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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BIM 采用率1

74% 70% 64%

工程师建筑师承包商

45%
增长

3
过去

年

400%
增长

5
年间

在美国频繁使用 BIM 的承包商中， 
有 67% 的承包商的 ROI 超过 25%267%

北美 BIM 现状

建筑信息模型 (BIM) 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随

着采用率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在不久的

将来，即使是不使用 BIM 的建筑师、工程师

和利益相关方，也将受到 BIM 流程的影响。

建筑行业已经支持过渡到 BIM 流程，目的是

提升设计阶段的准确性和效益，提高工作效

率，并积极应对项目利润不断缩水的现象。

与此同时，建筑设计专业人士可能会面

临这样一种挑战，他们必须充分发掘 
BIM 投资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理

想的投资回报率 (ROI)，更是为了增加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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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和流程，更是一种社会

技术体系，是“人工技术及其在社会实施期间

的社会制度结果的结合”。3 BIM 的技术核心本

身便可促进各从业者之间的协作，但构成其全

部价值的，则是 BIM 额外的社交部分 - 协调工

作实践和文化制度框架。 

四分之三的设计专业人士的 BIM 投资已取得理

想 ROI，BIM 采用率越高，相关的投资回报也

越高。4 同时研究表明，由于团队协作水平提

高，BIM 可以节省更多成本。这就是孤独 BIM 
和社交 BIM 的区别。

设计协作投资

对设计协作的投入程度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成功交付 5

但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克服各种障碍 5

69%
的组织已经开始使用集成化跨组织项目协作工具

59%
的组织认为自己是较早使用可提高生产效率的
新技术的组织

37%
的组织表示，若承包商、供应商和客户更迅速地应用
新兴技术，便可发掘出提高施工行业生产率方面的更
大潜力

19%
的组织表示经常会在整个组织内使用集成化跨组织项
目协作工具

73%
的组织表示，设计-投标-建造阶
段的工作效率尚有提升空间

20%
的组织表示，最大的难题就是在
与合作伙伴和供应商进行协作和
信息共享方面存在障碍

14%
的组织表示，过时的技术和工
具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挑战



推动工程建设行业 
协作的四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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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行业喜迎互联 BIM趋势 1

对于建筑信息模型 (BIM)，人们的关注点一直以

来都放在“M”（也就是“建模”）上。而现在

重心则迅速地转移到了“I”（也就是“信息”）

上。专注于信息并进行有效的分享，能够帮助项目

团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协同合作。

互联 BIM 时代的特征是以项目为中心的全面流

程。从一开始，处于核心位置的就是项目，而非单

独的文件和应用程序。借助技术，建筑、工程和施

工团队不仅能够达到更高的互联程度，还可以在

许可条件下随时随地访问大量信息。

例如，相关服务将数据、系统、项目和团队紧密

衔接在一起，让各种事物和相关人员都能保持沟

通，并即时访问最新文件、设计和项目活动。在 
“始终在线”的互联 BIM 时代，项目协作可以实

时发生，跨国团队也可以采取“日不落”模式，始

终有部分项目团队成员处于工作状态。

项目交付方式变得更具协作性

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诸如设计-建造、合资、集

成项目交付 (IPD) 和公私合作 (PPP) 等协作式项目

交付方法的吸引力持续增强。除了设计阶段，建

筑产品供应链也更有可能迈向国际化，甚至全球

化。6 因此，工程建设领域的设计公司面临着合资

布局的要求，以及同地协作、共享服务器要求、

版本控制和集中反馈系统等需求。

要想在设计阶段采用这种协作项目交付方式，建

筑和工程公司必须能够轻松地沟通和分享数据，

以支持高效决策。随着协作项目交付类型逐渐成为

标准实践，人们开始开发各种技术解决方案来支

持这一工作方式，以帮助工程建设专业人士交付 
成果。

您如何确保自己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 BIM 投资回报？ 
从了解影响工程建设行业的四大趋势开始

趋势 1 趋势 2

“使用 BIM 360 Design 进行协作后，布朗大

学的新工程研究中心 (IPD) 项目工期缩短了 
20%，成本降低了 90%。”

“针对基于相关服务的 BIM 项目，使用 BIM 
360 Design 与各地团队进行协作后，我们

发现工作效率提高了高达 25%。”

Paul McGilly，BuroHappoldAnthony Woodsford，Corstorphine + Wright 合伙人/BIM 经理



工程建设行业大力推行相关服务技术的诸多优

势，积极推进采用协作和数据管理解决方案。相关

服务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身处何

地都希望保持沟通并即时访问信息和数据，已成为

我们的一种习惯。借助相关服务解决方案，我们

可以在任何灵思泉涌之际，在许可条件下随时随

地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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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我们近在咫尺，还是远隔千里，互动

