师助理 /37/ 精通 
项目经理 /8/ 初学 
行政 /3/ 无

 二维 CAD 设计

 
 

 三维 BIM 设计

 
 

 可视化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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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人员类型 / 数量 / 平均技能水平

 仿真

 

 分析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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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技能

在下面的表格中，按照人事类型填入所需的技能，各类型人员总数，所需的平均技能水平，和拥有所需技能的人员数量。（换言之，

在技能方面，您的目标是改善哪些方面？）第一行是示例。

技能 人员类型 / 数量 / 所需技能水平 / 该技能水平的数量

二维 CAD 设计

行政助理 /5/ 初学 /0 
建筑师助理 /37/ 精通 /10 
项目经理 /8/ 中等 /2 
行政 /3/ 初学 /0

 二维 CAD 设计

 三维 BIM 设计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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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人员类型 / 数量 / 所需技能水平 / 该技能水平的数量

 可视化

 仿真

 分析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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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培训计划和要求

您目前有人员培训流程吗？（例如，利用教师指导课程、内部培训、参加会议、参加网络广播等）如有，请描述员工接受的培训类型

以及通常采取的培训形式。请同时给出您认为可能需要的培训领域。

系统 参加培训的人员 / 人数

Autodesk Revit 项目工程师 /10  
预算经理 /2  
项目经理 /15

 Autodesk Revit 

 
 
 

 Navisworks Manage 

 

 Civil 3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navisworks-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autocad-civil-3d/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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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计划

您目前采取了哪些支持的类型？请列出针对您目前使用的软件的支持，以及您希望详细了解的软件。请参考下面链接，获取关于支持

服务的更多信息：http://www.autodesk.com/subscription/maintenance。

系统 支持类型 联系信息 支持时间（小时）

Autodesk Revit Autodesk 高级支持 1-800-555-5555 早 9 点 – 晚 6 点

 

组织性 BIM 部署计划

http://www.autodesk.com/subscription/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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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BIM 部署计划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在“试用 BIM 部署”计划部分，您将为项目建立一个计划框架，并探索各类技术的相关信息 

以帮助您更加高效地工作。 

  

 n  方案可以能帮助项目团队在项目的不同阶段创建，使用，再利用数字模型的丰富信息，包括项目设计、施工和运营。

 n   分析工具能帮助团队在建筑建成之前就了解项目施工能力和建筑潜在性能。应用这些分析，项目团队能更准确地选择

建筑材料，了解建筑的能耗和可持续性，和发现预防构件的冲突，例如管道和梁之间的冲突。

 n   协作沟通平台 - 帮助所有团队成员以结构化的形式共享项目信息并加强业务流程。

 
有了这些解决方案，可以在整个开发阶段帮助记录 BIM 数据。在项目设计初期，团队成员可以紧密合作，以便在破土动工前解

决所有设计问题。当项目完成后，团队不会产生大量笨重的纸质文档，而能给业主展示完整的数字模型，这个数字模型能提供更

多管理者需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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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能利用 BIM 部署计划当作一个在项目早期建立项目标准和合作工作的模板。BIM 部署计划将帮助团队为每一个成员定义角

色和职责，该创建的信息和分享的信息，应该用什么样的软件系统。项目团队将能更顺畅地沟通，更高效地计划，从而降低成本， 

让团队在建设的各个阶段都能对质量、范围和进度驾驭自如。

项目描述

输入关于以下项目的重要信息，包括项目名称、业主项目编号、地址、项目描述以及需要建模或不需要建模的项目区域。

项目名称 

业主项目编号 

项目地址 

项目描述 

建模区域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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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协作团队

在下表中列出项目核心协作团队成员。

 联系人姓名 角色 / 职位 公司 电子邮件 电话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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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和宗旨

在下面列出项目中运用 BIM 的目标，并说明检验每个目标和其目标期限成果的方法。第一行是示例。 

项目目标 目标 实现条件 项目时间范围

简化结构钢材采购 在建模流程包含钢供应商，以便于提

早制造

钢准备好，送往施工场地 2015 年 4 月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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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阶段 / 里程碑

在下面表格中，大概描述项目的阶段，估计开始时间和项目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第一行是示例。

项目阶段 / 里程碑 预计开始日期 预计完成日期 项目利益相关者参与

概念化 2/1/2015 4/1/2015 业主、A/E、次级顾问、CM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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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管理员

