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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500402] 

[高效 BIM设计从改变自己开始] 
[刘亚鑫]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说明 
BIM设计与传统设计的区别，不仅是在软件操作上，更大的区别是在设计逻辑上和专业之间的配

合方式上。我们习惯把 BIM设计最大的阻力归结为软件的使用难度大，却不知道原来自己才是

“愚公移山”中的那座山。结合华阳国际十余年坚持推广 BIM正向设计的实践，从专业间配合的

角度来分享几个通过细微改变协同方式即可极大提高 BIM设计效率的点。 

 
讲师 
深圳市华阳国际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负责华阳 BIM平台及软件研发，负责全集团 BIM正向设计推广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广东省 BIM技术联盟副理事长 

深圳市 BIM促进会副会长 

负责深圳市 BIM工程实验室建设 

负责深圳市多项 BIM课题及 BIM标准编写 

 

 

学习目标 
• 了解传统设计方式和习惯对 BIM设计效率带来的影响 
• 意识到稍微调整一下设计方式和习惯跟改善优化软件同样重要 
• 了解到哪些细微的改变可以极大的提高 BIM设计效率 
• 了解各专业之间新的配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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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标注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且在出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作场景，它让构件的信息呈现在图纸上，

让看图的人能够一目了然。看起来很简单但花的时间却非常多。这里有个很大的原因就

是，经常需要标记不是自己画的内容。 

我们拿建筑房间名称来举例，以往 CAD的做法，房间名是用文字写上去的，机电专业也需

要表达房间，通常机电专业会选择直接参照建筑 CAD图上的文字，我们来看左边这张图，

是建筑图，文字放的位置没有被遮挡，刚刚好，再看右边这张图，很多文字都被机电管线

挡住了，当出现重叠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挪文字。挪文字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

绑定参照的底图，炸开，然后把文字挪到旁边，这种方式只要建筑专业修改了房间就所有

的修改都需要重新来一遍；第二种方式引入二维协同设计平台，增加一个中间文件（提资

文件），这样没有修改的房间可以记住原来调整的位置，不用再重复修改，可以节省一部

分工作量，但修改的后的还是需要重新调整。 

如果在 BIM模型里，房间名是直接基于房间信息标注出来的，那机电专业就完全可以自己

标一遍，一键就可以全部标上，虽然房间是建筑专业放的，但标注是在当前模型，所以可

以随便移动。这是 Revit自带的一个司空见惯的功能，是不是非常方便，但是在实际工作

中实现起来就比较难，因为对于建筑专业的设计师来说，放房间不如放文字，因为房间有

可能丢。但对机电设计师来说非常方便，你们要知道，如果是商业综合体的话，同一个建

筑平面要对应将近 10张机电平面图，意味着建筑改一个房间名，传统的做法机电要改 10

次。而且在 Revit里，我们不能像 CAD一样将链接绑定炸开。所以这里需要建筑的同事做

一点小小的改变，对机电专业来说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如果建筑专业放置了房间，那么机电专业只需要通过标记功能，批量把房间标注上就可以

了。标注的位置默认会跟建筑专业的一致，但是你可以把他挪到没有被遮挡的位置。如果

建筑专业修改了房间名称，机电专业在链接模型重载之后，房间名称就会自动更新。 

所以这个场景就需要建筑专业做一些改变，把房间放置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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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绘制 
传统的楼梯大样绘制大家也很熟悉，建筑画完后，结构删掉面层再进行后加工处理，结构

专业没处理好，会不会影响建筑专业出图呢？不会，因为建筑专业早就成完图了，只是等

结构加工完成后再符合一下。因为互不影响出图，两个专业之间的协同就容易被放松警

惕，会经常出现楼梯碰头的问题，梯柱跟防火门碰撞的问题。 

在 BIM设计过程中，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建筑专业先建一个完整的楼梯提资给结构，结

