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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在建筑生命周期—从设计、施工到运

营和维护—的经济价值经常通过测量投资回报率来衡量，简称

ROI。

随着BIM流程在整个建筑生命周期的加速普及，投资回报在技

术决策中所占的角色正在转变。

Autodesk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表明，领先的公司寻求一种更细

致的投资回报分析来支持投资和创新战略。

衡量 BIM 的价值：实现战略投资回报



设计、施工和建筑生命周期管理的价值和 BIM 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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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BIM 技术出现以来，采用了 BIM 的公司都寻求通过

量化和质化因素了解技术和软件转型的影响。随着BIM 

采用率继续加速，设计和施工行业可以获取数十年的经

验，实现BIM的价值和财务影响。投资回报分析的长期

历史和可信性使其成为许多资本或劳动密集型商业投资

（如BIM采用）之前的必要评估步骤。1

然而，尽管一些公司会计算投资回报率，从而评估与流

程变更相关的经济效益，但是其他公司则发现进行这一

计算过于困难或耗时。许多公司表示，严格的经济经济

效益评价经常受到项目复杂性和独特性的挑战。

对于其所有优势，投资回报分析通常无法反映对项目或

公司非常重要的无形因素，如避免的成本或提升的安

全。此外，核算和跟踪投资回报所需的系统和员工配置

非常耗时昂贵。计算BIM投资回报没有行业标准，许多

公司都未采用任何一致的测量实践，尽管对此感兴趣并

相信BIM投资决策的潜在价值。2

1 有关计算投资回报的不同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 A

2  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2012) 和附录 A 中的“Autodesk 2013 BIM ROI Customer Percep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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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BIM在建筑设计和施工行业经济影响充满挑战，吸引了极大的研究

关注。除了通过调查访问3行业对衡量投资回报的看法之外，研究还包括

详细查看案例研究项目4的财务结果，并深入研究特定企业计划5。这一

工作包括了涵盖整个项目生命周期的 BIM 投资回报的调查深度，检查各

种建筑类型，考虑不同的 BIM 体验级别并寻找各种计算方法。

对于投资回报价值的坚信和计算设计、施工和建造运营 BIM 的投资/回报

率之间的紧张关系，行业领导者该如何应对？

为深入了解这一问题，Autodesk最近与两家独立研究机构签订合同，参与

到与处于 BIM 应用不同阶段客户的对话中：King Brown Partners, Inc. 和 Scan 

Consulting。

3 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2012) 和 Bercerik-Gerber and Rice (2010)

4 Azhar et al (2008)、Shen and Issa (2010)、Giel and Issa (2013) 和 Bryde et al (2012)

5 Barlish and Sullivan (2012)、Giel et. al (2010)、Giel and Issa (2013)

设计、施工和建筑生命周期管理的价值和 BIM 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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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utodesk BIM ROI Customer Perception Study6的第一

阶段，King Brown Partners 和 Scan Consulting 对美国设

计、施工和房地产开发和运营的业内专业人士进行了28 

次详细的电话访问。

除了本研究之外，在巴西圣保罗和和美国召开的主管圆

桌会议还为调查提供了数据。与会者的回答做混合处理

以保持匿名。

BIM ROI Customer Perception Study  
受访者个人资料

53%  
设计

7%  
业主

29%  
建筑商

11%  
交易承包商

6  Autodesk BIM ROI Customer Perception Study,  
King Brown Partners and Scan Consulti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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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投资

•  技术平台（硬件、网络、存储和云能力）

• 软件能力（许可证、订阅）

• 培训/再培训

• 通信、数据共享基础设施

• 工作场所改造

项目特定成本 

• 项目管理适应

• 工作流程中断

• 团队流程变更

• 适应数据/模型需求

战略支出

• 规划计划

• 标准制定

• 监控、记录、测量影响

• 自定义、创新

•  其他职员总数和/或新角色（例如，BIM 经
理、IT 支持）

• 领导层和文化投资

投资回报因素—投资和收益

计算投资 
结合起来，这些调查提供了相关投资元素的全面列表，以及公司

可能获得并可结合到投资回报的经济计算中的好处。

Autodesk BIM ROI Customer Perception Study 访问表明，公司了

解采用BIM后的相关成本。然而，单独对BIM投资成本核算或跟

踪BIM投资的实践，与将BIM作为整体业务运营进行成本核算极

为不同。

随着公司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项目使用扩展，针对BIM的应用投入

会在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用点也各不相同。投资的持续时

间可能不同，尤其对于目的在于改造业务的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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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三种BIM投资类型： 1) 用于实施技术的启动成本；2) 定制特定项目创

新的费用；和 3) 支持企业战略业务转型的长期支出。

          启动成本

在启动阶段，技术投资被超过50%的调查受访者认为是显著支出，但仍被视为

保持竞争力和业务运营必不可少的费用。正如一家建筑公司的副总裁助理所

述，“与传统CAD工作相比，BIM工作需要更高计算性能和更高网络性能，这一

性能就会产生成本。”

直接人力费用被视为任何项目的最大部分，但不认为对以BIM为主的项目或传

统CAD项目的来说有明显不同。公司意识到他们还必须在投资计算考虑专业开

发成本，这包括使用BIM产品的初期培训和针对新工作方法的进一步指导。

专业开发成本，包括使用 BIM 
产品最初培训的成本以及新工

作方法的指导，还必须在投资

计算中予以考虑。

投资回报因素—投资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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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评审BIM时，我们知道培训Revit员工将需要大量投资—如何使

