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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企业BIM有关决策两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所有决策都会有风险，企业在跟BIM有关问题上的决策也存在各种形式不同、大小不一的风
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有两个。

最大风险1：
对待BIM最大的风险之一是不理BIM。这类决策典型的想法和做法是等BIM成熟了、其他企业

技术发展与推广中的
思考
文_何关培（广州优比建筑咨询有限公司CEO，BIM战略专家）
文字整理_邱勇哲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 I M J I S H U
FAZHAN YU
T U I G U A N G
ZHONG DE SIKAO

BIM

用好了以后再开始用，不费自己摸索的力气，不冒自己走弯路的风险。殊不知这种做法对企业而言
恰恰是一种风险最大的做法。因为其一，已经有一定数量的项目对BIM应用有要求了，对这样的项
目，企业将会失去竞争机会。其二，成熟靠实践。同样的技术，不同的企业和团队使用会产生完全
不同的效果，对一个企业而言，成熟的技术和方法对另一个企业而言就未必有效。其三，随着市场
发展，BIM会逐渐从少数项目的特殊要求变成一定区域、领域和类型项目的准入门槛，企业失去的
机会会越来越多。事实上，对企业而言，不存在等其他企业用好了以后自己再用这样一条路。

最大风险2：
应用BIM最大的风险之二是过早进行大投入。这类决策典型的现象包括一开始就配备较大数量
的BIM软硬件、一开始就要求所有项目所有人员都使用BIM等。企业开展BIM应用肯定需要投入，而
且在企业BIM普及应用过程中的一段时间内根据需要可能这个投入会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正常的现
象。真正的风险在于企业在没有摸清情况前就在BIM应用上进行大投入，这种做法最终导致效益不
好的概率非常大，因为无论是从BIM技术本身还是就企业的应用情况而言，要把BIM变成企业的有效
生产力都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着急。

风险

1

前期不探索BIM，难以后来居上

风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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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况都可以归结为过早投入太大：

一开始购买和装备太多跟BIM应用有关的软件和硬件。
一开始就要求所有人、所有项目都用BIM，有一句作为企业BIM应用策略很典型的话
叫做“全员BIM，拒绝二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大家知道大投入不是问题，只要产出合适。对BIM应用而言，过早大投入很容易转变
成企业经营的真正风险，主要原因如下：
目前可以使用的BIM软件还不够成熟、不够配套；

二、 绝大部分BIM标准跟从业人员没有直接关系

企业员工的BIM应用能力普遍还不高；

在企业和项目BIM应用过程中，被各类BIM标准困扰的从业人员——特别是决策和管

企业BIM应用的资源积累和制度建设还没到一定程度；
综合效益好的BIM应用内容和方法还在探索过程中；

理层面的从业人员不在少数。其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原本属于不同范畴、不同层面的BIM标

应用BIM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需要一定的学习时间。

准，都被眉毛胡子一把抓、一视同仁地被端到了从业人员的面前，也不管这些标准跟从业人
员有没有直接关系。每当从业人员一参加BIM活动、一看BIM资料、一听BIM报告就碰到IFC/
IFD/IDM/MVD/Omniclass/Uniclass等一堆BIM标准，让从业人员有点手足无措。事实上，

在这样一种现状下，没摸清情况一上来就大投入就必定会出现产出在数量和

这些BIM标准跟从业人员都不直接相关，而是需要通过支持这些标准的软件工具来跟从业人

时间上都不能满足预期的问题，从而影响企业整体经营水平，成为企业在决策和

员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建筑业工程技术和管理从业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并不直接使用这些标

管理层面的真正风险。

准，而是通过自己使用的软件工具来使用这些标准。

在BIM这个生态圈里面，除了建设、设计、施工企业等项目主体也是BIM应

目前已经公开发布、从业人员能够看到的各类BIM标准、指南等估计有100项，这些标

用主体即消费者外，还有政府主管部门、科研机构、BIM软硬件供应商、BIM咨

准哪些跟从业人员直接相关，哪些不是直接相关呢？企业和项目在BIM应用过程中应该如何

询服务机构等BIM供给者，每一类机构由于本身经济立场和工作目标的不同会对

认识和应对这些BIM标准呢？笔者整理的“从业人员BIM标准导航图”或许能为企业和项目

同样的BIM做出不同的诠释，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而作为BIM主

BIM应用决策与管理人员比较迅速地解决BIM标准困惑找到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要消费者的建设、设计、施工企业，一定会碰到难以判断哪一家说的道理更适合
自己从而导致决策失误、投资损失的时候，但是只要坚持不过早大投入这样一个

