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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道路工程对其项目当地周边有着带动经济、 改善民生和传播文化等积极影响， 但同时施工阶段对周边

也有着一定消极因素。 ＢＩＭ 作为一个新兴技术将成为未来设计理念的主流趋势之一， 这种涵盖工程全生命周期的信息
集合体将不断挑战传统的设计理念。
［ 关键词］ ＢＩＭ； 道路工程

１

前言

生的人为错误得以避免， 这将使原来有限的资

道路是当今城市体系运营中充当血脉的一

源的更充分高效地利用。

３

环，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 道路的发展与一个

３ １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科技和文化发展息息相关。

ＢＩＭ 技术在现阶段的应用优势
可视化展示

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对道路的统一标准， 到连

可视化的设计过程可以让设计者们拥有更

接亚洲与欧洲的丝绸之路， 到遍布全国的公路

好的初步信息反馈。 周边的地理因素、 结构布

交通网， 再到如今进行得如火如荼的 “ 一带一

置的合理性、 光照及视线遮挡等元素都可以通

路” 的 “ 新丝绸之路” ， 人们在追求更加人性便

过计算机模拟以得出更优解决方案， 设计师亦

利的交通的道路从未停止过。 但与此同时， 随

可在这个虚拟的三维环境中进行高效的讨论与

着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 现有道路、 管道和建

沟通。

筑对道路设计与施工都在 不 断 地 增 加 着 难 度。

同时， 三维立体展示在设计理念的传递上

如何在结合当地现状下给出更加精准的设计方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传统二维图纸在信息传

案， 如何让施工团队在现场施工过程有序、 快

达的过程里需要工程建设者们有着一定的经验
和想象力去理解图纸， 但 ＢＩＭ 及时可以将设计

速完成作业都将越来越受人们重视。 对此， 建
筑信息模型在多年迅速发展后， 正逐渐成为建

成果以三维可观的形式传递给建设者， 直观的

筑行业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２

形态展示将有效降低理解上的误差和不确定性。

ＢＩＭ 建筑信息模型

３ ２

ＢＩＭ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国内

协同性

ＢＩＭ 技术核心是信息的组建， 而信息组建

的目的则是更好使信息互通， 于此衍生出 ＢＩＭ

常译作建筑信息模型， 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模型。

良好的协同性。 在 ＢＩＭ 平台的辅助下， 协同的

它可以把整个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的
项目信息、 过程和资源集中在一个模型中， 这

范围也从设计阶段得以拓展。 设计阶段各专业

样项目规划、 设计、 施工和管理的每个阶段的

可以较传统线性设计流程转化为多方面同时围

相关工人技术人员都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相关

绕一个主体进行设计， 在设计过程不断与主体

信息， 这是非常及时和可靠的

［１］

。 由于信息得

进行数据、 信息交互， 以此达成与其他分项达
成协同。 施工阶段亦能通过 ＢＩＭ 使管理者能根

到了有效的共享， 使得一些项目中原来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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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工进度更好安排工作、 分配资源， 同时发

