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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筑业 ＢＩＭ 应用
影响因素研究
李闫岩ꎬ唐廷廷
(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ꎬ从经济、技术、政策、法律、组织和人员 ６ 个方面总结

归纳出 ２２ 项影响我国建筑业 ＢＩＭ 应用的主要影响因素ꎮ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ꎬ以
调查问卷方式获取影响因素影响程度的原始数据ꎬ以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和 ＡＭＯＳ２２. ０ 进
行实证分析ꎬ最终得出各影响因素的路径系数及其效应ꎬ并针对主要影响因素提出
对策建议ꎬ以期加快推进我国建筑业 ＢＩＭ 的应用推广ꎮ
关键词:建筑信息模型ꎻ建筑行业ꎻ影响因素ꎻ结构方程模型ꎻ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ＴＵ １７

文献标志码:Ａ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ꎬ
其正面临从粗放发展向集约高效发展的转
型ꎬ工业化、信息化和可持续性是我国建筑业
发展的目标ꎮ 建筑信息模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

内建筑业应用影响因素的分析ꎬ为推动 ＢＩＭ
技术全面集成应用提供一点理论支持ꎮ

一、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分析

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ＢＩＭ) 能够集成建设项目全

学者们 从 不 同 视 角ꎬ 运 用 不 同 方 法 对

生命周期所有数据信息ꎬ为项目各参与方提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探讨ꎬ成果颇

供合作交流分享平台ꎬ为科学决策和高效项

丰ꎮ Ｄａｒｉｕｓ 等 [２] 认为 ＢＩＭ 软件兼容性差、高

目管 理 提 供 有 力 支 持ꎬ 其 被 认 为 建 筑 业 继

层领导者支持力度不够、ＢＩＭ 应用模式不明

ＣＡＤ 之后的又一革新创举ꎬ成为我国建筑业

确等是阻碍 ＢＩＭ 应用的主要影响因素ꎮ Ｔｕ￣

转型的理念和技术依托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国务

ｌｅｎｈｅｉｍｏ [３] 通过案例分析认为 ＢＩＭ 应 用 的

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

经济效益、ＢＩＭ 标准的统一性、ＢＩＭ 使用者

发展的意见» 中提出ꎬ要加快推进 ＢＩＭ 技术

对新技术的接纳程度等均使 ＢＩＭ 的应用推

在规划、勘察、设计、施工和运维全过程的集

广受阻ꎮ 何清华等 [４] 和郄恩田等 [５] 指出我

成应用ꎬ 促 进 建 筑 业 提 质 增 效ꎮ 目 前ꎬ ＢＩＭ

国建筑施工企业现阶段 ＢＩＭ 应用障碍主要

技术在我国建筑业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设计阶

体现在 ＢＩＭ 技术推动政策力度不足、缺乏高

段和施工阶段ꎬ且在这两个阶段应用的深度

层领导者的支持以及 ＢＩＭ 的应用环境不完

和广度不大ꎬ项目前期决策阶段和运维阶段

善等方面ꎮ 赵雪媛等 [６] 从政府法律因素、设

的应用则更少 [１] ꎬＢＩＭ 在我国应用过程中面
临着许多障碍ꎮ 笔者通过对 ＢＩＭ 技术在国

计单位因素、设计人员因素和 ＢＩＭ 本身因素

４ 个方面对设计阶段 ＢＩＭ 应用障碍进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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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条分析ꎮ 从中国建筑全行业视角出发ꎬ潘佳
怡等

[７]

认为政策因素是阻碍 ＢＩＭ 在国内应

用推广的首要因素ꎬ其次为法律因素ꎬ而从业
人员传统思维的转变和对新技术的接纳也影
响重大ꎮ 张连营等

[８]

应用推广障碍还包含技术因素、组织规划因
素、行业因素和经济因素ꎬ其中技术因素和行

应用影响因素

经济因素 Ａ

ＢＩＭ 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明显 Ａ１

合ꎬ利用 ＤＥＭＡＴＥＬ 法对其进行排序和因果

技术因素 Ｂ

接原因ꎮ 秦旋等

[１０]

