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规范化
建筑行业的构件及设备制造商如何
创建 BIM 对象以赢得更多业务。



简介

面向建筑领域设计构件和设备时，制造商长期以来使用数字模型在更短的时间内开发新产品。现在，建筑和施工领
域的客户（包括建筑师、工程师、施工单位和建筑业主/运营商）普遍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方法。尽管这些项目参与团
队都了解数字工作流的优势，但其各自的需求迥然不同。

从 HVAC 系统、门窗至电梯等各个制造商通常使用三维机械 CAD 软件来创建所需的高保真模型，以确保正确地进行
制造和装配。工程建设 (AEC) 公司使用不同的标准，即建筑信息模型 (BIM)，规划、设计、构建和管理建筑项目。
从根本上来说，每个模型各不相同，无法互换使用。

在这里，我们将探究 BIM 的用法以及建筑构件和设备制造商应如何为其产品创建具有适当深度等级的 BIM 对象，
以便设计和施工单位可以更轻松地将产品纳入规范化的新项目并帮助制造商赢得更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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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8 年度 NBS 国家 BIM 报告，
75% 的设计师认为制造商需要提供 
BIM 对象。继续阅读，了解什么是 
BIM 对象以及如何基于工程设计数据
创建 BIM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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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BIM？

美国国家 BIM 标准项目委员会对 BIM 的定义如下：“建筑信息模型 (BIM) 是设施的物理和
功能特性的数字表示。BIM 是一个共享的知识资源，通过分享有关这个设施的信息，为该
设施从早期概念到拆除的全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实际上，BIM 有助于建筑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利益相关方更轻松地分享建筑信息。这样，从
建筑师、测量师、结构工程师到建筑业主等所有相关人员均可以使用相同的共享三维模
型。可以帮助所有相关人员在设计和构建建筑的整个流程中适时访问正确的信息。这可以
避免当某个团队将项目移交给下一个团队时出现差池和信息丢失。构建结束时，将 
BIM 对象整合在一起以创建整个建筑的可靠信息模型，其中所有资源均链接至所
需的关键数据以实现高效运营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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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建筑产品 BIM 模型的挑战

建筑项目的产品规范中逐渐开始建议或强制要求采用 BIM。因为它可以解决施工管理中许多常见的问题，即预算受
限、工期紧张、急需技能娴熟的工人、计划中包含冲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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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P 建议或要求提供 BIM 对象时，建筑构件及设备制造商通常会通过内部团队或第三方供应商从头开始创建 BIM 
内容。因此，创建和维护 BIM 内容会耗费大量资金。通常，BIM 对象和制造模型之间缺乏关联性。如果制造商将流
程外包，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对数据编写的控制权，这会增加对象过时的风险。

除此之外，可配置产品还会使复杂程度变得极高。例如，空气调节器的某个配置可能会导致冲突，而相同空气调节
器的另一个配置却不会导致冲突。制定这些配置决策时，整个流程的效率均会受到影响。

1. 设计和施工

借助 BIM，可以检测所安装系统和设备之间的冲突，或
所指定系统和现有机电连接之间的不匹配情况。借助 
BIM 方法，各个领域的分包商可以在施工开始之前提供
相关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减少浪费并为场外预装配和预
制加工创造机会。

2. 运营

BIM 可以在建筑的大部分生命周期内提供巨大价值：
运营。一旦建筑中出现问题，业主/运营商便可以使用
数字模型快速找到受影响组件所在的位置并立即访问
其尺寸、制造商、零件编号和其他关键数据。



如何在设计和施工中使用 BIM

在大型商业或工业项目的设计和施工阶段，BIM 模型的用法存在很大差异。

建筑师通常从常规模型入手，其中通常从内部 BIM 族库导出此模型。通过适当的参数、特性和明细表来优化此对
象，使其更好地适用于设计流程。换句话说，对象具有足够的细节来为设计和投标阶段提供支持。

赢得投标且开始施工时，选择实际产品。此时，将常规 BIM 模型替换为制造商特定模型。在所示示例中，请注意，
已识别真实 HVAC 系统的接头且已指定特性。一般而言，施工阶段模型可以为冲突检测、多领域协调、安装和维护
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从技术上讲，BIM 内容由深度等级 (LOD) 加以区分。首选 LOD 根据使用 BIM 对象的利益相关方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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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BIM 对象

要交付 LOD 350 BIM 对象，建筑构件及设备制造商可以先简化完整的三维 CAD 模型，实际上是去除与工程建设公
司不相关的所有细节，然后从这一较小的文件导出“BIM 版本”的原始模型。

通过此方式来简化制造模型，这适用于仅包含单一尺寸的产品，但不适用于可配置产品。对于可配置产品，制造商必
须分别预构建、导出和维护每个可能的几何体。这极其耗时，对于具有大量可配置产品的建筑构件及设备制造商，这
通常并不实用。

往往比较有效的做法是，在设计时所用的同一应用程序内本地简化制造模型。此功能使制造商能够查看各种产品
的制造细节、基于相关项目进行适当配置、以 LOD 350 BIM 对象形式下载缩放几何体版本，这可以大幅减少手动
工作。