是一样的。我们能够探索更多设计，解决

问题，并继续推进设计。”

Corey Ochsner，Fentress Architects

基于相关服务的协作越来越好地支持 BIM 流程、新项目交付模
式和对互联性的需求

相关服务业已成熟

趋势 3

趋势 4

BIM 协作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信息。它还包括构成

项目团队的人员，这些人员需要在共享空间内实

时工作，让各种决策、更新和通信得到同步和即

时的应用、标记与跟踪。行业优先携手外部各方

开发协作流程并投资通信基础设施，反映出更加集

成化的设计和施工方法趋势。一款能够使得沟通超

越电子邮件范畴并打造统一空间和记录的解决方

案，可大大优化 BIM 的协作能力。使用适当的相

关服务解决方案，意味着可以跨越项目的规划、

设计、施工和运营生命周期集成工作流，同时还

可消除沟通障碍，从而实现实时的项目协作。基

于相关服务的协作工具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缩短设

计停工时间和减少返工。

“在合资方与项目合作伙伴之间无缝共

享信息，这是未来业务的发展趋势。现

在，BIM 360 Design 能够很好地迎合 
这一趋势。”

Leo Gonzales，Newman Architects



互联性、协作与相关服务如何影响设计专业人士

对于工程建设行业，这四大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其

对设计专业人士的工作方式和趋势利用方式的影响仍

在不断发展。

协同式设计模型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工作风格。专业

人士再也不需要被困在工作站、工作室中或办公桌

旁。借助支持在许可条件下随时随地访问数据和信息

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工程建设团队得到了解脱并开始

实施远程协同工作，无论是在同一家公司的多个办公

室、在家中还是在当地的咖啡店。团队无需位于同一

个物理空间，这有助于汇聚集成项目团队，整合建筑

设计流程所需的所有领域。但是，虚拟团队需要一种

集中协作解决方案，以一种囊括远程参与者的方式更

有效地工作。

工程建设行业领导者大力推行相关服务技术，助力实

现远程数据管理流程。现代化的设计环境以实时信息

为中心，用户可以借助相关服务分享、跟踪和存档从

三维模型数据到项目通信（电子邮件和注释）在内的

各种信息。关键在于，团队成员可以在许可条件下随

时随地使用各种设备访问这些信息。所有项目团队成

员之间都需要进行协作：主要建筑或工程公司、其顾

问和下属部门，及其项目利益相关方（包括业主、公

共机构与客户代表）。

每一位成员必须能够在与设计无关的共享工作空间中

进行工作，无论他们身处何处。这为协作型团队纳入

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合作伙伴提供了机遇。在许可条

件下随时随地访问意味着团队可以在后期减少对价值

工程要素的需求，因为早期已经发现数据冲突，团队

也可以尽早地在设计流程中协作打造一种互相认可的

解决方案。通过支持这些实践，能够在许可条件下随

时随地访问的协作解决方案可以实现成本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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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技术如何支持新的工作方式

有效协作是实现 BIM 全部潜力的关键所在。 
Autodesk 的 BIM 核心创作软件 Revit® 提供了工作

共享功能，支持多位参与者同时访问共享模型。工作

共享提供全套协作模式：从同时完整快速地访问共享

模型，到正式将项目划分为分散的共享单元，到最终

将项目图元或系统完全分离至个人管理的链接模型。

这让团队能够根据其工作流和项目要求，选择更佳方

式进行协作和交互。

这一模型级的协作是 BIM 的关键，但参与者必须通

过共享服务器紧密联系在一起。建筑项目团队需要更

高的灵活性来纳入项目参与者，包括多重站点访问、

多重公司访问和更高的移动性。

真正的设计解决方案协作能够消除防火墙导致的这些

硬件要求和阻碍，这意味着用户能够跨越独立的网络

远程进行工作共享。

工程建设日益趋于外向，并着重于和外部各方开展真

正的协作和落实所需的技术基础设施。近年来，与外

部各方制定协作 BIM 规程已经成为工程建设的投资

重点，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司也见证了提高项目团队协

作水平带来的优势。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表示见证

了此类优势的公司从 2012 年的 31% 上升到 2014 年
的 49%7。与外部各方制定协作 BIM 规程是一项重大

投资领域，其增幅从 2012 年的 33% 增长到 2014 年
的 54%8。“孤独的 BIM”的 ROI 无法与真正的协

作 BIM 流程相媲美。投资数据管理基础设施以提升

模型共享水平，优化协作建模工作流和实践，以及在 
BIM 实施过程中根据许可随时随地提供这些工作流和

实践。

对于其他工程建设组织而言，能够在协作式 
相关服务环境中工作的合作伙伴更具吸引力9

81%

28%

53%

的组织表示在选择项目团
队时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

这一点

要求必须具备这一点

强烈建议具备这一点

“虽然美国较晚采用 BIM，但却是较早利用

这一技术来实现“社交”协作 BIM 的国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幅员辽阔的国家所面