从对 ＢＩＭ 中意两国障碍

政策因素 Ｃ

法律因素 Ｄ

组织因素 Ｅ

影响 我 国 ＢＩＭ 应 用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 见
表 １) 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量化的方法ꎬ研究
各影响因素对 ＢＩＭ 应用的影响路径和作用
机制ꎮ

二、基于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的 建 筑 业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理论模型检验统计
方法ꎬ它基于理论或经验法则建立假设模型ꎬ
然后对模型进行实证和修正ꎮ 它整合了因素

缺乏与 ＢＩＭ 相匹配的企业组织结构 Ｅ２
基于 ＢＩＭ 的工作流程尚未建立 Ｅ３
缺乏 ＢＩＭ 的综合应用模式 Ｅ４

缺乏 ＢＩＭ 成功案例和应用经验 Ｅ５
缺乏成熟的 ＢＩＭ 团队和管理者 Ｆ１

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排序和主要影响因素

法律、组织和人员 ６ 个方面总结归纳出 ２２ 项

缺乏 ＢＩＭ 标准合同示范文本 Ｄ２

ＢＩＭ 项目争议处理机制不成熟 Ｄ３
缺乏高级管理者的支持 Ｅ１

目前ꎬ国内建筑业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研

因 素 的 分 析 整 合ꎬ 从 经 济、 技 术、 政 策、

ＢＩＭ 政策推动力度不足 Ｃ２

缺乏 ＢＩＭ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 Ｄ４

业协同工作、集成管理的问题ꎮ

足ꎮ 笔者通过对研究文献中 ＢＩＭ 应用影响

ＢＩＭ 标准和指南不完善 Ｃ１

ＢＩＭ 的法律责任界限不明 Ｄ１

级阶段ꎬＢＩＭ 培训和 ＢＩＭ 人才需求最迫切ꎬ

提取方面ꎬ 定性研究方法居多ꎬ 定量研究不

专业之间交互性差 Ｂ３

基于 ＢＩＭ 的二次研发不足 Ｂ５

因素对比分析中得出ꎬ我国处于 ＢＩＭ 应用初
而意大利亟需解决的是 ＢＩＭ 标准指导多专

软件兼容性差 Ｂ２

ＢＩＭ 模型准确度管理难 Ｂ４

关系分析ꎬ认为 ＢＩＭ 标准不完善影响最大ꎬ
政府的推动力度是影响 ＢＩＭ 推广效果的直

软硬件成本、培训咨询费用高 Ａ２
缺乏国产 ＢＩＭ 软件 Ｂ１

业因素影响最大ꎮ 徐友全等 [９] 通过对 ＢＩＭ
影响因素研究重要文献中影响因素的合并整

我国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

因素类型

则认为 ＢＩＭ 在国内的

２８７

人员因素 Ｆ

对 ＢＩＭ 的认知不足 Ｆ２

传统思维转变和新技术接纳困难 Ｆ３
数据分享意识不足 Ｆ４

Ｈ１ :经济因素对 ＢＩＭ 应用推广有正向影

响作用ꎮ 使用 ＢＩＭ 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以
及软硬 件 成 本、 培 训 和 咨 询 费 用 直 接 影 响
ＢＩＭ 使用方投资意向ꎬ进而影响 ＢＩＭ 的应用
推广ꎮ

Ｈ２ :技术因素对 ＢＩＭ 应用推广有正向影

响作用ꎮ 国产 ＢＩＭ 软件体系和 ＢＩＭ 的二次
研发完成程度决定 ＢＩＭ 的应用范围及其与
我国建筑行业体制的适应程度ꎮ 软件兼容性
和专业间交互性影响 ＢＩＭ 的集成应用ꎬ以及
模型准确度管理能力直接影响 ＢＩＭ 应用过