用和如何高效使用。这是整个提升时间，每个人的进度都比AutoCAD 

Architecture 更加缓慢，”合同经理/开发人员表示。

 
为项目定制 BIM 的成本 

随着项目使用BIM的激增，32%的调查受访者表示，他们需要额外人

工投资，为公司流程定制BIM（例如，增加BIM经理，更多IT支持）。

一位电气承包商表示，“如果这个行业还有需要意识到并尝试改变的

问题，这就是保持专业知识与技术进步的速度同步。”

投资回报因素—投资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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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长期的支出 
 

公司层面的更加长期的战略支出，如投资于标准开发或本地化是成本核算的

一部分。然而，很难量化此类成本。同时，公司发现核算某些成本充满了挑

战，如采用和早期实施期间的工作流中断和低效。必须考虑变更内部流程所

需的精力—换句话说，在设计开发流程早期集成数据和信息到模型，或在施

工前结合建模—以构建完整的投资计算。

公司发现核算某些成本非常困

难，如采用和早期实施期间的

流程中断和低效率等。

投资回报因素—投资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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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好处 
案例调查研究和 Autodesk BIM ROI Customer Perception Study 确定了支

持财务回报计算的许多好处。7实际上，所有接受调查的Autodesk客户

都同意BIM代表了建筑设计方式的改进，为项目贡献者和整个项目生命

周期的所有者带来一系列好处。

“这并不是财务决策，而是有点像，‘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希望

发展并保持竞争力，我们必须这么做。’”一家建筑公司的副总裁表

示。“对于业主来说，这就是以更快的速度建造更好的建筑。医院越快

投入运营，它所获得的收入越多。没有人仅出于好玩而建造建筑，”一

位设计师表示。

7 McGraw Hill (2007-2012), Barlish and Sullivan (2012), Qian (2012). 
   Bryde et al (201103), Bercerik-Gerber and Rice (2010).

投资回报因素—投资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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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BIM 投资回报的看法考虑了三个维度：

组织维度— 
在项目层面还是公司层面都核算BIM应用的好处 

利益相关者维度— 
公司在项目生态系统所占据的特定角色 

成熟度维度— 
团队和公司BIM经验深度

通过跨这三个维度考虑BIM采用和投资回报评估，公司可以更好地了解

如何战略性组合测量和技术创新，从而指导BIM成熟度提升。

“BIM让

我们能够保持

市场地位，随着

其他公司采用BIM，

我们希望能继续保持

竞争力。我认为，我们

增强了市场地位，增加了

市场份额，同时为完成我们

知道如何完成的项目做好了准备。”

– 设计公司主管

投资回报因素—投资和收益



BIM 投资回报的业务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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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的组织维度

项目层面

在公司决定将业务迁移到到BIM后，采用的推动因素建立了重要的目标，这会影响追求和实现回报的方式。

在一些案例中，接受BIM投资回报调查的采访的客户表示，对BIM的采用是由客户对项目的要求推动。

在这种案例中，公司可能寻求完整BIM项目所带来的成功和盈利。正如一位建筑专业人士所说的那样，“我们

拥有一位出色的客户，他愿意成为整个协作努力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说，‘好吧，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同时，与这一业主之前的早期项目相比，它 [BIM] 允许我们提前数月完成计划。”

一家交易承包公司的副总裁表示，“BIM带来的巨大好处是，业主可提前三到四个月获得建筑。当您的项目

需要快速投入市场时，这对整个行业都是巨大的好处。”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BIM 的组织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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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客户报告BIM提供了项目层面的可行、可以量化的好处如更

少的信息请求以及更难量化的无形好处，但包括高效追求和分析其他

设计选项的机会，并通过参数设计改进创造项目价值

    减少浪费并降低风险

“我们看到，使用BIM设计为结构钢的设计、施工和安装带来了极大费用

节省，使得我们不仅强制要求使用BIM，而且还为一家制造商设立了国家

帐户，该公司将BIM用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所有钢结构，因为费用节省如此

之大。” 

  提高设计质量

“我们看到，通过这一超级增强的协调，我们的总变更单率从占施

工成本约2.5%降至占施工成本约1.6%。这极大缩短了我们的施工

时间并减少了困难。” 

– 一家建筑公司的主管表示。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BIM 的组织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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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错误 

“我预期能够包含更多人力成本，同时以更少错

误更快地完成项目。随着专业成熟，我们的BIM 
应用将用于处理集成项目交付项目，因为我们可

以吸收软件学习曲线以及不同风险模型的心智学

习曲线。我认为长期好处是，它让我们完成那些

希望经济、高效完成的工作。”

– 一家设计公司的主管

   增加客户、设计和施工团队了解和沟通

“我们使用直接由软件生成的动画，向400位成员

展示了设计。展示之后是提问时间，我准备度过

一个非常漫长的夜晚。他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展示

的问题，然后说‘这太棒了。我们知道可以获得

什么东西。让我们开始建造吧。’”

   通过高效使用资源、改进安全和准确时间表，从

而改进项目交付 

“排名第一的积极影响：减少诉讼和索赔。排名

第一，轻而易举。”

– 电气施工承包商

   加速法规审批和许可，降低风险

“项目在于降低风险，我认为BIM是一个能够帮助

我们降低业主风险的工具，为设计师、承包商和

客户带来更好的项目，因此非常关注它。”

– 一家建筑和工程公司的高级主管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BIM 的组织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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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层面

随着扩展BIM应用到多个项目或作为业务战略扩展BIM的使用，必须扩展投资回报概

念以结合公司层面的好处，如与新客户合作的机会。在整个BIM投资回报调查期间，

受访者都提到工作流和团队能力的企业改进。正如一位建筑师提到的那样，“使用 

BIM的净费用收入会更高。现在，我们完成相同的工作仅需600人，之前的这一数字则

需要650人。”

其他好处包括员工能力的提升和人才的保留。一位建筑师声称，“我无法想象现在的

应届生还会希望到不大量使用BIM的公司工作。我们经常在办公室招聘或雇用时看到

这种情况。”  