临的地域挑战。虽然保持项目各个环节相互

贯通这一愿望不曾有变，但在南方各州，BIM 
的采用稍显滞后。协作技术在交付 BIM 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来看，BIM 的普及

不像欧洲那样广泛。“我们开始注意到，人

们逐渐开始考虑建筑物的生命周期，并采用

了“以终为始”的设计方法。例如，限制能

耗的不良后果，或考虑使其实现半智能化。

最终的目标是利用可通过建筑物本身收集到

的情报进行分析，然后调整维护工作以优化

性能。”

Joe Gould，Autodesk 美国工程建设高级技术销售专家



无缝设计协作有助于 
提高利润率的九大理由



承包商可以利用对模型的访问权限，在流程早期阶

段运行冲突检测。与在 BIM 项目的设计阶段发现

潜在问题相比，在施工阶段检测到冲突或差错的成

本会增加十三倍12。在 BIM 中解决冲突的成本远低

于现场解决冲突，前者约为 90 美元，而后者高达 
1100 美元13。

项目延期和成本超支的原因往往在于人为失误 - 
缺乏沟通且项目、数据和文档管理不力14。一款协

作建筑设计解决方案能够频繁而准确地执行分析，

从而显著减少人为失误。协作 BIM 技术使得 CAD 
工程图返工率从 48% 降至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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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项目差错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冲突

由于施工阶段的返工成本高达项目总成本的 5% 
至 15%，因此减少建筑-设计环境下的差错是所有

工程建设公司的一个重要目标10。使用 BIM 本身便

可减少项目差错，而经过优化的协作流程更有助于

凸显这一优势。McGraw Hill 针对“BIM 在北美的

业务价值”的智能市场报告表明，57% 的受访建筑

师认为减少文件差错和遗漏数量是 BIM 的主要优

势之一。通过利用 BIM 来减少早期的差错和遗漏

以避免返工，是大幅缩减成本和提高收益的一种方

式。McGraw Hill 的报告称，“减少返工是 [BIM] 
在减少文件差错和遗漏数量方面的主要优势的实际

成果，”有 45% 的建筑师称之为 BIM 的主要优势

之一。

然而，在团队分散与合资项目这样的新趋势之下，

项目团队越来越难以全面认识 BIM 的所有优势。

当多位团队成员分布在不同位置时，基于相关服务

的协作解决方案可能会成为独特的优势，通过促

进必要的实时沟通和数据共享帮助团队收获 BIM 
的优势。

33% 的工程建设专业人士发现，访问最新的文档

集和掌握最新信息是完成项目的一大挑战，还有 
32% 的工程建设专业人士则担心有人会用错版 
本11。借助具备项目沟通日志和版本历史跟踪功能

的相关服务解决方案，相应的确切版本会向所有 
各方显示标记，并在大家共同使用的主模型中进 
行更新。

优势 1

使用相关服务的 BIM 项目团队所获得的优势是可以量化
的。下面介绍了无缝设计协作有助于提高利润率的九大 
理由：

Paul McGilly，BuroHappold

“在传统项目中，设计公司通常会

收到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变更单。而

在布朗大学的新工程研究中心项目

中，BuroHappold 收到的变更单屈

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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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2

