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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竞赛对大学生 BIM技术的拓展应用
王  林  印红梅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绵阳  621000）

【摘  要】  近年来，随着 BIM 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在各大院校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且为加快 BIM 在

建筑行业中的发展，国家陆陆续续出台了很多关于 BIM 的政策。2019 年仅仅过去几个月的时间，

国家就已经连续出台了多个 BIM 相关的扶持政策，其中有着较多针对竞赛的相关政策。对此，本

文结合相关 BIM 竞赛政策，论述了在全国 BIM 竞赛背景下，如何充分地去拓展运用 BIM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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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BIM technology, it has been use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BIM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ountry has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many policies on BIM. Only the past few months in 2019, the country has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a 

number of BIM-related support policies, among which there are many policies related to competitions.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relevant BIM competition policy to discuss how to fully expand the use of BIM technolo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BIM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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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术作为继二维设计 CAD 后，建筑设计行

业的又一次改革发展，有效地将二维设计成果引导

向了三维设计，在国内外建筑行业乃至各大高校都

掀起了改革热潮。根据相关定义：BIM 是指创建并

利用数字技术对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建造和运维

全过程进行管理和优化的过程、方法和技术。它利

用三维模型所产生的庞大数据库为核心，实现建筑

模型的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优化性和可出图

性。对此，社会中开始出现对 BIM 技术型人才的

短缺，作为企业管理者，对招募新员工进行系统性

的 BIM 学习持犹豫态度，此类方式对于企业前期

效绩不进反退，这样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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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企业的核心利益。

因此，全国各大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便担

负起为社会培养一批批 BIM 技术型人才的责任。

然而，目前国内许多院校的相关专业（如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程、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等），对于 BIM 的教学与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正

努力将 BIM 技术融入专业课程进行教学，但是仍

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缺乏专业的 BIM 教师、BIM
机房硬件配置不足等[1]。对此，许多院校开始另辟

蹊径，组织教师、学生参加 BIM 竞赛，来更高效、

更快速地进行 BIM 教学。这种以专业竞赛来带动

教学的模式对 BIM 教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查阅相关文献，许多教育界学者也对此种模

式下的 BIM 教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5]。本文以西

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

业为例，对该专业学生参加的 BIM 竞赛及赛前培

训进行剖析，来讲解专业竞赛对 BIM 技术的拓展

应用。

1  BIM专业竞赛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 BIM 技术的大力支持，

推行了许多相关政策，一些地区及 BIM 软件的研

发企业开展 BIM 竞赛，以检验和展示学生对 BIM
技术知识、技能的掌握，进而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

提高了学生对现场提问的分析处理及团队合作能

力、适应实践需求的应变能力；激发学生对学习

BIM 技术的热情，从而引导院校对 BIM 课程教学

的改革，为各大院校积极探索高端技术人才的培养

途径和方法搭建了交流教育教学成果与经验的平

台；促进社会对 BIM 类相关岗位的认识和了解，

进一步加深 BIM 技术产学研合作发展为目的。中

国建设教育协会、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大学生BIM建

模竞赛组委会等组织举办了各类 BIM 竞赛，如“斯

维尔杯”、“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大赛”、“四川

省大学生 BIM 建模竞赛”、“施工管理沙盘”、

“Revit 作品大赛”等。随着这些大赛的连续举办，

赛制将越来越完善，影响范围将越来越广，未来将

会有更多的高校开始组织学生参与到竞赛中[6]，来

完成对 BIM 技术的拓展与应用。

2  组织准备参赛

在接收到各竞赛下发文件后，各院校根据要求，

做好参赛选手的资格审查工作。学院教师开始组织

学生进行相应的报名准备工作，利用课堂和社团交

流的机会，鼓励本专业学生积极参加大学生科技创

新竞赛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科技能力和动

手能力[7]，鼓励高年级的学生和对 BIM 感兴趣的

低年级学生加入，由 4～5 人组成一队，每队由队

长负责进行设计任务安排。针对各个竞赛进行赛前

准备，包括完成基本建模要求部分、模型应用部分，

在给定建筑图纸（模型）的基础上完成相应专业的

相关计算、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并利用设计

建模软件完成模型创建及相关的优化、检查、出量

等工作。在此过程中充分掌握设计方法与相关工具

的应用，并充分利用软件进行模型碰撞检查及深化

设计等内容。主要考核参赛队在识图、建模、算量、

后期应用等方面对专业知识的运用；以及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比赛任务的工作态度；与团队其他成员积

极配合，共同努力协作的沟通能力。参赛队按照规

定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指定竞赛题目（包括模

型文件、 后期应用文件、 应用成果文档等）。

BIM 设计目的是在原设计的基础上，增加 BIM
正向设计或将设计转化为三维模型应用，作为工科

专业核心的计算、系统设计部分保持不变，突出本

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建模能力，提倡直接使用 BIM
设计软件进行正向设计，也可以先采用传统方式设