业务模式扩张机会，质量保证或模型开发等新的服务业务也是公司层面的好处。随着

越来越平稳集成数据到设施运营和维护，数据丰富的模型为公司提供持续服务给客户

的机会。

随着数据更加平稳集成到

设施运营和维护，数据丰

富的模型提供了机会，以

提供持续的服务给客户。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BIM 的组织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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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层面的回报很难仅归功于BIM采用。如果公司继续跟踪传统指标方面的业务健康程度，如盈利、风险系数、索赔/

诉讼数量、赢得或失去的项目或关键客户的重复业务，则很难将BIM对这些量度的实际影响与其他因素分开。 

一位承包商表示，“更好的结果所带来的改进机会等因素往往更难测量。很明显，当您出色完成业主项目，团队和结

果都很好时，他们总是希望再次与您合作。”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BIM 的组织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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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第二个BIM投资回报因素是利益相关者维度。接受调查的受访者都表示，基于他

们在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BIM的回报评估都不同。是否将BIM作为设计、

施工或运营工具会影响其看法。 

这与早期的研究一致，该研究确定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价值的观点。例如，业主

倾向于考虑多方沟通、改进项目流程和结果作为最大好处。

而建筑师和工程师则优先选择生产力和沟通。承包商将生产力和更低项目成本列

为首要BIM好处。“消除返工对于我们行业来说是容易实现的目标，”一位承包

商表示。

“我们能够实际看到天花板，找出它是什么，出现什么冲突并完全修复，而不是

被迫在现场修复。”

下图（参见下一页）整合了 2013 年 Autodesk ROI 研究项目的单个回复。

8 McGraw Hill Construction (2012)

业主倾向于将多方沟通、并

改进项目流程和结果视为

BIM的最大好处。

承包商将生产力提升和降

低项目成本视为BIM的首要

好处。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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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施工 业主

BIM 采用 普遍 涌现并越来越受到重视 许多公司都指定 BIM，但是很少主动
使用或完全了解它

主要优势 改进与项目贡献者的协作

更少返工，更少变更单

减少/消除大量变更

改进施工管理

非常适合量化和材料统计

可以缩短完成整个项目的时间

允许更加高效进行管理、运营和升级

关联成本 需要更多时间完全填充模型

设计师可以花费更多时间探索设计 
替代方案

需要业务流程变更并进行技术投资才
能完全实现

当前不确定软件之外的投资

投资回报兴趣 如果与是否使用 BIM 的决策关联， 
不太有用

对了解隐藏成本以及可能的收入机会
感兴趣

不直接相关，因为 BIM 决策通常不由
他们做出

感兴趣并需要教育以从 BIM 设计资产
获得最大好处

BIM 展望 在此停留。让工作更加复杂，但代表
了“要做的正确的事情”。

欢迎要应用到所有项目的改进 对项目贡献者的重要潜在的、不断增
长的标准方面的要求

利益相关者角色如何影响 BIM 的评估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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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似乎对投资回报计算更感兴趣。正如一家建筑公司的主管表

示，“很明显，为业主带来的好处是施工期间避免了变更单。这为施

工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从消除返工到提高安全—我们能够为业主提供

竣工模型，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

设计师和业主都对投资回报作为更深了解业务机会的方式感兴趣。

许多早期采用BIM的设计公司都认为，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强制要求使

用BIM的公共实体提供服务。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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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投资回报的成熟度维度 

应用投资回报的第三个维度是BIM经验层面。从二维移动到初始BIM实

施时，公司会计算投资回报以确定技术投资是否值得。然而，一旦公

司经过BIM采用的最初阶段，投资回报计算就会转到使用更加细致的工

具，以评估链接到公司战略的特定计划。

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同的BIM体验级别和投资回报之间存在相关性。大

部分高成熟度BIM用户都报告了高投资回报，然而在低成熟度BIM用户

中这一比例仅为 20%。9

“迁移BIM的巨大成本在于将好的工具放到经验丰富的设计师手上。经

过培训后，这些经验丰富的人员可在相同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一位

设计公司的主管表示。

9 McGraw Hill Construction (2012)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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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BIM经验丰富的客户都报告，他们采用了内部实践

以检验经验，评估公司能力并激励员工发展必要技能。

政府制定政策鼓励BIM采用的地区（如英国）经常会正

式定义经验或成熟度级别，以提供透明度并推动参与以

增加复杂程度。10随着公司从一个成熟度级别发展到下

一个成熟度级别，不同的量度提供了量化回报反馈。

10 BIM Industry Working Group (2011)

BIM ROI Customer 
Perception Study  
测量实践

(Fig. 3).

54%  
测量

其他因素

7%  
测量过去的 
投资回报

21%  
当前测量                  
投资回报

18%  
否

测量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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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成熟级别更高的受访者实际上倾向于认为投资回报更难衡量。为投

资回报应用了最严格方法的7%经验最丰富的公司已经彻底转型到基于

模型的流程，不再认为BIM收益评价对于决策非常关键。

一位建筑BIM经理对BIM使用的成熟阶段评论如下：

“数年来，我们主要计算单个项目的投资回报，因为我们仍处于尝试验

证BIM的阶段。在分析了超过100个项目后，我们发现项目的投入回报

为三到五倍。最终，我们意识到这是投资回报。现在，我们认识到这是 

BIM的价值。”

BIM 投资回报的利益相关者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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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和沟通
 •  充分理解项目设计范围