缩短项目完工时间

60% 以上的重大投资项目达不到成本目标与工

期目标。18 传统项目交付流程向来效率低下，

可能会导致成本和工期大幅攀升。高效的 BIM 
工作流可精简项目时间表并降低整体成本，从

而使所有项目利益相关方受益。BIM 与支持相

关服务的协作解决方案相结合，可在整个建筑

设计流程中为项目团队节省时间。设计师可以

迅速迭代设计要素，以便（举例而言）评估和

优化建筑性能，回应客户请求，或在设计早期

阶段执行分析和仿真，最终更轻松地消除流程

中的潜在问题。基于相关服务的协作解决方案

可支持所有团队成员实时参与（无论是直接在 
BIM 中工作还是查看和批准设计变更成果），

从而大幅加快工作流的推进速度。

日常设计更新将通过相关服务不断传递给团队，

而面对面沟通则可以用于重要的前瞻性讨论， 
而不是日常组织工作。既保留了协作的优势，又

可以将日常工作移入相关服务。相关服务完全是

传统方法的进化。

优势 3

在许可条件下随时随地开
展工作，有助于提高工作
效率

通过相关服务汲取海量远程存储数据的能

力，以及移动设备和功能丰富的跨设备灵活

访问应用的迅猛增长，意味着项目团队无论

位于何处，均可在许可条件下访问各种项目

数据。通信功能可向所有项目成员推送即时

更新，这彻底改变了 BIM 流程，从而与需

要实时知晓或批准项目更新的利益相关方轻

松沟通，并支持扩展项目团队以真正的协作

方式开展工作。

即使团队没有同处一室或不在办公室内，亦

可支持团队保持高效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

率和企业的利润。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工程建

设专业人士表示，能够在各种设备平台上联

机访问各种文档，是提高其公司工作效率或

降低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20 大家都希望在

许可条件下随时随地开展工作，为此，各种

应用必须针对移动工作进行优化。
“对于这种复杂级别的项目，需要将分布

在世界各地的杰出人才汇聚在一起。我

们的团队成员分布在旧金山、纽约、墨

尔本、新德里和迪拜，他们能够跨区域

协作并实时查看设计更新。”

“BIM 360 Design 是一款终极沟通工具。

它以一种我们未曾经历过的方式增强了

信息流，并帮助我们更快完成工作。例

如，在这个项目上，我们的模型和工程

图周转时间缩短了 35% 以上。”

Pardis Mirmalek，
Woods Bagot 设计技术负责人

Enrique Sarmiento，McCarthy Building Companies VDC 
经理

项目按时完工19

项目在预算范围内完工19

20.5% 33.35%

46.8% 37.2%

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

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

项目按时完工19

项目在预算范围内完工19

20.5% 33.35%

46.8% 37.2%

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

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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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4

减少 IT 支出

相关服务解决方案能够让员工更快投入工作，与

需要花费时间进行设置的内部部署 IT 系统选项相

比优势也更多。内部部署系统还需要前期投资，

以及承担运营费用以聘请 IT 人员进行管理。使用 
FTP 等解决方法会导致网络流量大增，服务器上也

会出现重复数据。将近三分之一的工程建设专业人

士曾表示，在施工或设计项目中使用多款软件工具

会导致数据重复。19

相关服务协作解决方案几乎可以即时部署，并且能

够根据项目和相关团队的规模进行调整。在相关服

务中托管工作区，可助力当前或下一个项目实现实

时同步设计。

完全运行于内部部署解决方案之上的 BIM 项目在

进行联合编辑时可能会面临挑战，因为不在现场的

团队成员难以访问模型。建筑师、工程师和承包商

都可能会使用自己的服务器，但必须确定由谁来

托管中心模型、承担数据库责任以及如何分摊关

联成本。如果三维模型无法在各服务器和工作站之

间实现流畅的同步，可能就会浪费时间和资金。 

要想与不直接在 BIM 内工作并且可能没有接受过

软件用法培训以查阅技术计划的项目业主或利益相

关方进行共享，提供在内部部署解决方案之上托

管的模型访问权限并非理想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设

置可能会延迟反馈时间。但是，借助相关服务协作

解决方案，这些扩展团队成员就可以登录并在更易

于使用的查看器中查看三维模型，从而提高反馈速

度和准确性。

Newman Architects 发现其 VPN 解决方法

速度缓慢且费用昂贵，不仅给设计师带来

了挫败感，也大大加重了 IT 资源的负担。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款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这一解决方案既不能对我们自身的 IT 资源形

成不合理的压力，又需要符合管理上的财务限

制和项目的性能需求。”

Leo Gonzales，Newman Architects 建筑与 BIM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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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5

通过使项目团队虚拟同地协作降低成本

BIM 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于，多位参与者能够在同一 
模型内同时工作。在相关服务内托管共享模型是