计出图纸后再建模成 BIM 模型，生成 BIM 模型后

需要对模型进行碰撞检查、预留孔洞、统计出量等

综合运用。

3  逐级竞赛，择优推荐
院校内通常会组织较多队伍进行备赛，每个队

伍的能力参差不齐，为了能够使参赛队伍拥有足够

的实力，一般采取先校内竞赛再择优推荐入赛的方

式，来保证参赛队伍的质量。做好前期准备后，需

要指导老师对各队伍进行赛前培训，对 BIM 建模、

工程量统计、后期应用等内容的标准与精度参考依

据进行讲解，包括《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GB/T 51212、《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GB/T 
51235、《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 
51269 、《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6-2013 等国家规范与标准、行业规范与标准。

先参加校级BIM技能竞赛，各队运用已掌握的BIM



·136·                                          制冷与空调                                         2021
年

软件操作方法完成手中实际工程全生命周期的 1～
2 个阶段，初步感受 BIM 技术的应用价值。然后从

校级竞赛中择优选择学生参加国家级竞赛[8]。其间

可规定固定的时间，在院校 BIM 机房进行小组式

讨论与学习，提升小队整体实力。

最终，通过参加培训及竞赛使各个小队的每位

成员对 BIM 技术进行系统化的拓展与应用，结合

竞赛体制，将更能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除了达到

让学生了解其他院校学生掌握BIM技术的程度外，

往往还能够接受到 BIM 软件企业提供的丰富的学

习资源及更多的 BIM 衍生软件，来提高学生应用

BIM 技术的能力。

4  BIM技术的应用成果
4.1  基础模型搭建准备

在 CAD 建筑图纸确定及项目设计基础资料确

定后，开始进入建筑主体的 BIM 建模。首先为整

个项目建立起统一的构件命名方式及模型精度标

准[9]，以保证项目建模后期对模型信息的共享，方

便不同系统的建模能够有序正常进行，为各系统连

接、碰撞检查、快速定位碰撞构件等做好铺垫。进

行统一命名，方便提升建模时效率，简洁明了地进

行不同位面的选择转换。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对模

型精度的统一，如在建筑结构中添加构件的材质、

厚度、形状等信息，在机电模型中添加构件的类型、

尺寸、位置、编号等信息，在全面反映二维图纸的

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类并精确定位，这些都能为

基础模型搭建做好准备。

4.2  建立建筑结构模型

根据 CAD 图纸对建筑物柱、梁、墙、板等结

构进行建模，并对楼梯、窗户等进行创建，由下自

上进行每层的建模，标准层可利用复制粘贴功能，

进行快速创建，并针对建筑进行细节处理，可作为

BIM 建模的一大亮点。针对广联达毕业设计大赛项

目，对于地下车库有着更多细节性的设计，包括停

车位的号码标识、道路减速带的设置、道路指向地

标的标识，以及一些场地的小汽车效果图设计。地

下车库出口采用螺旋上升道路设计，更加节省空间，

减少了工程量。对于建筑直观的外观进行更加细节

的设计，对建筑进行美化，能够更加真实的达到现

实生活中的效果，以使用 BIM 达到其能够产生的

最大效益。做到最好的还原真实场景，最直观地观

察到整个建筑的完成风貌。建筑结构模型如图 1、
2 所示。针对四川省 BIM 建模大赛，建筑结构采用

玻璃幕墙的形式，更能展现出 BIM 在建模领域的

可视化优势，如图 3、4 所示。

图 1  广联达毕业设计大赛建筑结构模型

Fig.1  Building structure model of Guanglianda 

Graduation Design Competition

图 2  地下车库建筑结构模型细节图

Fig.2  Details of the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model of the 

underground garage

图 3  四川省 BIM 建模大赛高可视化建筑结构模型

Fig.3  High-visibility building structure model of Sichuan 

BIM Modeling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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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楼层建筑结构剖面图