构基于建筑楼梯建一个只保留结构层的楼梯进行二次加工，建筑专业删除原楼梯的结构部

分，而通过链接结构楼梯来合成一个完整的楼梯。这样可以实时相互检查对彼此的影响。

但这里带来的问题是，建筑楼梯图里的结构部分来自结构模型，需要结构设计师配合建筑

设计师的出图节点，及时修改到位。这里对结构专业来说会新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

去维护结构模型，这比维护二维楼梯大样操作起来要复杂些，第二个是要配合建筑的出图

时间节点，不然会影响建筑出图，因为有时建筑要比结构先出图。 

这里再顺带说一个类似的场景，本来我们认为有了 BIM模型，就可以任意剖切，剖面图应

该是信手捏来，对吧？那是在模型都建好的前提的下，设计过程中因为建筑结构时间配合

上存在先后的问题，导致剖面出图一致都不顺畅，所以我们甚至计划提议取消剖面出图，

因为有了模型，剖面确实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 

这个场景就需要结构专业做一些改变，来维护楼梯结构层模型。 

节点深化 
传统的设计方式，我们把通用节点单独画在一张图纸上，通过编号去索引看，这个很正常

对吧？但是他会留下隐患，比如左边这张图，机电专业将立管靠着柱子，而忽视了梁柱节

点。 

不仅在专业之间容易忽视，即便在结构专业内部也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节点里要求梁

高要达到 1200，但设计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节点的要求，设计成了 800高，可能就要等施

工的时候才能发现，会影响施工进度。 

如果结构设计师稍微多花点时间把节点放上去呢，这样不管是专业内还是专业间都一目了

然了，还可以利用软件进行自动检查是否有错，大家都不需要反复去核对节点，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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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节约的。当然精细的节点模型会比较大，制作难度也大，所以只保留外轮廓即可，主

要目的是确保占位准确。 

有人可能会说，按照模型交付标准这个不是很正常吗？是的，在没有用交付标准要求过设

计师之前，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后建模很好理解，正向设计就会受到原有习惯的影

响，他就没有这么好理解，毕竟对于设计师来说，增加一个小时的工作量那也是增加。 

这个场景还是需要结构专业做一些改变，把钢结构节点直接体现到模型里。 

点位提受资 
设备专业与电气专业之间的点位提受资是体现两个专业关系好坏的很重要的窗口。经常出

现参数对不上，设备专业参数改了，电气专业没有发现。 

还有位置位置对不上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电气专业的图例与设备专业的图例不一样，

所以这里不能像前面我分享的构件标注那样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电气专业通常是照着设

备专业的图纸，一个一个手动放一遍图例，再抄一遍参数。 

这里其实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处理的，一个是图例不一致的问题，第二个是信息一致的问

题，第三个是定位精度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在 Revit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来看一个视频。把设备专业的模型链

接到电气专业，选择需要进行提资的设备专业模型，软件识别设备信息，在电气专业模型

中生成对应的电气图例，很快就生成了，我们把链接模型关掉，然后电气设计师可以进行

连线，移动，因为这些图例都是在电气模型里的，但他们的位置和信息与设备专业模型中

对应的设备保持一致。 

这个场景就需要设备专业做一些改变，准确的输入设备的信息。 

管线综合 
我们知道 CAD的协同方式是，机电各专业优先关注各自图纸表达的美观性，各自系统的合

理性，却往往对各专业之间的协调重视度不够。看起来每个专业的图纸都画的很整齐，但

叠到一起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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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这个模型里体现的一样，这跟是否建模，是否将机电管线建到一个模型里没有原则上

的关系，主要是设计师习惯了在设计过程先把本专业的内容画完，最后才去优化管综。说

实话，以前画 CAD图，就算做了管综，最后有多少隐藏的问题谁看得出来呢？所以才需要

请第三方 BIM咨询去建模查问题。 

但 BIM设计交的是模型，这些隐藏的问题直接就被暴露出来了。但如果依然到了最后才

改，要想改到位，改动量就会很大，已经定稿的图纸又要出变更是所有设计师都不愿意

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将管综设计提前，融入到设计过程中去，既然模型那么容易发现问

题，为什么不在前期就把问题处理掉呢。可能有人会说一开始就调管综，后面会返工，所

以要控制好深度，虽然我们从方案深化阶段就开始了管综工作，但直到施工图审查前，都

不建议去翻弯，前期重点确定管线走向，净高。设计稳定后才进行翻弯，留洞，这样就可

以几乎不会改动原有的设计方案。 

因此设计师只有意识到管综是设计的一部分，在设计过程中稍加留意，对后面的管综就可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个场景就需要机电专业做一些改变，设计过程中多一些沟通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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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500402] 