简化模型后，可以定义电气、管道、风管、线管或电缆桥架的连接点以及相关特性（如尺寸、电压和流向）。
此外，可以将 OmniClass 编号和命名应用于对象以在 BIM 项目内进行正确分类，其中还可以添加特定制
造商和型号详细信息。

由于要将详细机械设计转换为包含正确数量元数据的轻量化 BIM 对象，因此客户可以非常轻松
地将这些本地简化的 BIM 对象集成到相关三维模型中。无需执行任何额外操作或来回返
工。此外，本地简化有助于更好地控制知识产权，因为无需与第三方供应商或客户分享
完整的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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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可配置产品的 BIM 对象工作流

对于可配置产品，可以在内部和外部创建 BIM 对象。例如，Autodesk 提供了一款在线产品配置器，可以面向销售
团队和客户进行在线部署。通过使用基于规则的设计来控制允许的自定义选项，在线配置器可以更快地选择自定义
产品，无需复杂编程。此配置器的工作流通常按如下方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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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节完整的可配置工
程模型入手

1. 

上传至配置器并嵌入网
站

5. 

简化主模型

2. 

客户通过访问网站选择相关
选项并查看动态的高细节三
维渲染

6. 

编写机电连接

3. 

在后台将配置的 BIM 设计
视图导出为所需格式

7. 

编写 BIM 元数据

4. 

客户下载 BIM 对象并
将其插入项目

8. 



1.

有三种常规方法可供选择，具体取决于
产品配置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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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一尺寸或完全自定义产
品，最好直接从工程设计数据
导出 Revit 族或 IFC 文件。

2.
对于可配置产品，建议使用可以
从中下载 Revit 族和 IFC 文件的
在线配置器。

3.
对于具有复杂 Revit 行为的产品
（如门、窗和灯），可以考虑在 
Revit 中本地创建多尺寸族。 



BIM 内容最佳实践

无论使用何种工具生成产品的 BIM 对象，制造商均可以采用一些最佳实践来使流程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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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BIM 内容时，简化模型中的几何体是首要环节。对制造商而言非常重
要的许多细节，不仅在建筑模型上下文中无关紧要，还可能会泄露应受到保
护的知识产权。通过简化可以轻松地自动移除任何专利设计细节、较小的
和/或内部的组件或特征。

2. 模型简化

对于可配置建筑产品，基于规则的设计使您能够发布相关三维产品模型以便
客户或销售团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配置，其中会考虑允许的规范和预制加工
约束。这不仅可以加快 RFP 流程，还可以避免像往常那样按订单手动配置产
品，从而节省宝贵的工程时间。

1. 基于规则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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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对象应导出为行业标准 IFC2x3 格式 (.ifc) 或原生 Revit 族 (.rfa)。
Inventor 等一些工具可以读取来自多个软件供应商的 CAD 文件（原生三维
格式），方便制造商输出轻型 Revit、ADSK 或 IFC 对象，从而大幅简化 
BIM 内容创建流程，而无需额外费用。

4. 部署至在线配置器或直接导出

建筑设计师和施工单位希望轻量化的几何体富含关键产品数据，其中包括数
字安装说明、操作指南、数字保证和服务数据。添加此信息以及连接点细节
后，设计团队可以更好地了解产品如何在整个系统中适配和运行。

3. 元数据集成



Vent-A-Hood 加快
定制抽油烟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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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A-Hood® Limited 是高端住宅通风市场中的领军企业。该公司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几乎任何款式的抽油烟
机，但希望改进定制流程以确保交付周期合理。

专门设计的“Build-A-Hood”门户可以简化定制，指导客户设计理想的抽油烟机，同时处于确保符合工程模型建立的
参数范围。最终生成三维视觉渲染，其中包括所有物理规范和定价详细信息。通过此门户，几乎整个 Vent-A-Hood 
产品组合均可用于定制。

许多 Vent-A-Hood 的模型现已与 BIM 兼容。据技术和采购部门负责人 Mike Sy 表示：“每月，建筑师和设计师至
少会向我们拨打十几个电话来索要 BIM 数据。通过直接从我们的在线产品配置器交付 BIM 模型，我们有望赢得更
多业务。”



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产品

通过提供包含简化几何体和数字产品信息的 BIM 对象，建筑产品、固定装置和管件设计师和制造
商能够把握重要机遇以提高业务价值。

请记住，并非所有制造商均有能力或乐于交付现成的 BIM 对象。一些制造商会发送完整的
机械模型，但这些模型过于复杂，工程建设公司难以进行管理。另一些制造商会外包
给第三方来创建质量不详的 BIM 对象，失去对相关流程的控制。许多制造商无法
在合理期限内提供高度可配置产品的 BIM 对象。

如果您可以快速且轻松地迎合 RFP 中的 BIM 要求，将可以使您的产品
和公司脱颖而出。简而言之，这可以使客户更轻松地将产品纳入规
范化的设计并有助于公司赢得更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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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入门

详细了解 Autodesk 如何通过创建可配置的

建筑产品 BIM 模型来帮助您实现规范化。

联系我们的销售团队，
了解适合您的方案

立即下载 Inventor 
试用版

https://www.autodesk.com.cn/products/inventor/free-trial
https://www.autodesk.com.cn/solutions/bim-for-manufacturers#rea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