 •  更高质量的设施、更少保修问题

 •  设计效率、参数化、协调一致的文档

 •  基于模型的能耗和可持续性分析

  范围控制
 •  优化整体设计时间

 • 更少、更简洁的 信息请求、附加 ASI
 •  更少的设计变更单

 •  更少的业主变更

  施工前
 •  为 GC、分包商、检查员提供更加轻松、 
  更快的可视化

 •  三维与四维可视化物流/排序效率

 •  有序、高效文档管理

 •  更快、更加准确的报价

 施工工作流
 •  团队规模、重心

 •  降低印刷、包装、复制、运输/收货、      
  分配成本

 •  降低总承包和分包商的一般条件

 •  缩短项目计划

 •  降低价格、分包商的更少预期风险

 •  预制和即时交货

 •  改进现场安全、控制、调查、成员跟踪

  运营/维护
 •  更早证明 
 •  改进交接流程

 •  支持维护效率的数字设施信息

公司和生态系统实现了 
什么 BIM 好处？

随 着 其 努 力 进 行 协 作 流 程 变

更，Autodesk在与全球设计、施工

和客户团队的交谈中了解了单个

公司好处，以及从业务系统获取

的机会。要应用投资回报分析到

技术应用决策，公司需要对从施

工前到运营获取收益的机会进行

评估和排序，从而从基于设定目

标BIM的诸多好处中获取回报。

量化流程变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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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建议了与潜在好处目标关联的量度示例，公司可将其应用到评估进程和投资

回报。成本节省或工作量减少可辅助核算。

例如，在寻求施工阶段“团队规模和重心”带来的“高效使用资源”的项目结果

中，公司可能同意增加BIM团队的专业性。为了提供战略有效性的反馈，公司可

按阶段跟踪为特定任务投入的时间，并将指标与可比项目的基准进行比较。

或者，团队可能将BIM好处定位为范围控制类别的“更少、更早和更加简化的 信

息请求”。可将定义模型开发责任和级别的流程变更与跟踪 信息请求与响应所投

入的时间相结合。

可以通过分数跟踪“项目设计范围了解”或“业主舒适程度”等量化因素，该分

数通过预先确定的方法评估，如在项目计划关键点的进行员工和经理问卷调查。

“社会方面，改进交付方法和减

少诉讼是巨大、长期的好处。

此外，创新的机会较我在 30 年

施工经历中看到的都多。随着我

们将创新融入传统流程并整体

改进，我们有机会获得长期好

处。”

– 一家交易承包商的技术总监

量化流程变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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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沟通 流程变更选项 预期成果 潜在的回报估算

充分理解的项目设计范围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共享三维模型和数据 设计和施工投标反映出准确的范围，       
同时范围和几何更加稳定

节省：更少范围变更和更少交易承包商拖欠

更高质量的设施、更少保修问题 使用施工装配说明澄清安装要求 支持施工效率的设计；错误更少的设计 节省：更短整修清单和更少召回。保修索赔成
本和其他设施管理问题。

时间节省，成本避免：解决错误

设计效率、参数化协调一致的文档 在所有文档中自动反映一个工作表中的变
更，更早更全面的协调，不同工作表之间
的一致

设计替代方案生成和协调的效率 时间节省：开发设计、文档、协调花费的时
间。更少的变更单和返工。

基于模型的能耗和可持续性分析 快速高效的能耗、日光、风能、舒适、交
通、LEED 计算与可视化 

实现能源效率、可持续性要求 时间节省：设计所花的时间；可比能源成本。
能源节省。

范围控制      

整体设计时间 开发其他设计替代方案的机会 提高质量、客户和住户满意度 质量价值：客户和住户满意度调查；项目识别

更少、更简洁的 RFI、附录 ASI 制定联合模型策略，澄清责任、               
细节水平、互操作策略

高效使用资源、专业知识。                      
更少延迟等待信息。

时间节省：投资用于回复 RFI 的时间；         
RFI 数量

更少的设计变更单 更少信息请求- 生成的变更单；                
更少现场问题

更加深入的设计了解；解决可施工性问题
的能力

时间节省：现场重新设计所花费的实际。     
节省：更少返工

更少的业主变更 增加业主/客户沟通以澄清项目范围和方法 业主在进度和计划方面的舒适水平 质量价值：业主/客户反馈

表 1a：映射到流程变更、结果和测量的 BIM 好处

量化流程变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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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 流程变更选项 预期成果 潜在的回报测量

