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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IM技术在建筑结构
设计中的具体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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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相关施工单位的建筑项目也随之增多。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

对建筑项目的要求也逐渐开始提升。但传统的施工技术已经不能再满足当下人们的所有需求，而 BIM技术在建筑

项目中的广泛应用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趋于成熟的 BIM技术来说，我国对此技术的

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较多。本文旨在深入探究 BIM技术是怎样实际的运用在建筑结构设计

之中，从 BIM技术的特征出发，发现其应用的问题与难点，找出其解决的策略，再分析出其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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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开始加速建设各大城市的建筑项目，

人们对于建筑项目的要求以及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这

对于建筑行业来说无疑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目

前我国的技术人员已经能够依靠发达的互联网技术，

将 BIM技术运用到建筑项目中。虽然 BIM技术确实优

于传统的施工技术，也帮助施工人员突破了许多施工

工程上的瓶颈。但我国对于 BIM技术的研究仍然处于

起始阶段，此项施工技术的运用仍然不能与西方发达

国家相比较，这其中还是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对

于 BIM技术，我国的技术人员仍需要不懈努力地去研

究，才能够将其作用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1 BIM技术特性

1.1 可视化操作

在实际的建筑项目施工中，技术人员只能够利用

传统的 CAD技术来设计 2D的施工图纸。这不仅会使

技术人员不能够清晰直观地了解到建筑项目的整体，

及时地规避某些施工风险，还会使施工人员在具体施

工时不能对设计图纸理解到位。若此时施工人员与技

术人员的沟通有误，则会导致工程质量有所下降。但

BIM技术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1]。这是因为 BIM

技术能够搭建建筑项目的模型，模拟出施工时的各个

环节。技术人员通过此模型，就能够对其进行仔细地

观察与分析，使其的操作能够可视化。这不但能够降

低技术人员的工作量，还能够提升工程的质量以及施

工人员的工作效率。

1.2 信息的协调性

BIM技术不但能够模拟出实际的施工环节，还能

够将建筑项目中的各项数据及时地向每个部门的工作

人员进行传递。这其中的具体表现有两方面：首先是

相关施工单位的施工人员和设计人员。在实际的建筑

项目施工中，利用 BIM技术信息的协调性这一特点，

能够让施工人员与设计人员都及时地知晓建筑项目过

程中的各项数据、各个环节的进展情况，做到详细的、

有效的沟通。这就能够规避施工中的各种突发情况，

保障了建筑项目的质量；其次是实际施工中所使用到

的每个部件之间的关联。BIM技术能够让其产生关联

并做到互动，例如，门窗幕墙是设计中的一个整体。

若设计人员在设计门窗时，将模型中的墙删除，那么

门窗也会随即被删除。

2 BIM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应用问题与

难点

2.1 应用问题

2.1.1 注重程度不够

相较于我国传统的施工技术来说，BIM技术的优

点较多。此项技术能够确实地帮助设计人员在设计时

突破某些瓶颈，从而减少了设计人员的工作量，提高

了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的工作效率，使建筑项目的质

量有稳定的提升。但目前我国的相关施工单位在进行

具体的建筑项目施工时，并没有对 BIM技术引起重视。

设计人员在进行建筑结构设计时也并没有运用到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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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来构建建筑模型。这就会使建筑项目的整体结构

比较松散，建筑项目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也无法得到相

应的保障。而导致此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便是 BIM技术

的推广力度不足。诸多偏远城市的设计人员在进行建

筑结构设计时，并没有意识到 BIM技术能够为其带来

的便利性，反而持续运用传统的施工技术。

2.1.2 方案不够完善

虽然目前我国建筑行业的BIM技术运用较为广泛，

但部分相关设计人员在运用此项技术时，并没有按照

规定的流程来进行设计。这就会导致建筑结构设计的

相关方案不够完善，不能发挥其应达到的效果。而施

工人员在后续建筑项目的施工时，也会因为此种原因

造成工程质量有所下降。导致此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有

两方面：首先，设计人员在实际的建筑结构设计时，

并未将此建筑项目的所有突发情况都完全考虑到，也

并未制定较为完善的应急处理措施。一旦施工人员在

实际的工程施工中遇到方案以外的突发情况，就不能

及时的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案。这就会使工程进度缓慢

或停滞，严重时甚至会威胁到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其次，当施工人员按照不完善的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时，