也是计算相应的经济因素， 例如工程造价、 养
护维护费用。 同时 ＢＩＭ 还能比较项目对周边地

现的设计问题也能更有效地传递给设计单位。

ＢＩＭ 追求在全生命周期内的协同工作， 需

区人文环境的影响， 优化以降低项目的负面影

要规划、 设计、 施工和运营等各方的集体参与，

响， 或提升项目原有的价值。

３ ５

因此具备了更广泛的意义， 一改原先线性的工
作布局， 整个工作流程更加灵活变通。

３ ３

参数化及可出图性
传统设计流程里因为方案的后期优化导致

可模拟性

的返工现象几乎不可避免， 这势必产生大量的

ＢＩＭ 借助其自身信息高度集成的平台， 所

修改工作， 而 ＢＩＭ 中参数化的模型可以迅速完

能展示的信息也能计算机的辅助从 ３Ｄ 拓展到了

成修改工作。

４Ｄ 乃至 ５Ｄ。

同时， ＢＩＭ 出图是根据模型按照一定的预

设计阶段， 基于地形进行区域流域分析可

设逻辑生成的， 因此在修正模型的错误后， 图

以使道 路 桥 涵 排 水 有 效 的 数 据 参 考， 车 流 量、

纸的也会相应地自动进行修正， 这免去了传统

车道视野和光照模拟分析等则可以在交通工程

设计中繁杂的重复劳动， 不仅减少了人为错误

领域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的出现也以提升工作效率。

施工阶段， ＢＩＭ５Ｄ 技术在 ＢＩＭ 技术基础上

４

增加了对整个施工时间进度信息以及成本造价

ＢＩＭ 技术发展的限制

ＢＩＭ 在披了如此多的光彩 照 人 的 “ 光 环”

信息的全过程把控功能， 实现了施工期间的五

后， 在国内的道路产业的发展仍是一个食之无

维管理， 最大限度优化建设周期， 确保相应工

味、 弃之可惜的鸡肋状态。 道路工程因其线性
工程、 沿线地理信息众多、 ＢＩＭ 相关软件技术

程项目施工全过程各专业节点的精确、 实时管
控， 满足当前建筑行业建设要求， 对我国整体
建筑行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２］

支持不完善和参数化通用模型组件较少等特点，

。

致使其在道路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国内 ＢＩＭ 发展目前仍停留于应用国外软件

运维阶段， 通过一些人为检测或感应器等
手段将道路桥梁状态的信息集成， 实现养护资

的阶段， 就目前绝大多数道路相关 ＢＩＭ 软件而

的灾害模拟能力， 针对各种灾害问题， 通过模

范、 标准、 设计方式等方面的本地化程度仍显

言， 内置标准基本以 ＡＳＳＨＴＯ 为主， 在国内规

源的及时有效地分配。 同时， ＢＩＭ 给予了一定
拟分析可行的预防措施及应急措施。

３ ４

不足。 许多设计人员在使用相关软件时， 会因
软件功能不达预期而需他们自己进行软件的二

优化性
工程 建 设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在 对 设 计、 建 造、

次开发， 这不仅无法短期内提升工作效率也提

运营持续不断优化的过程， 通过 ＢＩＭ 技术的辅

高公司的人员培养成本。 同时， 各地公司、 单
位在二次开发相关 ＢＩＭ 软件后， 没有一个整合

助我们可以实现更好的优化。 ＢＩＭ 可以在设计
阶段为我们提供构建物建成后的实际信息， 包

的平台进行技术分享并保障相关的利益。 这难

括几何信息、 物理信息、 结合信息等， 还提供
了设计方案优化调整后的实物信息

［３］

以激起各同行探索和开发的积极性， 也少了一

。 例如实

个积沙成塔的过程。

现碰撞检查、 钢筋保护层厚度等一些细节上的

现有的传统设计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普

查错功能。

及， 不管是设计方、 施工方还是运维方都更倾

的四维比较平台。 信息关联、 资金投入和时间

于摸索与实践时期， 借助其进行正向设计难以

向于在现有环境下照章办事。 现阶段 ＢＩＭ 仍处

ＢＩＭ 可以提供一个快捷、 低成本、 可视化

安排都是项目优化的关键要素， 透过 ＢＩＭ 模拟

带来可观效益， 致使大面积推广进程受阻。

给出的信息提出合理的优化方案。 ＢＩＭ 模型提

数字化 设 计 软 件 成 果 缺 乏 统 一 的 标 准 ［４］ 。

国内于 ＢＩＭ 设计标准这块内容尚未空白， 致使

供了工程的实际信息， 包括形体和数据， 同时
５０

各软件目前没有一个联系的 “ 桥梁” ， 软件之间

根据道桥项目的特点完善体系， 带领国内道桥

的互通性、 兼容性不高， 在进行跨平台协同难

行业走上 ＢＩＭ 这条信息化电子高速公路。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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