为 总包、分包商、检查员提供更加轻松、更快捷的
可视化

更加广泛的帮助利益相关者获取各种项目视图信息 增加对项目细节的了解 可交付成果价值：创建、采用的可视化；利
益相关者评估可视化实用性

三维与四维可视化物流/排序效率 测试并明确施工方法、安全和系统的物流和顺序 改进设计和系统的了解；施工现场效率 评分的价值：设计和系统了解和反馈

节省：减少的返工

有组织的、高效的文档管理 使用数字标记、注释、评审召开电子会议 高效使用专业员工 节约小时数：投资到记录决策、沟通的时间

更快、更加准确的价格 建立评估实践，自动化估计计数 分析更多选项；增加估计准确性；高效使用
资源

节省：减少价格波动和浪费的资源

施工流程      

团队规模、重心 增加 BIM 团队的专业性 高效使用资源、专业知识 节省的时间： 
按阶段投入到特定任务的时间

降低印刷、包装、复制、运输/收货、分销成本 减少对纸质可交付成果的关注 高效文档和信息传输；团队都知道当前作业
范围

节省：复制和运输/接收成本

降低 总包 和分包商的一般条件 通过准确预演减少偶然性 高效使用资源、专业知识 节省：范围变化，避免成本

项目时间的缩短 减少对文档范围波动的依赖性 降低风险，减少返工。 节省：时间可变财务成本金额

降低价格、分包商的更少预期风险 模拟工位重叠和顺序的流程 减少索赔和留置 节省：更低的投标、索赔和留置价格

预制和即时交付 数字监控供应链和材料 计划时间线，实现早期投入 节省的天数：里程碑成就 （+/- 天）

改进现场安全、控制、调查、成员跟踪 改进规划，增加监控 可预测性，降低风险 节省：布局和控制节省，现场问题，事故

运营/维护
     

提供更早证明 消除冗余事物进入现场的管理需求 计划时间线，实现早期投入 节省：需要二次设施，交接费用

改进交接流程 更加高效地交付信息给业主

支持维护效率的数字设施信息 更加高效的数据互操作性，简化业主设施管理转换 数据转换 小时数：构建设施数据存储的人工

节省：更低的维护成本

表 1b： 反映到流程变更、结果和评价的 BIM 好处

量化流程变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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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BIM投资回报检查表明，部署了BIM的公司发现，尽管准确计算存在挑战，但核算其BIM投资的回报是非常重

要的工作，相关性超出确定是否采用技术创新。对于参与研究的客户而言，75% 的受访者表示公司正在量化评

估BIM的影响。然而，仅 21% 的受访者准确核算了投资回报。其他的公司测量了其他因素，如使用更小团队或

更短计划完成项目的能力。

一旦实现了第一级成熟度，公司仍对应用投资回报进行特定BIM改进的评估感兴趣。有兴趣的是，在发展到更

高一级的BIM成熟度后，所提到的7%的公司超越了计算BIM投资回报的需求，这回应了技术在普遍使用后会变

得“视而不见”的观察。

 

定位好处、跟踪随时间变化的投资和测量回报等实践帮助公司明智地选择技术/流程计划产品组合，并计

划战略业务变更。此外，公司认可投资回报分析可以一种是优化业务流程的内部战略工具，或用于展示

新方法的潜在价值给内部团队、经理或员工小组。

战略投资回报—结论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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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深厚BIM经验的公司发现，随着具有影响的团队越来越意识到以

BIM为主的项目交付好处，并抓住建筑运营和维护的流程变更潜能，

细致、复杂地应用投资回报分析正成为与建筑业主成功合作的因素。

服务提供商了解，战略应用投资回报分析可展示能力给客户，通过以

数据为主的决策提高价值，同时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差异化服务。

通过制定战略性BIM投资回报实践，公司领导者可以塑造流程变更—

测量、基准、以可访问的格式保留信息进行比较并持续评估关键绩效

指标。与仅仅是可行/不可行决策机制不同的是，战略投资回报原则

支持流程变更计划和改进业务绩效的优先级排序和内部社交化。

战略投资回报—结论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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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为业务领导者提供了建议和框架，从而设计优化战略，从

初始BIM采用到更加复杂的成熟度级别。11公司的重要战略因素包括

员工能力，协作文化和团队的能力。通过采用投资回报分析以评估

目标在于改进个人和团队绩效的BIM计划，公司可以优先进行提高组

织效率的投资12，支持可持续业务改进或实施模型以评估BIM成熟度
13并增加能力级别。14

在BIM投资回报三个维度内制定公司方向建议了一组极具前景的初步

实施量度，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在路线图。

11  Qian (2012)
12  Lawler III and Worley (2006)
13  国家 BIM 标准 (2012)
14  Succar (2009)

战略投资回报—结论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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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认识到投资回报核算和评估实际上存在差异是普遍现象。尽管 21% 接受调查的公司致力于基于投资回

报的BIM决策， 53% 的受访公司希望应用投资回报到BIM ，但充满挑战，而 7% 的经验丰富的公司已经

超越投资回报的预期。

随着您的公司扩展BIM的使用到新领域，采用投资回报分析以帮助内部和外部人员及客户评估不同选项

的价值。

随着您的公司为启用BIM的服务制定路线图，为BIM的回报搭建三维框架—组织、利益相关者和成熟度。

为当前项目启动内部评价机制，为投资回报和BIM成熟度演进创造必要的平台。

战略投资回报—结论和要点



下一页返回36

•  Gallaher、Michael P.、Alan C. O’Connor、John L. Dettbarn、Jr., and Linda T. Gilday，“美国资本设备行业的不充分互操作性带来的成本分析”，2004 年 8 月
• Love, P. E. D., et al. (2013)。 “从验证到评估：为资产业主进行建筑信息建模。“施工自动化 35(0)：208-216。
• 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BIM在北美的业务价值：多年趋势分析和用户评价 (2007-2012)”http://bit.ly/ViCIzO。

• 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SmartMarket报告》：BIM 的业务价值，”2009 年 7 月
•  Neelamkavil, J. and S. Ahamed，“以 BIM 为主的施工项目的投资回报。“IRC-RR-324，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 (2012)                                                                                              

http://nparc.cisti-icist.nrc-cnrc.gc.ca/npsi/ctrl?action=shwart&index=an&req=20374669&lang=en
•  Qian, Ang Yu, “BIM 对多学科项目管理的好处和投资回报”，新加坡国立大学，2012 年 3 月                                                                                                                                    

http://www.icoste.org/wp-content/uploads/2011/08/Benefits-and-ROI-of-BIM-for-Multi-Disciplinary-Project-Management.pdf
•  Sen, Salih “BIM/VDC 对投资回报的影响；为施工项目的费用节省和投资回报计算开发财务模型。”M.Sc.理论、房地产和施工管理，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 Succar, B., Sher, W., & Williams, A. (2012)。 衡量 BIM 的性能： 五个指标。 建筑工程和设计管理，8(2), 120-142. doi:10.1080/17452007.2012.659506
• Succar, B. “BIM 性能测量的五个组件” https://www.academia.edu/227815/The_Five_Components_of_BIM_Performance_Measurement