支持虚拟在线 BIM 工作共享的一种方式。具备共

享模型移动访问权限的相关服务协作解决方案为 
Revit 环境内外的用户提供了关键访问点。

客户或公共机构有时会要求项目团队实际位于相同

地点，这可能会导致高昂的成本。与同地工作相关

联的差旅成本通常必须在投标流程前期申报，这意

味着如果成本过高，项目团队最后可能会淹没在

帐单的海洋里20。在项目持续期间，各公司必须指

派全职员工（通常位于相同的项目地点）。同地工

作可能需要对硬件和 IT 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还需

要为团队设计和装备办公室空间。因此，虚拟同地

数字化解决方案作为替代解决方案，可能会为项目

带来巨大的财务收益。

借助基于相关服务的协作，团队能够模拟“作战

室”，让包括机电工程师、建筑师、承包商和结

构工程师在内的所有人通过项目检查点有效地开展

工作。这一替代解决方案消除了为整个项目团队提

供实际场所、食物和差旅经费的需求。

“借助我们在项目上实施的技术 - BIM 360 
Design，我们能够从本质上实现各办公场

所的虚拟同地，而不是让这些办公场所实际

位于相同地点。”

Michelle Vo，Hennebery Eddy Architects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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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6

减少协调时间，将更多时间
用于设计

建筑设计专业人士在专注于所属专业领域时效率

非常高。传统设计流程会浪费大量时间来弄清

楚怎样将更新融入三维模型，或等待其他方发

送最新文件版本。将近三分之一的工程建设专

业人士表示，并非专为工程建设市场而设计的

相关服务技术工具可能会使得按计划完成项目

成为难题，而使用多个软件程序会导致 IT 冗余

并浪费工作人员的时间。21

实时协作环境能够确保相关人员始终可以访问

和使用最新设计版本，从而缩短了员工的停工

时间。如果团队能够专注于设计而不必担心版

本或更新，就能更高效地工作，并交付具备尖

端技术、备受赞誉、引领潮流的建筑。

“使用 BIM 360 Design 进行协调后， 
AECOM 发现其设计团队的设计时间 
缩短了 18%。”

Chris Crowe，A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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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 BIM 360 Design，我们的项目清晰而

透明，同时我们也能够将信息分享给所有应

当具有访问权限的人员。我们离不开 BIM 
360 Design。”

Marin Pastar，Bates Architects 创新总监

使用传统沟通工具时，与建筑业主和非技术利益

相关方共享三维模型以供审阅或审批既复杂，又耗

时。将模型导出为三维 PDF 渲染并上传至 FTP 效
率低下，而发送三维 PDF 渲染通常会给非设计人员

造成困扰。这一耗时的流程通常会导致版本问题，

并导致审批或签收延误。

在美国固定资产行业，建筑设计数据应用不当和高

度分散型团队的增加等因素每年要吞噬掉高达 158 
亿美元的成本，而在持续运营阶段，业主的负担则

大约是这些成本的三分之二。27 同时，将近四分之

一的工程建设专业人士称，使用不具备精简集成功

能的多款技术工具会给项目效益造成负面影响。28

借助支持相关服务的设计协作，通过在三维模型更新

后提供其实时访问权限，能够让项目审批速度得到大

幅提升。建筑业主可以在许可条件下随时登录并查看

进度。在线共享功能让双方都无需执行耗时的管理任

务，并帮助优化了通信流，增强了信任感。

赢得更多项目

优化型协作技术促进了国际合作，而建筑设计的

日益国际化则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创新。优化型

协作流程的出现，让我们能够更加轻松地与全

球各地的专家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如果相关人员

分布在全球不同角落，让所有人定期同处一室

是行不通的。工程建设从业人员日趋全球化，

这一趋势推动开发了专为这一目的而设计的相

关服务技术。借助面向 BIM 的相关服务协作解

决方案，物理位置不再是参与项目的阻碍。

新的协作技术为原本因规模过小而无法参与项目

的合作伙伴提供了机会。24 过去，这些合作伙

伴可能无法证明对与大型合作伙伴协作处理模型

所必要的 IT 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是否值得，但相

关服务解决方案较低的资本支出往往对应于较低

的准入壁垒。面向设计的相关服务协作起到了平

衡的作用。小型公司可能更具竞争优势，因为

他们能够以适当的规模和大型竞争对手访问同

样的优质解决方案，从而通过与大型合作伙伴

投标合资项目来发展业务。

优势 7

在线组织间项目协作工具

对提升工作效率影响巨大的
技术和管理策略

36%

BIM

33%

优势 8

改善与扩展项目利益相关方的 
沟通



2016 年计划聘请工程师的雇主27

95%

82%

可能会
聘请

表示难以物色到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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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9

“我们的员工遍布全国。在使用 BIM 360 
Design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灵活地招聘杰

出人才，不受地域限制。”