[高效 BIM设计从改变自己开始] 
[刘亚鑫]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说明 
BIM设计与传统设计的区别，不仅是在软件操作上，更大的区别是在设计逻辑上和专业之间的配

合方式上。我们习惯把 BIM设计最大的阻力归结为软件的使用难度大，却不知道原来自己才是

“愚公移山”中的那座山。结合华阳国际十余年坚持推广 BIM正向设计的实践，从专业间配合的

角度来分享几个通过细微改变协同方式即可极大提高 BIM设计效率的点。 

 
讲师 
深圳市华阳国际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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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深圳市多项 BIM课题及 BIM标准编写 

 

 

学习目标 
• 了解传统设计方式和习惯对 BIM设计效率带来的影响 
• 意识到稍微调整一下设计方式和习惯跟改善优化软件同样重要 
• 了解到哪些细微的改变可以极大的提高 BIM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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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标注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且在出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作场景，它让构件的信息呈现在图纸上，

让看图的人能够一目了然。看起来很简单但花的时间却非常多。这里有个很大的原因就

是，经常需要标记不是自己画的内容。 

我们拿建筑房间名称来举例，以往 CAD的做法，房间名是用文字写上去的，机电专业也需

要表达房间，通常机电专业会选择直接参照建筑 CAD图上的文字，我们来看左边这张图，

是建筑图，文字放的位置没有被遮挡，刚刚好，再看右边这张图，很多文字都被机电管线

挡住了，当出现重叠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挪文字。挪文字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

绑定参照的底图，炸开，然后把文字挪到旁边，这种方式只要建筑专业修改了房间就所有

的修改都需要重新来一遍；第二种方式引入二维协同设计平台，增加一个中间文件（提资

文件），这样没有修改的房间可以记住原来调整的位置，不用再重复修改，可以节省一部

分工作量，但修改的后的还是需要重新调整。 

如果在 BIM模型里，房间名是直接基于房间信息标注出来的，那机电专业就完全可以自己

标一遍，一键就可以全部标上，虽然房间是建筑专业放的，但标注是在当前模型，所以可

以随便移动。这是 Revit自带的一个司空见惯的功能，是不是非常方便，但是在实际工作

中实现起来就比较难，因为对于建筑专业的设计师来说，放房间不如放文字，因为房间有

可能丢。但对机电设计师来说非常方便，你们要知道，如果是商业综合体的话，同一个建

筑平面要对应将近 10张机电平面图，意味着建筑改一个房间名，传统的做法机电要改 10

次。而且在 Revit里，我们不能像 CAD一样将链接绑定炸开。所以这里需要建筑的同事做

一点小小的改变，对机电专业来说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如果建筑专业放置了房间，那么机电专业只需要通过标记功能，批量把房间标注上就可以

了。标注的位置默认会跟建筑专业的一致，但是你可以把他挪到没有被遮挡的位置。如果

建筑专业修改了房间名称，机电专业在链接模型重载之后，房间名称就会自动更新。 

所以这个场景就需要建筑专业做一些改变，把房间放置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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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绘制 
传统的楼梯大样绘制大家也很熟悉，建筑画完后，结构删掉面层再进行后加工处理，结构

专业没处理好，会不会影响建筑专业出图呢？不会，因为建筑专业早就成完图了，只是等

结构加工完成后再符合一下。因为互不影响出图，两个专业之间的协同就容易被放松警

惕，会经常出现楼梯碰头的问题，梯柱跟防火门碰撞的问题。 

在 BIM设计过程中，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建筑专业先建一个完整的楼梯提资给结构，结