关系探讨ꎬ以及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影响效果

程中的安全系数ꎮ
Ｈ３ :政策因素对 ＢＩＭ 应用推广有正向影

分析ꎮ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指标具有抽象性、主

组织、法律和技术问题的前提ꎬ ＢＩＭ 推动政

分析和路径分析两种方法ꎬ可进行多变量的

观性、难测量性ꎬ且指标间关系复杂ꎬ一般统计
分析方法的功能比较单一ꎬ难以反应 ＢＩＭ 应用
影响因素间的复杂系统关系ꎬ而结构方程模型
可以较好地实现该功能[１１] ꎮ 笔者根据专家意
见和相关文献指导ꎬ提出如下假设:

响作用ꎮ ＢＩＭ 标准和指南是解决 ＢＩＭ 应用
策力度直接影响 ＢＩＭ 潜在应用单位的新技
术采纳进程ꎮ
Ｈ４ :法律因素对 ＢＩＭ 应用推广有正向影

响作用ꎮ ＢＩＭ 的法律责任界定、ＢＩＭ 标准合
同示范文本、争议处理机制和 ＢＩＭ 知识产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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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律为 ＢＩＭ 应用创造有章可循、完善稳定的
法律环境ꎬ消除 ＢＩＭ 应用者的后顾之忧ꎮ

Ｈ５ :组织因素对 ＢＩＭ 应用推广有正向影

响作用ꎮ 高层管理者的支持力度决定企业是
否采纳 ＢＩＭ 技术ꎬ适宜 ＢＩＭ 的工作流程和
企业组织结构为 ＢＩＭ 发挥价值效益创造条
件ꎬ企业内部 ＢＩＭ 的使用为 ＢＩＭ 综合应用
模式奠定基础ꎮ ＢＩＭ 成功案例和应用经验
能够指导和推动 ＢＩＭ 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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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和全面性ꎬ调查问卷采取实地调研、学
术会议和网络问卷 ３ 种方式填写ꎬ调查对象
包括领域专家、高校 ＢＩＭ 研究者以及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和业主单位 ＢＩＭ 使用者ꎮ

本次总计发放问卷 ２５５ 份ꎬ收回有效问

卷 １６３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６３. ９％ ꎬ符合结构
方程模型样本数据要求ꎮ
２. 数据有效性检验
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ꎬ对所得数据进

Ｈ６ :人员因素对 ＢＩＭ 应用推广有正向影

行信度和效度检验ꎮ 信度反映多次测量结果

潜在使用者来转变传统思维ꎬ采纳新技术的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对数 据 进 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信

响作用ꎮ 对 ＢＩＭ 的认知程度通过影响 ＢＩＭ
动力和数据分享意识间接影响 ＢＩＭ 的应用
推广ꎮ ＢＩＭ 团队和管理者的 ＢＩＭ 应用能力
直接影响 ＢＩＭ 项目的实施效率和效益ꎬ进而
影响 ＢＩＭ 的应用推广ꎮ

的一 致 性ꎬ 反 映 了 测 量 的 稳 定 性ꎮ 运 用
度系数分析ꎬ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６ 个潜变量
和总体信度系数接近或大于 ０. ７ꎬ说明数据
具有较高信度ꎮ
表２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信度系数表

根据上述假设推演ꎬ将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

影响因素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项数

素作为内生潜变量ꎬ将经济因素、技术因素、

经济因素

０. ６８３

２

政策因素、法律因素、组织因素及人员因素作

技术因素

０. ６９４

２

为外生潜变量ꎬ来构建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的
假设模型( 见图 １) ꎮ

政策因素
法律因素
组织因素
人员因素
总体

０. ６９８
０. ８２０
０. ７６７
０. ８１１
０. ８３３

５
４
５
４

２２

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数据进行效度检

验ꎬＫＭＯ 值为 ０. ７９３ꎬ高于最低标准 ０. ５ꎻ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体检验值小于 ０. ００１ꎬ拒绝相关系数矩阵为单
位阵的零假设ꎬ说明数据的效度良好ꎮ
图１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假设模型