Fig.4  Sectional view of building structure

4.3  建立机电模型

由于机电模型包括给排水、暖通及电气系统，

为了提高各小组的建模效率，将不同系统分给小组

成员进行分系统建模，每位成员仅针对一种系统进

行建模，可以有效减少系统切换带来的不便，进而

提高单系统的建模速度，最后经由软件进行各系统

的连接，达到建立机电模型的目的。

（1）暖通模型创建

根据 CAD 图纸进行暖通模型的位置确定，根

据设计说明、构件尺寸、设备标高确定设备的水平

垂直位置。暖通模型创建主要包括空调设备、冷热

源机房、采暖设备、风机、风管、风口、阀门附件

等。根据设计说明，对风管进行相应参数的选择创

建，包括材料、厚度、所属系统、尺寸大小等，且

绘制风管时需对变径的连接进行调整，选择合适的

连接方式及管道走向，从而符合 CAD 图纸所述的

绘制要求[10]。由于 Revit 软件中自带的族并不完善，

因此会导致连接及阀门附件出现错误，需要及时对

连接处进行修改、调整其参数及位置，以便达到设

计要求。同时可以自建族或者应用 Magi CAD for 
Revit 进行暖通设备模型创建，暖通水管道的创建

需要在风管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从而能够对其管径

及接口位置准确连接，根据底图进行管道走线，保

证建模的合理性及完整性。针对四川省 BIM 建模

大赛，其暖通模型创建如图 5 所示。

图 5  四川省 BIM 建模大赛暖通模型

Fig.5  HVAC model of Sichuan BIM Modeling Contest

（2）给排水管道及消防系统模型创建

根据课堂所学知识，可以对管道系统进行更为

详细的分类，包括生活给水系统、生活排水系统、

雨水系统、污水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淋系统

等。其中给排水系统按照给水方式分为重力系统和

压力系统。重力系统的管道设置必须满足规范要求

的坡度，以便水流能够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顺利流

动。这些规范要求在 Revit 建模过程中需要设置坡

度，例如利用广联达 Magi CAD for Revit 可以设

置管道坡度并进行连接，同时精细到排水系统的存

水弯连接等，使模型设计与实际工程设计相符合。

针对四川省BIM建模大赛，其管道模型创建如图6、
7 所示。

图 6  四川省 BIM 建模大赛自动喷淋模型

Fig.6  Automatic spray model of Sichuan BIM modeling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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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四川省 BIM 建模大赛给排水与消防管道模型

Fig.7  Water supply, drainage and fire fighting pipeline 

model of Sichuan BIM Modeling Contest

（3）电气模型创建

作为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学生能

够进行一些基本电气系统的 BIM 建模绘制。根据

学过的知识，可以认识到电气系统有强弱电之分，

因此在绘制电气模型时需要要注意进行系统的划

分。强电系统多采用梯级式电缆桥架，弱电系统则

采用槽式电缆桥架，软件能够进行桥架模型创建。

由于 Revit 软件能够实现灯具、配电箱、线管等设

备建模，对于导线能够进行绘制，但是其三维视图

不显示导线模型。电气系统导线模型创建耗时长，

且三维可视化程度低，有时用线管代替导线，一般

导线建模应用少。针对四川省 BIM 建模大赛，其

电气模型创建如图 8 所示。

图 8  四川省 BIM 建模大赛电气模型

Fig.8  Electrical model of Sichuan BIM Modeling Contest

4.4  建筑结构及机电模型整合

在小组成员均完成了自己系统的模型创建后，

则使用 Revit 软件的链接及绑定功能，将不同系统

模型整合在一起。针对四川省 BIM 建模大赛，将

暖通模型与管道模型进行链接及绑定，并对其进行

简单修改，后再链接电气模型，将其进行修改，另

存为一份机电系统整合模型，以便后期对机电模型

的单独使用。最后将建筑结构模型链接到机电模型

中，进行建筑的翻模整体组合。其整合模型如图 9
所示。

图 9  建筑结构与机电模型的链接绑定

Fig.9  Linkage between building structure and 

electromechanical model

4.5  BIM 技术管线综合碰撞检测

由于建筑系统是各成员进行分开建模，因此难

免会出现管线碰撞等问题，碰撞检测即对整合模型

中的建筑构件、结构构件、暖通构件、管道构件及

电气构件进行碰撞检查，用以发现并定位其发生交

叉、碰撞的问题。列出清单以便根据其碰撞结果进

行逐一调整，由于整合模型实体数量较为庞大，同

时进行各系统的碰撞检测对时间及硬件要求较高，

因此为了能有更高的检测效率，实行以建筑结构为

基础，进行各系统与建筑结构的碰撞检测，隐藏不

参与检测的系统，减少实体数量，提升检测速度及

质量。碰撞检测及管道调整如图 10、11、12 所示。

图 10  碰撞检查报告

Fig.10  Collision check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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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碰撞检查调整前

Fig.11  Before collision check adjustment

图 12  碰撞检查调整后

Fig.12  After collision check adjustment

5  结论
随着 BIM 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社会中的地

位水涨船高，而如今的社会正缺少 BIM 的技术人

才，对此各大院校争先恐后地进行 BIM 教学的研

讨，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高校作为社会高素质

人才的培养基地，其在进行人才培养的同时也需要

跟紧时代的步伐，培养出适合国家政策及行业发展

的技术人才，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学生自

学能力、独立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要有利于

加强学生创新思维及能力的培养，要有利于学生充

分发展其个性与才能 [11]。以专业竞赛为平台，高

校对 BIM 教学进行探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通

过这种方式，不仅带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更是收获

了各大竞赛平台及软件企业所提供的最新技术，学

生通过这些平台能够更好地将 BIM 技术进行拓展

应用，同时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予以反馈

给企业，真正做到了 BIM 技术的优化完善，推动

了整个 BIM 技术的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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