如果可以吸引并留住杰出人才，将能够在竞争

中脱颖而出。在许可条件下随时随地开展工

作，这实际上意味着招聘符合项目要求的人

员，而不必受制于本地资源。通过基于相关服

务的设计协作，可以很好地使分散的团队凝聚

在一起，即使他们位于不同的办事处。

顶级专业人士日益希望公司的职位能够使工作

和生活保持平衡。在建筑设计中，这意味着您

的团队能够通过带宽专心处理实际设计、创意

和解决相关问题，并提供灵活的工作方式。他

们希望在文件版本管理和排序方面花费更少时

间，而腾出更多时间进行设计，包括实地寻找

灵感。

对于工期紧张的行业而言，采用弹性工时的可

能性似乎较低，但借助相关服务协作解决方

案，团队成员无论身处何地均可参与其中，在

多设备访问应用的帮助下甚至能够在许可条件

下“随时随地”进行工作。这为身为父母和家

中有人需要照顾的员工创造了机会，尤其是业

内占比较少的女性。 

美国工程建设领域的设计师和其他行业的设

计师一样，饱受工作生活失衡的困扰。华盛

顿公平增长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人长

期长时间工作，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该研究将超负荷工作定义为每周工作 40 小
时以上，同时研究发现，高收入行业的从

业人员长时间工作的几率更高。

17.1% 的受访建筑师和工程师暗示，这样的

长时间工作是常态28。该研究强调，美国的

加班律法在保护白领工作人员方面几乎无

所作为，对于寻求高效工作之道而非长时间

工作的员工而言，这确实是个令人沮丧的因

素。但侧重点应该放在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上。疲惫不堪的设计师更有可能犯错，而创

造佳作的可能性则会降低，因此我们需要

适当的工具以在许可条件下随时随地开展工

作并专注于成果，而不是“勉强出勤”。

招聘 - 吸引并留住杰出人才

Anthony Woodsford，Corstorphine + Wright 合伙人/BIM 经理 



无缝设计协作有益于 
各种项目交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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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OM 利用 BIM 360 Design 将全球 135 个
以上的办事处衔接在一起。这有助于推进其集

成项目交付方法，并使其位于世界各地的团队

参与关键国际项目，进一步降低交付成本。”

“团队相互协作，且可以实时查看设计更

新。BIM 360 Design 有助于在四个设计合资

公司之间搭建桥梁，使他们能够在相关服务中

同时使用同一个模型进行工作。”

哪种交付模式适用于您所在 
领域？

建筑项目的投标、中标和完工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为

了向业主交付最佳成果，项目日益强调多位专家之间

的协作，包括施工后和建筑生命周期内的协作。令人

遗憾的是，设计合同无法解决各方之间的沟通问题。

如果打算高效地协同合作，就需要一份超越法律协议

范畴的沟通计划。面向设计的协作解决方案有助于解

决关于如何落实项目沟通计划的各项实践问题。实际

上，建筑业主将会选择他们期望的协作交付模式，因

此设计公司必须了解各模式之间的差异，并做好准备 
在业主预期的架构内对工作进行调整。

集成项目交付

集成项目交付 (IPD) 是一种项目交付方法，可以在设

计、预制加工和施工的各个阶段跨职能团队尽早实现

协作。签订此类合同协议后，团队能够协同利用所有

参与者的才能和见解，优化项目结果、为业主带来更

多价值、减少浪费，并在设计、预制加工和施工的各

个阶段大幅提高效率。这种方法让所有合作伙伴都有

机会分担风险，也使得所有合作伙伴都能分享收益回

报。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提高协作水平。

设计-建造

设计-建造项目由两个或多个团队共同组成，一个团队

专注于设计，另一个团队专注于建造。相较于传统的

设计-投标-建造项目（其中设计和建造团队分别对项

目进行投标），设计-建造项目要求设计和建造团队一

起对项目进行投标。

合资合作 (JV)
合资合作 (JV) 是一种项目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模

式下会形成由两个或多个独立公司组成的新法律实

体。很多时候，为了能够共享技能和资源，两家公司

会达成合作，形成 JV 合作关系。相较于之前的孤军

作战模式，合资合作可以为双方赢得更大或更复杂的

项目。

通过合资合作，中小型公司或具有互补专长的公司能

够取长补短，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对项目进行投标。

合资项目交付方式不仅需要这两个合作伙伴之间进行

高水平协作，而且经常需要跨多个领域（可能位于多

个城市、州/省或国家/地区）。

Chris Crowe，AECOM William Wallace，Woods Bagot

40%

30%

据工程建设专业人士表示，
未来三年内可提升工作效率
的方式35

更多地参与和客户与投资
方最有可能选择的承包商
建立长期协作关系

更多地采用风险共担
合同



合作协议

借助合作协议 (TA)，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公司能够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打造出一支能够对征求意见书