三、我国建筑业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实
证研究
１. 数据来源和选取
研究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时ꎬ由于潜变量
的不可测量性ꎬ需要观测变量来体现ꎬ笔者采
用李克特量表法设计调查问卷ꎬ进行观测变

３. 模型拟合检验

运用 ＡＭＯＳ２２. ０ 建立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

素的结构方程模型ꎬ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
行参数估计ꎬ并根据模型拟合评价指数ꎬ在不
违反结构方程模型设定和相关理论或经验法
则的前提下ꎬ对模型进行修正ꎬ得到拟合较好
的最终模型及路径系数ꎬ其中 Ｐ 代表 ＢＩＭ 应
用影响因素( 见图 ２) ꎮ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检验包括基本适配

量的测量ꎮ 问卷由两部分组成ꎬ第一部分为

度检验和整体适配度检验两部分ꎮ 模型标准

受访者背景资料ꎬ确保有效问卷参与者为建

误均为正且很小ꎬ没有负的标准误ꎻ外生潜变

筑业 ＢＩＭ 相关使用者或研究者ꎻ第二部分为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评价ꎬ包括 ２２ 项影响因
素及其影响程度选项ꎮ 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

量与内生潜变量、外生潜变量与观测变量间
的标准化系数在 ０. ５ ~ ０. ９３ꎬ说明模型有充
分的理论支持ꎬ且本模型的基本拟合度较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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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ꎬ存
在正相关关系ꎮ
表３

整体适配度检验表

指标
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ＡＧＦＩ
ｘ２ / ｄｆ
ＩＦＩ
ＣＦＩ
ＮＦＩ

结果值

评价

０. ８０５( < ０. ９)

适配较差

０. ９０１( > ０. ９０)

适配良好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５)
１. ２０７( < ３)

０. ９３９( > ０. ９)

０. ９３５( > ０. ９０)
０. ９２４( > ０. ９０)

适配较差
适配良好
适配良好
适配良好
适配良好

４. 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对模型修正和标准化后ꎬ得到潜变
量之间、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反映关系
( 用路径系数表示) ꎮ 将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
的路径系数大小分为 ３ 类ꎬ０. ７１ ~ ０. ８０ 为三

级影响因素ꎬ０. ８１ ~ ０. ９０ 为二级影响因素ꎬ

０. ９１ 及以上为一级影响因素( 见表 ４) ꎮ
表４

结构模型解析

结构模型

路径系数

因素类别

说明

Ｅ←Ｐ

０. ９３

一级影响因素

因素间关系很

Ｂ←Ｐ

０. ８４

Ｃ←Ｐ
Ａ←Ｐ
Ｄ←Ｐ
Ｆ←Ｐ

０. ８３
０. ７２
０. ７９
０. ７９

大ꎬ必须考虑
二级影响因素

三级影响因素

因素间关系大ꎬ
需要考虑
因素间关系较
大ꎬ需要考虑

从问卷分析结果得出ꎬ组织因素对 ＢＩＭ
应用影响最大ꎬ其次为技术因素和政策因素ꎬ
法律因素、人员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不
容小觑ꎮ 各影响因素中路径系数较大的观测
反映因素分别是使用 ＢＩＭ 技术带来的经济