从业人员BIM标准导航图

基本原则，就不会发生对企业而言真正意义上的风险。

实施
持标准的软件
没有BIM软件，
BIM理论体系无法
落地

没有BIM软件，
BIM应用无法实现

P—BIM标准

_BIM技术从设计建模到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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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从业人员应用BIM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跟BIM有关的工作分
为BIM理论体系、BIM软件研发和BIM工程应用三个方面，目前能够看
到的BIM标准也可以根据其对这三个方面的覆盖情况来进行划分，大
致有四类：
第一类：美国国家BIM标准NBIMS，分别于2007年、2012年和
2015年发布了3个版本，NBIMS的内容涵盖了BIM理论体系、软件和
应用三个方面，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想要系统、深入学习BIM的人员最

策划 / 编辑＿韦林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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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BIM标准NBIMS

好的学习资料，从事不同BIM工作（包括BIM理论研究、软件开发、
BIM应用）的人员可以根据自己工作需要和兴趣学习对应的内容，其
中的BIM理论体系部分能够帮助读者全面和系统地认识BIM。
第二类：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信息模型专业委员会（简
称中国BIM标委会）主持编制的一系列P—BIM标准，内容为各个专业
或任务的“软件功能与信息交换标准”，近期发布了《规划和报建P—
BIM软件功能与信息交换标准》（T/CECS—CBIMU 1—2017）等13
项，这个系列标准覆盖BIM应用（其软件功能部分）和软件研发（其
信息交换部分）两个方面，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一般而言只需要了解
其BIM应用部分（软件功能）的内容。

2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信
息模型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BIM标
委会）主持编制的一系列P—BIM标准

_BIM技术可以应用到建筑的概念阶段、勘察测绘
阶段、项目设计阶段、招标投标阶段、施工建设
阶段、项目运营阶段、项目维护阶段、项目更新
阶段、项目拆除阶段。

第三类：主要给软件研发人员使用的标准，包括国际上的IFC/
IFD/IDM/MVD/Omniclass/Uniclass标准，以及已经立项正在编制过程
中的《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准》和《建筑信息模型编码标准》。这些
标准跟建筑业从业人员不是直接使用的关系，而是需要通过相应的软
件工具去使用的标准，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基本上没有必要在这些标
准上花时间，就如同大家使用手机和自动取款机没有必要了解它们各
自执行的标准一样，如果把手机和自动取款机执行的标准拿出来，对
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天书。如果要掌握这些标准才能使用手机和自动
取款机的话，估计也就没有多少人有能力使用手机和取款机了。
第四类：主要给BIM应用人员，也就是建筑业工程技术和管理人

3

IFC/IFD/IDM/MVD/Omniclass/
Uniclass标准，以及已经立项正在编
制过程中的《建筑信息模型存储标
准》和《 建筑信息模型编码标准》

员使用的标准，包括已经发布的《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
T 51212—2016）》（2017年7月1日起实施）和《建筑信息模型施工
应用标准（GB/T 51235—2017）》（2018年1月1日起实施）两本国
家标准，还在编制过程中的《国家设计交付标准》，中国BIM标委会
立项的《综合管廊运维建筑信息模型应用规程》等一系列BIM标准，
已经发布的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方标准，中建《建筑工程设计BIM
应用指南》《建筑工程施工BIM应用指南》等企业标准，全球各个国
家、地区、行业组织、学校、企业发布的各类BIM标准、指南、规
范、手册等，这些标准从业人员只要关注跟自己企业、项目和专业有
关的少数几项即可。

4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GB/T 51212—2016）》（2017年
7月1日起实施）和《建筑信息模型施

根据上面的分析非常清楚，虽然林林总总的BIM标准数量很多，但真正跟

工应用标准（GB/T 51235—2017）》

企业和项目BIM应用决策与管理直接相关、需要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理解和掌

（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握的BIM标准并没有多少，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判断：凡是听不懂看不懂弄不
明白的标准基本上就属于从业人员不直接使用的标准。
总体而言，BIM软件是BIM理论体系落地和BIM应用实现不可或缺的工
具，没有BIM软件BIM理论体系没法落地，没有BIM软件BIM应用无法实现，因
此BIM标准工作的关键点应该是利用一切办法使软件厂商和软件对标准进行实
施，而企业执行标准的关键是选择能够支持标准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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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切实行动应与研讨争论同时进行

策划 / 编辑＿韦林枚

站在现今这个时间点上，BIM作为一种新的建筑业信息技术对行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生产效

四、需善用BIM软件而不拘泥

率和质量提升的潜在价值已经得到广泛认可，BIM的信息可视化、信息结构化、信息共享理念以及

从业人员从各种渠道听到最多的软件厂商的典型话

实现方法和工具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实际工程证明。

语是他的软件能干这个能干那个，听到的最多的BIM咨询

另一方面，BIM软件功能不完善、人员BIM能力不足、BIM应用资源没积累、BIM管理制度不

服务企业的典型话语是他们能用BIM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

匹配等因素之间互相制约、互为因果又最终一起影响着BIM应用投入所带来回报的实现，企业要找

情。但作为企业BIM应用决策成员来说，了解一个软件或

到一个风险小、投入产出比好的BIM应用决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方法能做某件事情只是最基本的起步，而且相对而言也是