和设计竞赛进行更有效竞争的综合团队。他们遵循协

同式设计，这表现在他们专注于将最优秀的专家聚集

在一个项目中，并围绕各缔约方的关键技能来构建 
项目。

TA 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即时赢得更多工作，同时它

也可以让您的组织接触到更为复杂的项目并获得“提

升技能”未来成为主承包商的机会，最后还能够帮助

您认识可能会给您带来更多业务的采购合作伙伴。

在美国，合作协议比 IPD 更为普及。建筑师、机电

工程师以及结构工程师之间的协作非常先进。

就通过相关服务进行设计协作而言，设计师面临着

一道复杂的难题。他们希望进行协作，但美国针对所

有相关服务数据的立法却是他们在确定解决方案时需

要考虑的因素。为迎合建筑项目的十二年诉讼时效规

定，必须选择一款能让您对数据的生命周期安全信心

十足的解决方案。 

公私合作

公私合作项目（即 PPP、P3 或 PF2）是一种项目交

付方法，在这种合作模式下至少包含一个公共部门机

构以及一个或多个私营部门。通过此类合作，公共部

门能够有效地利用私营部门的技能，同时大幅降低其

风险。典型的 PPP 项目包括一个集成项目团队，负

责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从设计到施工和持续运营）

中进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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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设计团队协作

诸如 BIM 360® Design 等工具有助于为设计团队

提供支持相关服务的协作 BIM 环境。

BIM 360 Docs 是一款基于相关服务的协作解决方

案，支持多位设计合作伙伴像一个设计团队那样协

同合作（无需同地或物理文件存储）。该平台（通

过 Web 或移动设备）将所有团队成员与最新的项目

信息（二维工程图和三维模型、设计标记、活动提

要和版本历史记录）紧密联系在一起。

借助 BIM 360 Design，能够跨项目生命周期实现设

计协作和数据管理。从而团队能够在公司内部或跨

多个公司安全地共同创作 Revit 模型，并控制正在

处理的数据交换。设计团队从必须实际同地或共用

服务器这样的要求中解放了出来。这节省了大量的

时间和成本，因为可实时共享反馈，且团队能够在

模型内携手迅速解决问题，而在以前这可能要耗费

数周时间。

BIM 360 Design 将模型保存到 BIM 360 Docs“中

央位置”，同时创建本地缓存文件。Internet 连接

速度变慢时仍然可以在本地工作，之后再上传到联

合项目中，确保针对扩展设计团队同步所有变更。

借助变更可视化工具，团队可以审阅传入数据集和

数据包的内容并轻松了解对先前版本所做的变更。

对比各阶段、楼层和设计团队之间的差异，有助于

确定项目进展。沟通确实是有效协同式设计的关

键，可靠的数据交换也至关重要。

“BIM 360 Design 让我们获得一种美梦成真的

感觉。我们一用上 BIM 360 Design，就知道

它会彻底改变我们的协同式设计流程。”

Kal Houhou，Martinez + Johnson 
Architecture 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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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了解面向无缝设计协
作的 AUTODESK 解决方案 借助 BIM 360® Design，能够跨项目生命周期实现设计协作和数据

管理。从而团队能够在公司内部或跨多个公司安全地共同创作 Revit 
模型，并控制数据交换。简化可交付内容协调、可视化变更、跟踪

项目进度并管理问题，以帮助改善项目成果。

BIM 360® Docs 使团队成员能够管理项目数据。在一个中央数据平

台中共享、查看、标记和管理项目文件，存储空间近乎无限，并且

能够在许可条件下随时随地访问最新信息。减少差错，更加自信地

制定决策，并改善项目成果。

有疑问？ 
与 AUTODESK 专家交流

取得联系 >

https://www.autodesk.com/campaigns/design-collaboration?mktvar002=740500&utm_medium=print-media&utm_source=print-adv&utm_campaign=amer-aec-project-delivery-engagement-campaign-c4r--bim-360-team&utm_id=740500


索引 | 23

1. BIM，全球趋势，Autodesk 在 2015 年欧洲 BIM 峰会

2. 施工 BIM 在全球主要市场的商业价值 (The Business Value of BIM for Construction in Major Global Markets)， 
2014 年智能市场报告