附录A： 衡量 BIM 参考文章的价值



下一页返回37

• Barlish, K and K Sullivan。“如何测量 BIM 的好处—案例研究方法”施工自动化，第 24 卷，2012 年 7 月第 149-159页，ISSN 0926-5805，                                                          
http://dx.doi.org/10.1016/j.autcon.2012.02.008。

• Berman, K., et al. (2013)。财务智能：了解数字真正意味着什么的经理指南。 Boston, Mass.，《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

• Best, R. 和 G. De Valence (1999)。建筑价值：预设计问题。伦敦, Arnold。
• Best, R. 和 G. De Valence (2002)。设计和施工：建筑价值。牛津；波士顿，Butterworth-Heinemann。
• Best, R., et al. (2003)。 工作场所策略和设施管理。牛津，Butterworth-Heinemann。
• BIM 产业工作组。 (2011)。 “政府施工客户小组建筑信息建模 (BIM) 工作组战略书”内阁。                                                                                                                                        

节选自http://www.bimtaskgroup.org/wp-content/uploads/2012/03/BIS-BIM-strategy-Report.pdf
• David Bryde、Martí Broquetas、Jürgen Marc Volm。“建筑信息建模 (BIM) 的项目好处”国际项目管理期刊第 31 卷第 7 期，2013 年 10 月第 971-980 页，ISSN 0263-7863， 

http://dx.doi.org/10.1016/j.ijproman.2012.12.001。
• Becerik-Gerber, B and S Rice。 “建筑信息建模在美国建筑行业的认知价值” ITcon Vol. 15 (2010), pg.185。
• Fitz-enz, J. (2009)。 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测量员工绩效的经济价值。纽约，AMACOM。

• Gallaher、Michael P.、Alan C. O’Connor、John L. Dettbarn、Jr., and Linda T. Gilday。 “美国资本设备行业由于不充分互操作性带来的成本分析””2004 年 8 月
• Giel, B and Raja R.A.Issa。 “BIM 投资回报”建筑信息

• 建模期刊；2011 年春季

• Giel, B. and Raja R.A. Issa (2013)。”在施工中使用建筑信息建模的投资回报分析” J. Comput. Civ. Eng., 27(5), 511–521.
• Giel, B. and R.R.A. Issa and S. Olbina (2010)。 “施工中的建筑信息建模的投资回报分析” W. TIZANI (Ed.)，国际土木和建筑工程计算会议 (ICCCBE) 2010，诺丁汉大学出版社，英

国诺丁汉，第 153–158 页
• Lawler, E. E. and C. G. Worley (2006)。 促进变更：如何实现可持续组织效率。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Jossey-Bass。
• Love, P. E. D., et al.(2013)。“从验证到评估：业主进行建筑信息模型。”施工自动化 35(0)：208-216。
• “医疗保健设施编程的 BIM 实施案例研究” ITcon 第 13 卷，BIM 使用的特别问题案例研究，第246-257 页，http://www.itcon.org/2008/18
• McDowell, R. L. and W. L. Simon (2004)。在搜寻业务价值：确保您的技术投资有回报。纽约，SelectBooks。
• 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BIM 在北美的业务价值：多年趋势分析和用户评价 (2007-2012)”http://bit.ly/ViCIzO。

• 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 “《SmartMarket 报告》：BIM 的业务价值，”2009 年 7 月
• National BIM Standard v 2, U. S. (2012)。“关于 NBIMS-US”2014 年 1 月 4 日检索，来自 
• 建筑智能联盟：http://www.nationalbimstandard.org/nbims-us-v2/pdf/NBIMS-US2_c5.2.pdf

参考



返回38

• Neelamkavil, J. and S. Ahamed。“以 BIM 为主的施工项目的投资回报。“IRC-RR-324，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 (2012)                                                                                    
http://nparc.cisti-icist.nrc-cnrc.gc.ca/npsi/ctrl?action=shwart&index=an&req=20374669&lang=en

• Qian, Ang Yu。““BIM 对多学科项目管理的好处和投资回报”，新加坡国立大学，2012 年 3 月 http://www.icoste.org/wp-content/uploads/2011/08/Benefits-and-ROI-of-BIM-
for-Multi-Disciplinary-Project-Management.pdf

• Peters, R. A. (1974)。投资回报；实际理论和创新应用。纽约，AMACOM。

• Phillips, P. P. and J. J. Phillips (2008)。投资回报基础知识：如何和何时测量投资回报。旧金山 Pfeiffer。
• Salman Azhar, Michael Hein and Blake Sketo。“建筑信息模型 (BIM)：“好处、风险和挑战”，阿拉巴马奥本大学麦克沃特建筑科学学院

• Sen, Salih。“BIM/VDC 对投资回报的影响；为施工项目的费用节省和投资回报计算开发财务模型。”理论、房地产和施工管理，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 Shen Z, Issa R R A (2010)。量化评估 BIM 辅助施工详细成本估计，ITcon 第 15 卷，第234-257 页，http://www.itcon.org/2010/18
• Succar, B., Sher, W., & Williams, A (2012)。“测量 BIM 的性能：五个指标。”建筑工程和设计管理，8(2), 120-142。  

doi:10.1080/17452007.2012.659506
• Succar, B. “BIM 性能测量的五个组件”https://www.academia.edu/227815/The_Five_Components_of_BIM_Performance_Measurement
• Underwood, J. and U. Isikdag (2010)。建筑信息建模和施工信息研究手册：概念和技术。Hershey, PA 

作者： Erin Rae Hoffer
Erin Rae Hoffer 是专注于建筑行业的高级行业项目经理。作为拥有 25 年技术和实践经验的建筑师，Erin 在技术推动的行业战略变革方面多有著述。Erin 是 AIA 国家标准委员会成