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关BIM应用不同技术路线和实现方法的探讨甚至争论还会

最简单的工作，因为这是所有软件厂商及其代理经销机构

继续，理由很简单，因为至今为止，全球工程建设行业都还没有找到一条能够充分实现BIM应用目

时时刻刻都在做的事情，即通过各种渠道告诉企业各个层

标和价值的明确路线图，总体上BIM还处于研究探索和试验性应用阶段。

次他们的软件能做什么以及做得如何好。

于能完成某项工作的各种软件或方法，而从北京去天津或
广州则类似于不同企业或项目的特点，决策则是要确定用
什么工具或方式去实现。
因此用BIM能做某件事情，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应该
用BIM去做这件事情，具体到某一个软件也是如此，而在
了解BIM以及某一个具体软件能做什么以后，接下来的一
系列工作才是企业BIM应用决策的关键。
从知道一个软件能完成什么工作到确定企业真正用该
软件来完成这项工作，企业BIM应用决策至少要从几个方

但如果站在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而言，显然不能等到上面这些研讨和争论都尘埃落定以后再

而企业BIM应用决策在软件选择上的目的却不是要知

面去分析，包括政府或客户是否有要求、能否提高现有的

来应用BIM，道理不言自明。只不过这样一来，就要求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随时根据市场、企业和

道一个软件能做什么，而是要确定哪种软件和方法最适合

工作效率和质量、是否比较容易推广到其他项目和人员、

BIM技术的发展情况，及时做出或调整企业BIM应用决策以及根据决策采取切实的行动。

企业使用。就跟旅行选择交通工具一样，从北京到天津大

投入产出比是否合理、能否与企业现有的其他软件和方法

部分人的选择一定是火车、大巴或自驾，不会选择飞机，

配合使用、除了这个软件以外是否有其他选择等。而不能

虽然飞机也能实现这个目的。而从北京到广州就会选择飞

仅限于从一个软件和方法能否实现某项功能去决策。

要做出好的企业BIM应用决策有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如上所述，BIM应用本身也还没有
完全成熟，存在着各种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一般而言在企业内部决策和管理层对BIM的
了解相对比较少，而对BIM了解相对比较多的作业层对企业运营和管理又缺乏相应的战略和经验，
因此这样的决策也不可能完全由企业一线作业层做出。也就是说，事实上大部分企业在BIM应用决
策这件事情上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设计＿邱勇哲

机或火车，尽管大巴和自驾也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当

对企业BIM应用决策而言，真正弄清楚本企业用BIM

然如果情况特殊北京到天津也可以坐飞机，北京到广州也

做什么才能为项目和企业带来较好效益要比了解什么是

可以坐大巴或自驾。在这里火车、大巴、自驾、飞机类似

BIM、BIM能做什么以及BIM应用有什么价值等重要和

况且“什么样的BIM应用决策对企业来说是最佳决策”这个问题本身也不存在标准答案，因此
企业BIM应用决策层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着手，即逐一分析和解决那些如果考虑不当一定会影
响BIM应用决策水平甚至导致决策失败的关键因素，虽然局部最优之和不一定等于系统最优，但一
个考虑了所有关键影响因素的决策一定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决策。

BIM应用决策思维导图1

_Navisworks软件可以为BIM项目提供可视
化和仿真、分析多种格式的三维设计模型。

_2016年12月9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建筑
施工学术年会上，何关培做了“施工企业BIM
应用关键问题思考与建议”的报告。本次年会
主题为“互联网+BIM 创新与变革”。

46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2017.12 -

47

专题

COLUMN

转变惯性思维 发展实体经济

BIM技术：引领建筑业的未来

生态文明背景下柳州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BIM应用决策思维导图2

BIM应用决策思维导图3

论道

关键。但是目前能够看到的绝大部分BIM应用资

根据笔者的研究和实践，目前情况下BIM

料属于后者，大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什么是

应用可以分为效益型、市场型、科研型（或战略

BIM、BIM能做什么以及BIM应用有什么价值这样

型）以及培训型四类，不同类型BIM应用的目的

一些基本概念。

和效益是不尽相同的。效益型重在BIM应用的直

一方面，作为常识，所有从业人员都应该
清楚，不是所有项目或企业的问题都可以用BIM
来解决的，即使能用BIM解决也不是所有这些问
题用BIM就一定比用其他方法有更高效率和质量
的。另一方面，企业在决策用BIM做什么时还需
要时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BIM潜在的价值不

48

D

接回报，从做好项目的角度获益；市场型重在建
立品牌，从提升企业和产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的角度获益；战略型或科研型重在企业核心竞争
力建设，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获益；培训型重在企
业BIM生产力建设，从人才队伍的角度获益。同

等于今天能实现的价值，不同BIM应用的成熟度

一种BIM应用在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项目情况下

不一样，投入产出情况也不一样，因此企业必须

其类型不一定完全一致，需要结合对企业和项目

根据自身特点来制定用BIM做什么的决策。

的理解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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