图２

标准化估计值模型

选取 ＧＦＩ、ＲＭＳＥＡ、ＡＧＦＩ、ｘ２ / ｄｆ、ＩＦＩ、ＣＦＩ、ＮＦＩ
评价模型的整体拟合度ꎬ模型修正后各整体
拟合度评价指标值绝大部分符合标准( 见表

３) ꎬ说明最终模型的整体适配度良好ꎮ

理论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显示ꎬ所提出

假设 Ｈ１ 至 Ｈ６ 的 Ｐ 值都小于 ０. ０５ꎬ说明这些
假设都得到了数据支持ꎬ 经济因素、 技术因
素、政策因素、法律因素、组织因素及人员因

效益不明显 ( Ａ１ ← Ａꎬ０. ６８ ) 、 缺乏国产 ＢＩＭ
软件( Ｂ１ ← Ｂꎬ０. ６２ ) 、基于 ＢＩＭ 的二次研发
不足( Ｂ５ ←Ｂꎬ０. ６２) 、ＢＩＭ 政策推动力度不足
( Ｃ２ ← Ｃꎬ０. ８２) 、缺乏 ＢＩＭ 标准合同示范文
本( Ｄ２ ←Ｄꎬ０. ７７) 、缺乏 ＢＩＭ 的综合应用模
式( Ｅ４ ←Ｅꎬ０. ８９) 以及缺乏成熟的 ＢＩＭ 团队
和管理者( Ｆ１ ←Ｆꎬ０. ７７) ꎮ

四、加快推进我国建筑业 ＢＩＭ 应用推
广的对策建议
１. 加快企业 ＢＩＭ 环境建设

组织因素是影响 ＢＩＭ 应用的最重要因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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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ꎬ其中ꎬ高层管理者的支持力度、与 ＢＩＭ 相