所有工作人员都会对此方案的可行度持怀疑态度。若

相关施工单位对此不加以重视，在面对此种情况下依

旧强迫施工人员进行施工，则会导致工程的安全隐患

增多。

2.2 应用难点

2.2.1 参数的复杂性

若想在建筑结构设计中运用 BIM技术，则要让其

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2]。设计人员应通过发达的数字互联

网技术，收集到建筑结构设计所需要的各项数据以及

反馈情况。再依据建筑项目的实际要求和需求来设计

动态的施工图以及结构模型。所以，当设计人员在运

用 BIM技术时，应着重考虑到两点：一是 BIM技术的

安全性；二是 BIM技术的整体真实性。但因为 BIM技

术中的各项参数太过复杂，所以会导致设计人员在设

计时不能将建筑项目的各方面都考虑到位，这就会使

建筑结构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2.2 物理模式与分析模型缺少关联

在技术人员进行实际的建筑结构设计时，务必要

选择完全柔性的结构构造。若技术人员在构建整体模

型时，没有按照相关的流程来进行设计，就会使整个

模型无法达到所要求的标准。不仅如此，BIM系统在

工作时也会损失大量的建筑项目数据，使所设计出的

建筑模型不具备完整性。设计人员也就无法在建筑结

构设计中将此建筑模型作为参照模型来进行分析。

3 BIM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3.1 加强重视程度

技术人员在建筑结构设计中运用 BIM技术时，务

必要增强对其的重视程度。首先，相关部门应加强对

BIM技术的宣传力度以及推广范围。在宣传时，相关

部门可以向专业人员普及 BIM技术的基础知识与其能

够发挥的作用。在推广范围上，相关部门可以尽量在

中小型城市进行推广，可重点关注某些中小型城市的

偏远地区。这样做既能使设计人员了解到 BIM技术的

优点，又能使此项技术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其次，

在设计人员开展建筑结构设计工作时，务必要确保自

身对 BIM技术掌握到位。若技术人员对此项技术掌握

得还不够完全，则需要在空余时间加强对此项技术的

钻研。只有自身将 BIM技术熟练运用，才能够保证开

展工作时，在细节的处理上更为细致。

3.2 完善相关方案

近年来，我国的相关部门在建筑结构设计方面上，

制定了许多规范的操作流程，也出台了关于此方面的

各项要求 [3]。但由于相关部门并未切实地完善所制定的

操作流程和要求，所以这其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这

些问题不仅会导致技术人员在开展实际工作时，不能

将 BIM技术的优点完全地发挥出来，也会限制施工人

员后续施工作业的进展。若想尽快地解决所出现的问

题，则技术人员务必要在建筑结构设计时将设计方案

进行改进与完善。而这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技

术人员在设计施工方案时，所考虑到的要更加全面。

例如，有关部门所规定的要求与操作流程、建筑项目

的各项数据、实际施工时的情况、施工所需要用到的

原材料等等；二是当设计人员在初步制定出施工方案

后，应对其中的细节做进一步的考虑。例如，施工时

的天气情况、外界因素、施工人员的专业素养等等。

3.3 增强人员素质

相关施工单位在招聘设计人员时，务必要对其进

行充分的考核。只有能够熟练运用 BIM技术的人员，

才能使其参与到建筑结构设计的环节当中。而由于所

招聘到的人员其专业素养较高，所以相关施工单位也

能够节省岗前培训的时间。除此以外，相关施工单位

还可以召集全体技术人员参加一场或多场以 BIM技术

的运用作为基础的比赛 [4]。比赛结束后，相关施工单位

应给予第一名适当的奖励。这样做不仅能够使相关施

工单位评定出各个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方便在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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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向其分配相对应的工作岗位，还能够使技术人

