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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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将来可能会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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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 Autodes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保留所有权利。除非 Autodesk, Inc. 明确许可，否则，不应以任何形式、任何方法、为了任何目的而复制本出版物或其中的任意部分。本

出版物中的特定材料经版权所有者许可进行了重印。Autodesk, Navisworks, and Revit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utodesk, Inc. and/or its subsidiaries in the USA 
and/or other countries.All other brand names, product names, or trademarks belong to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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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陈述后，公司无义务更新这些前瞻性的陈述以反映任何情形的

改变。

发布者：

Autodesk, Inc.
111 Mclnnis Parkway
San Rafael, CA 94903, USA

重要 - 务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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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BIM 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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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行项目快速入门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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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和信息的共享、相关的业务流程以及支持的软件提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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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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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试行部署工作簿分为两部分：

 
 
 
 

对于建筑、基础设施和施工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应用该框架和建议的潜在优势包括： 
 

	 n	改善项目团队成员的沟通与协作

 n 减少成本、进度、范围超限或质量相关问题

 n 更快速、更经济地交付项目，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企业级 BIM 计划 
帮助指导公司在组织层上实施 BIM

项目 BIM 计划 
帮助项目团队在试行项目上实施 BIM



6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BIM 的实施对您的组织业务运营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个部分您

将会定义您的企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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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的空格部分，列出了您的组织愿景声明，制定 BIM 实施怎样提高和改变愿景。例如第一行示例。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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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目标

在下表中列出使用 BIM 的目标和宗旨。同时记录您将怎样衡量这些目标的实现和它们的目标期限。例如第一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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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一个竣工模型关于所有建筑

机电系统的信息

在每个项目或 WO 后，项目团队

收集或更新模型。
2015 年 4 月

企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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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空行。例如第一行示例。

关注领域 项目阶段 创作工具

建筑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编制

4 – 投标

5 – 施工管理/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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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NA

 建筑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编制

4 – 投标

5 – 施工管理/建造 

 土木工程/基础设施 1 – 规划和概念布局

2 – 调查和数据搜集

3 – 初步工程

4 – 最终设计

5 – 项目文档编制

6 – 投标

7 – 施工管理/建筑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10

关注领域 项目阶段 创作工具

 施工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编制

4 – 投标

5 – 施工管理/建造

6 – 估算

7 – 规划

8 – 协作

9 – 详细设计

10 – 布局

11 – 提升 

 机械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编制

4 – 投标

5 – 施工管理/建造

 电气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编制

4 – 投标

5 – 施工管理/建造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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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领域 项目阶段 创作工具

 管道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编制

4 – 投标

5 – 施工管理/建造

 结构 1 – 方案设计

2 – 设计开发

3 – 施工文档编制

4 – 投标

5 – 施工管理/建造

 其他（填写） 其他（填写）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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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模型  
在下面表格中，概括说明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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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空行，添加您预期需要而没有列出的模型类型。例如第一
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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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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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 或 Sim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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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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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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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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空行。

分析 说明 推荐的工具

可视化 可视化工具使项目团队通过 3D 的方式观看项目的设计或施工，并提供了精确的最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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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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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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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碰撞检测 碰撞检测分析是对多个模型之间的干涉进行检查。碰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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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碰撞检测正常进行，项目的模型必须有一个

共用参考点，还必须和碰撞检测工具兼容。

 Autodesk Revit  
 Navisworks Manage  
 BIM 360 Glu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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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 或 Sim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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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 5D 模型帮助任何施工工程中的各参与方（建筑师、设计师、承包商和业主）

可视化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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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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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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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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说明 推荐的工具

地理空间 地理空间分析工具使项目团队能够在整个项目周期利用 GIS 数据。例如，这可以包

括如防止破坏土壤和湿地的环境问题。也可以包含重叠分区或土地使用信息。最

后，该工具能提供在项目完成后披露和分享相关项目信息的机制。

 AutoCAD Map 3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雨水 雨水分析工具使项目团队能够建立复杂的水文学、水力学、水质模型。这可能包括