3. 什么是 BIM？(WHAT IS BIM?)，WSP and Parsons Brinckerhoff，2013 年

4. 施工行业基于相关服务的 BIM 技术综述 (A Review Of Cloud-Based BIM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施工信息技术杂志，2014 年

5. 施工行业工作效率现状反思：变革所面临的挑战 (Rethinking productivity acros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hallenge of change)，经济学人智库报告，2015 年

6. 通过集成式项目交付和建筑信息模型 (BIM) 优化建筑业成果 (Improving Building Industry Results through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and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Autodesk，2008 年

7. BIM 为业主带来的业务优势 (The Business Value of BIM for Owners)，智能市场报告，2014 年

8. BIM 为业主带来的业务优势 (The Business Value of BIM for Owners)，智能市场报告，2014 年

9. BIM 为业主带来的业务优势 (The Business Value of BIM for Owners)，智能市场报告，2014 年

10. 相关服务计算 - BIM 和实时设计、相关服务化的新面貌 (Cloud Computing – The New Face of BIM and Real-Time 
Design, Cloudalize)，2016 年

11. 相关服务计算 - BIM 和实时设计、相关服务化的新面貌 (Cloud Computing – The New Face of BIM and Real-Time 
Design, Cloudalize)，2016 年

12. 相关服务计算 - BIM 和实时设计、相关服务化的新面貌 (Cloud Computing – The New Face of BIM and Real-Time 
Design, Cloudalize)，2016 年

13. 2016 年状态报告，Besix Group，2016 年

14. BIM 帮助降低成本和缩短项目交付时间 (BIM helps in cost reduction and project delivery time)，诺丁汉大学土

木工程系 Muhammad Izzat Syakir Ishak

15. 相关服务计算 - BIM 和实时设计、相关服务化的新面貌 (Cloud Computing – The New Face of BIM and Real-Time 
Design, Cloudalize)，2016 年

16. BIM 对于业主的意义：在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内，省时省钱的优势贯穿始终 (The Value of BIM for Owners: Save 
Time and Money During the Building Lifecycle)，Autodesk，2014 年

17. BIM 帮助降低成本和缩短项目交付时间 (BIM helps in cost reduction and project delivery time)，诺丁汉大学土

木工程系 Muhammad Izzat Syakir

18. 工程建设行业亟需行业相关服务解决方案 (The Need for Industry Cloud Solutions in the AEC Industry)， 
SkySite，2015 年

19. 工程建设行业亟需行业相关服务解决方案 (The Need for Industry Cloud Solutions in the AEC Industry)
，SkySite，2015 年

20. 施工价目表 (Schedule of rates for construction)，土木工程师学会，2016 年

21. 工程建设行业亟需行业相关服务解决方案 (The Need for Industry Cloud Solutions in the AEC Industry)， 
SkySite，2015 年

22. 施工合资 (Joint Venture for Construction)，土木工程师学会，2016 年

23. 施工行业工作效率现状反思：变革所面临的挑战 (Rethinking productivity acros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hallenge of change)，经济学人智库报告，2015 年

24. 施工行业工作效率现状反思：变革所面临的挑战 (Rethinking productivity acros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hallenge of change)，经济学人智库报告，2015 年

25. BIM 对于业主的意义：在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内，省时省钱的优势贯穿始终 (The Value of BIM for Owners: Save 
Time and Money During the Building Lifecycle)，Autodesk，2014 年

26. 工程建设行业亟需行业相关服务解决方案 (The Need for Industry Cloud Solutions in the AEC Industry)， 
SkySite，2015 年

27. 专注于工程 (Focus On Engineering），Experis Engineering，2016 年

28. 过度劳累的美国 (Overworked America)，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2016 年

29. 建筑行业众生百态 (Diversity in the Profession of Architecture)，美国建筑师协会，2016 年

30.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中的女性：创新性别差距 (Women in STEM: A Gender Gap to Innovation)，美国商

务部，2011 年

31. 求解：女性在工程和计算领域取得成功所面临的可变因素 (Solving the Equation: The Variables for Women’s 
Success in Engineering and Computing)，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2015 年

32. 建筑行业众生百态 (Diversity in the Profession of Architecture)，美国建筑师协会，2016 年

33. 施工行业工作效率现状反思：变革所面临的挑战 (Rethinking productivity acros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hallenge of change)，经济学人智库报告，2012 年

34. BIM 在北美的业务价值 (The Business Value of BIM in North America)，2012 年智能市场报告


	Intro
	Four Trends
	Nine Ways
	Connectivity
	Index

	Button 1: 
	Button 2: 
	Button 3: 
	Button 4: 
	Button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