员，波士顿建筑师的建筑系统委员会共同主席。她还是质量技术领导委员会的能源集团主席。

于 2006 年加入 Autodesk 之前，Erin 在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机构领导了更高教育技术小组。她是几家新兴软件公司的高级技术产品经理。她是 LEED 认证工程师以及 AIA 
和 CSI 成员。Erin 拥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 MBA，是注册建筑师，从东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Autodesk、Autodesk 标识、AutoCAD 和 Revit 是 Autodesk 公司和/或其子公司和/或附属公司在美国和/或其它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其它所有品牌名称、产品名称或

商标均属于各自持有者。Autodesk保留随时更改产品、服务、产品规格和定价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同时对于此文档中可能出现的印刷或图形错误保留最终解释权。© 2014 
Autodesk, Inc. 保留所有权利。

参考


	按钮183: 
	按钮184: 
	按钮185: 
	按钮186: 
	按钮187: 
	按钮188: 
	按钮189: 
	按钮165: 
	页面2: Off
	页面41: Off
	页面52: Off
	页面63: Off
	页面84: Off
	页面95: Off
	页面106: Off
	页面117: Off
	页面128: Off
	页面13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页面2015: Off
	页面2116: Off
	页面2217: Off
	页面2318: Off
	页面2419: Off
	页面2520: Off
	页面2721: Off
	页面2822: Off
	页面2923: Off
	页面3024: Off
	页面3225: Off
	页面3326: Off
	页面3427: Off
	页面3528: Off
	页面3629: Off
	页面3730: Off
	页面3831: Off

	按钮168: 
	页面2: Off
	页面41: Off
	页面52: Off
	页面63: Off
	页面84: Off
	页面95: Off
	页面106: Off
	页面117: Off
	页面128: Off
	页面13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页面2015: Off
	页面2116: Off
	页面2217: Off
	页面2318: Off
	页面2419: Off
	页面2520: Off
	页面2721: Off
	页面2822: Off
	页面2923: Off
	页面3024: Off
	页面3225: Off
	页面3326: Off
	页面3427: Off
	页面3528: Off
	页面3629: Off
	页面3730: Off
	页面3831: Off

	按钮166: 
	页面2: Off
	页面41: Off
	页面52: Off
	页面63: Off
	页面84: Off
	页面95: Off
	页面106: Off
	页面117: Off
	页面128: Off
	页面13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页面2015: Off
	页面2116: Off
	页面2217: Off
	页面2318: Off
	页面2419: Off
	页面2520: Off
	页面2721: Off
	页面2822: Off
	页面2923: Off
	页面3024: Off
	页面3225: Off
	页面3326: Off
	页面3427: Off
	页面3528: Off
	页面3629: Off
	页面3730: Off
	页面3831: Off

	按钮169: 
	页面2: Off
	页面41: Off
	页面52: Off
	页面63: Off
	页面84: Off
	页面95: Off
	页面106: Off
	页面117: Off
	页面128: Off
	页面13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页面2015: Off
	页面2116: Off
	页面2217: Off
	页面2318: Off
	页面2419: Off
	页面2520: Off
	页面2721: Off
	页面2822: Off
	页面2923: Off
	页面3024: Off
	页面3225: Off
	页面3326: Off
	页面3427: Off
	页面3528: Off
	页面3629: Off
	页面3730: Off
	页面3831: Off

	按钮167: 
	页面2: Off
	页面41: Off
	页面52: Off
	页面63: Off
	页面84: Off
	页面95: Off
	页面106: Off
	页面117: Off
	页面128: Off
	页面13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页面2015: Off
	页面2116: Off
	页面2217: Off
	页面2318: Off
	页面2419: Off
	页面2520: Off
	页面2721: Off
	页面2822: Off
	页面2923: Off
	页面3024: Off
	页面3225: Off
	页面3326: Off
	页面3427: Off
	页面3528: Off
	页面3629: Off
	页面3730: Off
	页面3831: Off

	按钮170: 
	页面2: Off
	页面41: Off
	页面52: Off
	页面63: Off
	页面84: Off
	页面95: Off
	页面106: Off
	页面117: Off
	页面128: Off
	页面139: Off
	页面1510: Off
	页面1611: Off
	页面1712: Off
	页面1813: Off
	页面1914: Off
	页面2015: Off
	页面2116: Off
	页面2217: Off
	页面2318: Off
	页面2419: Off
	页面2520: Off
	页面2721: Off
	页面2822: Off
	页面2923: Off
	页面3024: Off
	页面3225: Off
	页面3326: Off
	页面3427: Off
	页面3528: Off
	页面3629: Off
	页面3730: Off
	页面3831: Off

	Schaltfläche 16: 
	Schaltfläche 15: 
	按钮190: 
	按钮191: 
	按钮192: 
	按钮193: 
	按钮194: 
	按钮195: 
	按钮196: 
	Schaltfläche 2: 
	页面4: Off
	页面51: Off
	页面62: Off
	页面83: Off
	页面94: Off
	页面105: Off
	页面116: Off
	页面127: Off
	页面138: Off
	页面159: Off
	页面1610: Off
	页面1711: Off
	页面1812: Off
	页面1913: Off
	页面2014: Off
	页面2115: Off
	页面2216: Off
	页面2317: Off
	页面2418: Off
	页面2519: Off
	页面2720: Off
	页面2821: Off
	页面2922: Off
	页面3023: Off
	页面3224: Off
	页面3325: Off
	页面3426: Off
	页面3527: Off
	页面3628: Off
	页面3729: Off
	页面3830: Off