设计排水管系统和滞留设施并调整其大小，从而更好地控制洪水和进行水质保护。
 Autodesk Storm & Sanitary Analysis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管分析工具使项目团队能够分析简单和复杂的污水及联合排水系统。通常

用于主规划、修复、新设计和满足下水道未来的增长。
 Autodesk Sto rm & Sanitary Analysis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车辆曲线 
加宽段

车辆曲线加宽段分析工具使建筑师、工程师、规划师能够以可预期的方式评估运输

或场地设计项目中的车辆移动。该工具的重要性在于能够确保将标准数量降至最低

限度同时考虑到视距线及潜在安全问题等因素。

 Autodesk Vehicle Tracking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其他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http://www.autodesk.com/products/autodesk-revit-family/overview


17

现有技能 

在下面的表格中，按照人事类型填入组织机构当前拥有的技能，每个类型的雇员数量，和平均技能水平。（换言之，在技能

方面，您组织目前发展到什么程度？）第一行显示了一个示例。

技能 人员类型/数量/平均技能水平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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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CAD 设计

 
 

 3D BIM 设计

 
 

 可视化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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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人员类型/数量/平均技能水平

 模拟

 

 分析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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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技能 

在下面的表格中，按照人事类型填入需要的技能，各类型人员总数，需要的平均技能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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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显示了一个示例。

技能 人员类型/数量/所需技能水平/该技能水平的数量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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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CAD 设计

 3D BIM 设计

企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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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

 分析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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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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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描述您员工接受的

培训类型以及通常的授课形式。请同时给出您认为可能需要的培训领域。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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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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特克高级支持 400-080-9010 早 9 点 – 晚 6 点

 

 

企业级 BIM 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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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BIM 部署计划

项目 BIM 部署计划 
在“测试驱动 BIM”计划部分，将讲述如何为建筑项目建立一个计划框架， 
探索不同种类技术的信息如何使项目更有效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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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现预防构件的碰撞， 
例如管道和梁之间的碰撞。

 n     所有团队成员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共享项目信息时，团队的沟通平台能帮助加快商务流程。

 
有了这些解决方案，可以在整个开发阶段帮助记录 BIM 数据。在项目开始，团队能一起解决设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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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将能使沟通流水化，

高效—减少开支，同时还要关注施工阶段的质量、范围和进度。

项目描述 
在下面输入项目相关信息。包括项目名称，业主项目编号，地址，项目描述，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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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表中列出核心合作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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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列出项目中运用 BIM 的目标。注释出检验每个目标和其目标期限成果的方法。第一行显示了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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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显示了一个示例。

项目阶段/里程碑 估计开始时间 估计结束时间 项目利益相关者参与

概念化 2015/2/1 20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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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空行；添加您预期需要而没有列出的模型类

型。例如第一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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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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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撞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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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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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空间

雨水

生活污水

车辆曲线加宽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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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显示了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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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提供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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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建商 2015/1/21 20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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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Simulate 
 BIM 360 Glue 
 BIM 360 Field

项目审查、进度、可视化  Navisworks Manage 或 Simulat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量化  Autodesk Revit  
 Navisworks Manage 或 Simulate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场管理  BIM 360 Field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布局  AutoCAD Civil 3D  
 Point Layout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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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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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表格中列出竣工模型包含和不包含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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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下方列出以方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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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其他资源

欧特克大视界 欧特克 AU 社区 欧特克大师汇

欧特克官方网站 欧特克 QQ 会员群 欧特克新浪微博AU 社区论坛

销售咨询热线 : 
400-0809-010

http://www.autodesk.com.cn/
http://shang.qq.com/wpa/qunwpa?idkey=2e224c12421aee5d8f7b02e11131e439e3c7c38463aa3122f5a932ea23af5e25
http://weibo.com/autodeskchina
http://au.autodesk.com.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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