构基于建筑楼梯建一个只保留结构层的楼梯进行二次加工，建筑专业删除原楼梯的结构部

分，而通过链接结构楼梯来合成一个完整的楼梯。这样可以实时相互检查对彼此的影响。

但这里带来的问题是，建筑楼梯图里的结构部分来自结构模型，需要结构设计师配合建筑

设计师的出图节点，及时修改到位。这里对结构专业来说会新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

去维护结构模型，这比维护二维楼梯大样操作起来要复杂些，第二个是要配合建筑的出图

时间节点，不然会影响建筑出图，因为有时建筑要比结构先出图。 

这里再顺带说一个类似的场景，本来我们认为有了 BIM模型，就可以任意剖切，剖面图应

该是信手捏来，对吧？那是在模型都建好的前提的下，设计过程中因为建筑结构时间配合

上存在先后的问题，导致剖面出图一致都不顺畅，所以我们甚至计划提议取消剖面出图，

因为有了模型，剖面确实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 

这个场景就需要结构专业做一些改变，来维护楼梯结构层模型。 

节点深化 
传统的设计方式，我们把通用节点单独画在一张图纸上，通过编号去索引看，这个很正常

对吧？但是他会留下隐患，比如左边这张图，机电专业将立管靠着柱子，而忽视了梁柱节

点。 

不仅在专业之间容易忽视，即便在结构专业内部也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节点里要求梁

高要达到 1200，但设计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节点的要求，设计成了 800高，可能就要等施

工的时候才能发现，会影响施工进度。 

如果结构设计师稍微多花点时间把节点放上去呢，这样不管是专业内还是专业间都一目了

然了，还可以利用软件进行自动检查是否有错，大家都不需要反复去核对节点，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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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节约的。当然精细的节点模型会比较大，制作难度也大，所以只保留外轮廓即可，主

要目的是确保占位准确。 

有人可能会说，按照模型交付标准这个不是很正常吗？是的，在没有用交付标准要求过设

计师之前，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后建模很好理解，正向设计就会受到原有习惯的影

响，他就没有这么好理解，毕竟对于设计师来说，增加一个小时的工作量那也是增加。 

这个场景还是需要结构专业做一些改变，把钢结构节点直接体现到模型里。 

点位提受资 
设备专业与电气专业之间的点位提受资是体现两个专业关系好坏的很重要的窗口。经常出

现参数对不上，设备专业参数改了，电气专业没有发现。 

还有位置位置对不上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电气专业的图例与设备专业的图例不一样，

所以这里不能像前面我分享的构件标注那样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电气专业通常是照着设

备专业的图纸，一个一个手动放一遍图例，再抄一遍参数。 

这里其实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处理的，一个是图例不一致的问题，第二个是信息一致的问

题，第三个是定位精度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在 Revit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来看一个视频。把设备专业的模型链

接到电气专业，选择需要进行提资的设备专业模型，软件识别设备信息，在电气专业模型

中生成对应的电气图例，很快就生成了，我们把链接模型关掉，然后电气设计师可以进行

连线，移动，因为这些图例都是在电气模型里的，但他们的位置和信息与设备专业模型中

对应的设备保持一致。 

这个场景就需要设备专业做一些改变，准确的输入设备的信息。 

管线综合 
我们知道 CAD的协同方式是，机电各专业优先关注各自图纸表达的美观性，各自系统的合

理性，却往往对各专业之间的协调重视度不够。看起来每个专业的图纸都画的很整齐，但

叠到一起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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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这个模型里体现的一样，这跟是否建模，是否将机电管线建到一个模型里没有原则上

的关系，主要是设计师习惯了在设计过程先把本专业的内容画完，最后才去优化管综。说

实话，以前画 CAD图，就算做了管综，最后有多少隐藏的问题谁看得出来呢？所以才需要

请第三方 BIM咨询去建模查问题。 

但 BIM设计交的是模型，这些隐藏的问题直接就被暴露出来了。但如果依然到了最后才

改，要想改到位，改动量就会很大，已经定稿的图纸又要出变更是所有设计师都不愿意

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将管综设计提前，融入到设计过程中去，既然模型那么容易发现问

题，为什么不在前期就把问题处理掉呢。可能有人会说一开始就调管综，后面会返工，所

以要控制好深度，虽然我们从方案深化阶段就开始了管综工作，但直到施工图审查前，都

不建议去翻弯，前期重点确定管线走向，净高。设计稳定后才进行翻弯，留洞，这样就可

以几乎不会改动原有的设计方案。 

因此设计师只有意识到管综是设计的一部分，在设计过程中稍加留意，对后面的管综就可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个场景就需要机电专业做一些改变，设计过程中多一些沟通和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