	Schaltfläche 7: 
	Schaltfläche 9: 
	Schaltfläche 10: 
	Schaltfläche 12: 
	Schaltfläche 11: 
	Schaltfläche 1: 
	页面5: Off
	页面61: Off
	页面82: Off
	页面93: Off
	页面104: Off
	页面115: Off
	页面126: Off
	页面137: Off
	页面158: Off
	页面169: Off
	页面1710: Off
	页面1811: Off
	页面1912: Off
	页面2013: Off
	页面2114: Off
	页面2215: Off
	页面2316: Off
	页面2417: Off
	页面2518: Off
	页面2719: Off
	页面2820: Off
	页面2921: Off
	页面3022: Off
	页面3223: Off
	页面3324: Off
	页面3425: Off
	页面3526: Off
	页面3627: Off
	页面3728: Off

	Schaltfläche 13: 
	Schaltfläche 14: 
	Schaltfläche 17: 
	Schaltfläche 18: 
	Schaltfläche 19: 
	Schaltfläche 20: 
	Schaltfläche 21: 
	Schaltfläche 22: 
	按钮197: 
	按钮201: 
	按钮202: 
	按钮203: 
	按钮204: 
	按钮205: 
	按钮206: 
	Schaltfläche 31: 
	Schaltfläche 32: 
	Schaltfläche 33: 
	Schaltfläche 34: 
	Schaltfläche 35: 
	Schaltfläche 36: 
	Schaltfläche 37: 
	Schaltfläche 38: 
	Schaltfläche 39: 
	Schaltfläche 40: 
	Schaltfläche 41: 
	Schaltfläche 42: 
	Schaltfläche 43: 
	Schaltfläche 44: 
	Schaltfläche 45: 
	Schaltfläche 46: 
	Schaltfläche 47: 
	Schaltfläche 48: 
	Schaltfläche 49: 
	Schaltfläche 50: 
	Schaltfläche 51: 
	Schaltfläche 52: 
	Schaltfläche 53: 
	Schaltfläche 54: 
	按钮198: 
	按钮207: 
	按钮208: 
	按钮209: 
	按钮210: 
	按钮211: 
	按钮212: 
	Schaltfläche 59: 
	Schaltfläche 60: 
	Schaltfläche 61: 
	Schaltfläche 62: 
	Schaltfläche 63: 
	Schaltfläche 65: 
	Schaltfläche 64: 
	Schaltfläche 66: 
	Schaltfläche 67: 
	Schaltfläche 68: 
	Schaltfläche 69: 
	Schaltfläche 70: 
	Schaltfläche 71: 
	Schaltfläche 72: 
	Schaltfläche 73: 
	Schaltfläche 74: 
	Schaltfläche 75: 
	Schaltfläche 76: 
	Schaltfläche 77: 
	Schaltfläche 78: 
	Schaltfläche 79: 
	Schaltfläche 80: 
	Schaltfläche 81: 
	Schaltfläche 82: 
	Schaltfläche 83: 
	Schaltfläche 84: 
	Schaltfläche 85: 
	Schaltfläche 86: 
	Schaltfläche 87: 
	Schaltfläche 88: 
	Schaltfläche 102: 
	Schaltfläche 89: 
	Schaltfläche 90: 
	Schaltfläche 91: 
	Schaltfläche 92: 
	Schaltfläche 93: 
	Schaltfläche 94: 
	Schaltfläche 103: 
	Schaltfläche 95: 
	Schaltfläche 96: 
	Schaltfläche 97: 
	Schaltfläche 98: 
	Schaltfläche 99: 
	Schaltfläche 100: 
	Schaltfläche 104: 
	Schaltfläche 101: 
	Schaltfläche 105: 
	Schaltfläche 106: 
	Schaltfläche 107: 
	Schaltfläche 108: 
	Schaltfläche 109: 
	Schaltfläche 1010: 
	Schaltfläche 110: 
	Schaltfläche 111: 
	Schaltfläche 112: 
	Schaltfläche 113: 
	Schaltfläche 116: 
	Schaltfläche 117: 
	Schaltfläche 1011: 
	Schaltfläche 118: 
	Schaltfläche 119: 
	Schaltfläche 120: 
	Schaltfläche 121: 
	Schaltfläche 122: 
	Schaltfläche 123: 
	Schaltfläche 1012: 
	Schaltfläche 124: 
	Schaltfläche 125: 
	Schaltfläche 126: 
	Schaltfläche 127: 
	Schaltfläche 128: 
	Schaltfläche 129: 
	按钮199: 
	按钮213: 
	按钮214: 
	按钮215: 
	按钮216: 
	按钮217: 
	按钮218: 
	Schaltfläche 134: 
	Schaltfläche 1066: 
	Schaltfläche 1067: 
	Schaltfläche 1068: 
	Schaltfläche 135: 
	Schaltfläche 144: 
	Schaltfläche 1075: 
	Schaltfläche 1076: 
	Schaltfläche 1077: 
	Schaltfläche 145: 
	Schaltfläche 146: 
	Schaltfläche 1078: 
	Schaltfläche 1079: 
	Schaltfläche 1080: 
	Schaltfläche 147: 
	Schaltfläche 160: 
	Schaltfläche 1081: 
	Schaltfläche 1082: 
	Schaltfläche 1083: 
	Schaltfläche 161: 
	按钮200: 
	按钮219: 
	按钮220: 
	按钮221: 
	按钮222: 
	按钮223: 
	按钮224: 
	Schaltfläche 142: 
	Schaltfläche 140: 
	Schaltfläche 143: 
	Schaltfläche 141: 
	Schaltfläche 148: 
	Schaltfläche 149: 
	Schaltfläche 150: 
	Schaltfläche 151: 
	Schaltfläche 152: 
	Schaltfläche 153: 
	Schaltfläche 154: 
	Schaltfläche 155: 
	Schaltfläche 156: 
	Schaltfläche 157: 
	Schaltfläche 158: 
	Schaltfläche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