员通过此次比赛，意识到自身在 BIM技术的运用中有

何不足。只要技术人员对自身的要求提高，就会积极

地利用工作的空余时间去参加培训，以此来弥补自身

在 BIM技术的运用中所存在的问题，极大程度地提升

了每个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4 BIM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4.1 在勘探环节的应用

在施工人员开展具体的建筑项目时，最重要的是

做好施工前期的准备工作，而施工前期的勘探环节是

其中的重中之重 [5]。可以说勘探环节能够决定设计人员

的后续设计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在技术人员开展勘探

工作时，可以充分运用 BIM技术中的可视化功能。技

术人员可以对建筑项目的具体施工现场的地形以及环

境做仔细地勘探，并及时地将所勘探到的各项数据记

录清楚。这能够使技术人员对建筑项目的整体有全面

地了解与掌握，在后续的建筑结构设计时，也能使其

所设计出的施工图纸更加具有合理性、科学性。

4.2 在参数设计的应用

在技术人员进行建筑结构参数的设计时，同样可

以利用 BIM技术中的系统数据功能。技术人员可以通

过强大的互联网技术，将所收集到的各项参数进行整

理与上传。若参数中的某一项需要更改，技术人员也

能对其进行及时的数据更新 [6]。BIM技术除了能将建筑

项目中的各项参数上传以外，还能够将此数据进行传

递，以此来达到各个技术人员之间信息共享的目标。

各个技术人员若能够同时掌握到建筑项目中的各项参

数情况，则能够使其在开展设计工作时，做到良好的、

有效的内部沟通。并且，各个技术人员也能够通过自

身的观察，寻找到此建筑项目中，其他人所忽略掉的

某些问题。这样就可以使建筑项目的质量有所提升，

以此来减少建筑项目中的安全隐患。

4.3 在设计与规划中的应用

以目前实际的建筑项目施工来说，在技术人员进

行建筑结构设计时，既要将建筑项目整体的结构考虑

到位，又要结合建筑项目实际的需求与要求来设计其

内部的布置 [7]。若技术人员没有将这两点进行综合考虑，

则会出现建筑项目整体结构松散、建筑项目内部布置

杂乱等问题。而目前我国传统的设计技术并不能将这

两点做到完美的融合。技术人员若在设计时使用传统

的设计技术，则不能较好的观察到建筑项目的空间结

构。但 BIM技术就可以使建筑项目的模型从平面延展

为立体。技术人员则可以通过此项技术，更加直观清

晰地观察到建筑项目的空间结构。

4.4 在建筑节能设计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在建筑设计中，更为注重的是建筑物体

在实际投入运用时能否做到节能 [8]。例如，室内采光的

设计、通风设计等等。因此，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时，

也要将此要求严格地落实到位，最大程度的利用到建

筑项目周围的自然资源。而 BIM技术就能切实的达到

此项要求。技术人员可以通过 BIM技术的模拟，清晰

地观察到自然资源以及建筑项目的整体，使这两者能

够相互结合。除此以外，BIM技术还能够及时地收集

到建筑项目周围的环境数据，使设计人员设计出最优

质的方案。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建筑结构的质量，还能

够使人们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相处。

5 结语

BIM技术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优点较为突出，其

所具备的性质也使设计人员在设计时更加方便、快捷。

可以说，BIM技术的运用能够进一步的推动我国建筑

行业的发展。但目前我国的 BIM技术仍然处在起步阶

段。因此，我国的技术人员不仅需要对其进行不断地

研究，还需要借鉴各个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使此技

术能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此来实现 BIM技术飞速

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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