对于每种要建立的模型类型，在下面表格中为项目列出模型管理员。这在计划审核会议时会很有帮助。

利益关系者公司名字 模型管理员名字 电子邮件 电话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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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模型

在下面表格中，描述了在一个典型的项目中创建的模型。列出模型名称、模型内容、交付模型的项目阶段、模型编写公司以及所使用

的模型创作工具。您的项目不会使用或创建的模型，保留空行；添加您预期需要而没有列出的模型类型。第一行是示例。

模型名称 模型内容 项目阶段 编写公司 创作工具

协调模型 主要建筑和停车库结构的建筑、

结构和 MEP 组件

设计开发和施工文档 ABC Designers Autodesk Revit

土木模型

建筑模型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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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名称 模型内容 项目阶段 编写公司 创作工具

结构模型

MEP 模型

施工模型

协调模型

竣工模型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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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文档

在下面表格中列出合同文档需要包含的模型。 

项目合同文档包含的模型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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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分析计划

对于项目中每个分析类型，都要列出用于分析的模型、执行分析的公司、文件格式要求、预计项目阶段、分析工具。如果有其它关于

分析的特别说明，在“特别说明”列做个标记并在下一章节的“特别说明”的表格中列出详细说明。 

分析 分析工具 模型 分析公司 项目阶段 文件格式要求 特别说明

可视化

结构化

冲突检测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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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分析工具 模型 分析公司 项目阶段 文件格式要求 特别说明

工程量估算

进度 /4D

成本分析 /5D

能源 /LEED

日照 / 采光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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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 模型命名约定

如果有一些文件有特别的命名需要，可以在下面表格中列出。如果您目前有记录在案的现有命名约定，请在下表中输入相应信息。 

第一行是示例。

文件类型 命名约定

进展照片 地点、连字符、公司简写、连字符、说明（如 Parking deck-ABC-Cracking）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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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审查

您项目的审查流程是什么？在下面表格中列出审查模型、审查者（内部或外部）、审查开始日期和完成日期、以及答复设计审查注释

的天数。第一行为示例。

模型 审查公司 估计审查开始日期 估计审查结束日期 公司答复天数

方案设计模型 ABC 业主 
Acme 承包商

1/21/2015 2/11/2015 14 天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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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施工管理业务流程

在下表中，列出项目团队计划使用的模块，包括任何特殊说明和流程。

其他要使用的业务流程模块 说明 推荐的工具

施工场地利用规划 (CSUP) 使用 BIM 模型评估施工流程多个阶段中现场永久和临时设施

的位置。

 Autodesk Revit 

 Navisworks Manage  

BIM 360

项目审查、进度、可视化  Autodesk Navisworks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量化  Autodesk Revit 

 Navisworks Manag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场管理  BIM 360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出图  AutoCAD Civil 3D 

 Point Layout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navisworks-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bim-360/features/bim-360-glue/all/gallery-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bim-360/features/bim-360-glue/all/gallery-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navisworks-family/overview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bim-360/features/bim-360-glue/all/gallery-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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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模型

在下表中列出竣工模型包含或不包含的项目。

竣工模型包含的项目 竣工模型不包含的项目

[列出将包含在上述模型中但又超出详细分析计划中指定的详细级别的特殊项目 ] [ 列出将从上述模型排除但又超出详细分析计划中指定的详细级别的项目 ]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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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协作

选择您将使用的组件和特定软件，并在下表中列出以便参考。

软件组件 模型 软件系统 版本

4 模型创建 建筑设计

4 模型创建 土木设计

4 模型创建 结构设计

4 模型创建 MEP 设计

4 模型创建 协调

4 模型创建 施工

4 模型创建 竣工

4 模型集成

4 模型调整

4 模型可视化

4 模型定序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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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组件 模型 软件系统 版本

4 模型工程量估算

4 协作通讯和交流

4 文档管理

4 设计管理

4 投标管理

4 施工管理

4 成本管理

4 设备 / 运营管理 竣工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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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AEC 提要

使用 Autodesk AEC 提要在 iPad 上了解最新 AEC 行业新闻和趋势。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autodesk-aec-feed/id736773898?mt=8

了解 Autodesk BIM 解决方案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BIM 中心

http://www.autodesk.com/solutions/building-information-modeling/overview

Beyond Design 博客

http://beyonddesign.typep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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