ＢＩＭ 技术并规定应用程度ꎬ给予一定的政策

适应的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基于 ＢＩＭ 的流程

优惠ꎻ对于非政府项目ꎬ可按项目规模和参与

再造是 ＢＩＭ 在企业实施落地层面的重要影

方在项目各阶段的 ＢＩＭ 应用情况ꎬ给予一定

响因素ꎮ ＢＩＭ 行业层面的战略规划愿景最

限额的奖励ꎮ

终均要立足于企业层面ꎬ由企业去运作实施ꎮ

４. 加快 ＢＩＭ 技术建设

因此ꎬ 企业 ＢＩＭ 环境建设具有迫 切 实 际 意

技术因素是阻碍 ＢＩＭ 在我国应用的重

义ꎮ 由于国内成熟应用 ＢＩＭ 的企业还很少ꎬ

要影响因素ꎬ其中 ＢＩＭ 软件本土化程度和基

都处在探索尝试阶段ꎬ很多企业高层管理者

于 ＢＩＭ 的二次开发程度决定了 ＢＩＭ 技术在

对 ＢＩＭ 的认知模糊ꎬ对 ＢＩＭ 应用目标和价

我国应用的适应性ꎮ ＢＩＭ 软件本土化不是

值不明确ꎬ导致其企业应用 ＢＩＭ 的支持力度

语言上的汉化ꎬ而是在借鉴国外相关软件开

不够ꎮ 高层管理者对 ＢＩＭ 的支持力度是企

发设计经验的基础上ꎬ遵循我国 ＢＩＭ 标准和

业 ＢＩＭ 环境建设的强大驱动力ꎬ行业协会可

指南ꎬ开发出与我国建筑行业体系相适应的

组织交流会ꎬ 由 ＢＩＭ 专家对高层 管 理 者 的

ＢＩＭ 软件体系ꎮ ＢＩＭ 软件本土化是一个复

ＢＩＭ 疑惑进行解答ꎬ提高高层管理者对 ＢＩＭ

杂的过程ꎬ一步到位并不客观现实ꎬ可制定阶

的认知ꎬ使其产生持续稳定的自驱力ꎮ 在企

段性目标ꎬ吸取实践经验ꎬ逐步完成ꎮ 在进行

业组织结构改造和企业流程重组方面ꎬ企业

ＢＩＭ 的二次开发时ꎬ应当结合我国工程应用

可根据自身特点聘请 ＢＩＭ 顾问进行咨询协

实践的特点ꎬ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同时ꎬ考虑软

助ꎬ积极探索ꎬ吸取经验ꎬ不断完善ꎮ

件操作者的操作习惯ꎬ如技术人员习惯 ＣＡＤ

２. 探索 ＢＩＭ 综合应用模式

二次开发软件的模块式操作ꎬ在 ＢＩＭ 二次开

ＢＩＭ 综合应用是 ＢＩＭ 深化应用和 ＢＩＭ

发时也可尽量采取类似的模块操作ꎬ以此提

价值体现的实现途径ꎮ ＢＩＭ 综合应用模式

高操作人员工作效率ꎮ

的探索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促进建设项目

５. 加强 ＢＩＭ 合同管理研究

统筹管理ꎬ二是总结积累 ＢＩＭ 综合应用案例

ＢＩＭ 在我国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ꎬ合

经验ꎮ 我国建设项目各参与方相互独立、项

同中关于 ＢＩＭ 的合同条款不完善ꎬＢＩＭ 应用

目阶段割裂的局面不利于实现 ＢＩＭ 的综合

者的责任界限不明ꎬ易产生分歧ꎬ发生纠纷ꎮ

应用ꎬ应建立一种以 ＢＩＭ 技术为手段ꎬ实现

应加强对 ＢＩＭ 合同管理的研究ꎬ制定完善的

信息共享、跨职能团队协作的项目管理模式ꎬ

ＢＩＭ 相 关 合 同 条 款ꎬ 明 确 合 同 双 方 的 权 责

如 ＩＰＤ 模式ꎮ 目前ꎬ国内外都缺乏 ＢＩＭ 综合

利ꎬ使双方的行为以明确的合同条款为指导ꎬ

应用的典型案例ꎬ此种情况下ꎬ政府可设立一

有章可循ꎬ提高合作效率ꎮ

些 ＢＩＭ 综合应用项目ꎬ为 ＢＩＭ 综合应用模

６. 培养多层次 ＢＩＭ 人才

式提供本国经验参考ꎮ
３. 加大对 ＢＩＭ 的扶持力度

成熟的 ＢＩＭ 团队和管理者是企业采用
ＢＩＭ 技术能否创造增值价值ꎬ获得竞争优势

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采用新技术、新方

的重要内部因素ꎮ 成熟的 ＢＩＭ 管理者能够

法的目的ꎮ 企业在应用 ＢＩＭ 初期ꎬ需要投入

对企业各阶段 ＢＩＭ 应用深度和范围进行准

大量资金进行软硬件配置、人员技术培训以

确判断ꎬ成熟的 ＢＩＭ 团队有准确选择和应用

及专家咨询指导ꎬ还面临短期工作效率低下、

ＢＩＭ 技术的能力ꎬ二者从战略到实践和谐统

ＢＩＭ 应用程度不够导致无法产生增值效益

一ꎬ使 ＢＩＭ 价值最大化ꎮ 行业协会组织应进

等问题ꎬ投入产出比难以准确衡量ꎬ进而导致

行多层次 ＢＩＭ 人才培训ꎬ包括 ＢＩＭ 战略人

企业决策者虽了解 ＢＩＭ 的价值ꎬ但应用意愿

才、ＢＩＭ 项目管理人才和 ＢＩＭ 软件操作人才

仍不强烈ꎮ 此种情形下ꎬ政府可发挥引导和

等ꎮ 建设主管部门可逐步实施 ＢＩＭ 人员持

推动 作 用ꎬ 在 政 府 项 目 中 强 制 参 与 方 应 用

证上岗规定ꎬ促使从业人员主动学习ꎬ积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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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ｌａｎｄ [ Ｊ ] .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训ꎮ 企业应制定多层次 ＢＩＭ 人才培养计划ꎬ
形成成熟的 ＢＩＭ 人才体系和 ＢＩＭ 应用管理
体系ꎮ

五、结

语

[４]
[５]

ＢＩＭ 技术是全球建筑业关注的焦点ꎬ是
我国建筑业转型的重要技术依托ꎬ但 ＢＩＭ 技
术在我国起步较晚ꎬ发展也比较缓慢ꎮ 笔者

[６]

通过对 ＢＩＭ 应用影响因素的研究ꎬ提出我国
可从加大对 ＢＩＭ 的扶持力度ꎬ加快 ＢＩＭ 技
术建设ꎬ加强 ＢＩＭ 合同管理研究ꎬ探索 ＢＩＭ
综合应用模式以及培养多层次 ＢＩＭ 人才促
进 ＢＩＭ 技术在我国建筑行业应用的建议ꎮ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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