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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BIM 採用率1

74% 70% 64%

工程師建築師承包商

45%
增長

3
過去

年

400%
增長

5
年間

在美國頻繁使用 BIM 的承包商中， 
有 67% 的承包商的 ROI 超過 25%267%

北美 BIM 現狀

建築資訊模型 (BIM) 已經成為大勢所趨。隨
著採用率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增長，在不久的

將來，即使是不使用 BIM 的建築師、工程師
和利益相關方，也將受到 BIM 流程的影響。
建築行業已經支援過渡到 BIM 流程，目的是
提升設計階段的準確性和效益，提高工作效 
率，並積極應對專案利潤不斷縮水的現象。

與此同時，建築設計專業人士可能會面

臨這樣一種挑戰，他們必須充分發掘 
BIM 投資的價值，不僅僅是為了實現理
想的投資回報率 (ROI)，更是為了增加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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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和流程，更是一種社會
技術體系，是“人工技術及其在社會實施期間

的社會制度結果的結合”。3 BIM 的技術核心本
身便可促進各從業者之間的協作，但構成其全

部價值的，則是 BIM 額外的團隊合作部分 - 協
調工作實踐和文化制度框架。  

四分之三的設計專業人士的 BIM 投資已取得
理想 ROI，BIM 採用率越高，相關的投資回報
也越高。4 同時研究指出，由於團隊協作水準
提 高，BIM 可以節省更多成本。這就是獨立
(lonely) BIM 和協作(social) BIM 的區別。

設計協作投資

對設計協作的投入程度直接關係到專案的成功交付5

但要想達到這一目標，必須克服各種障礙5

69%
的組織已經開始使用整合化跨組織專案協作 
工具

59%
的組織認為自己是較早使用可提高生產效率的
新技術的組織

37%
的組織表示，若承包商、供應商和客戶更迅速地應用
新興技術，便可發掘出提高施工行業生產率方面的更
大潛力

19%
的組織表示經常會在整個組織內使用整合化跨組織專
案協作工具

73%
的組織表示，設計-投標-建造階
段的工作效率尚有提升空間

20%
的組織表示，最大的難題就是在
與合作夥伴和供應商進行協作和
資訊共用方面存在障礙

14%
的組織表示，過時的技術和工
具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挑戰



推動工程建設行業協作的 
四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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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設行業喜迎互聯 BIM

對於建築資訊模型 (BIM)，人們的關注點一直以
來都放在“M”（也就是“建模”）上。而現在 
“針對基於相關服務的 BIM 專案，使用 BIM 重
心則迅速地轉移到了“I”（也就是“資訊”） 
360 Design 與各地團隊進行協作後，我們上。專
注於資訊並進行有效的分享，能夠幫助專案團隊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協同合作。

互聯 BIM 時代的特徵是以專案為中心的全面流 
Anthony Woodsford，Corstorphine + Wright 合
夥人/BIM 經理程。從一開始，處於核心位置的就
是專案，而非單獨的檔和應用程式。借助技術，建

築、工程和施工團隊不僅能夠達到更高的互聯程

度，還可以在授權條件下隨時隨地使用大量資訊。

例如，相關服務將資料、系統、專案和團隊緊密銜

接在一起，讓各種事物和相關人員都能保持溝通，

並即時存取最新檔、設計和專案活動。在 “不間
斷 (always-on)”的互聯 BIM 時代，專案協作可
以即時發生，跨國團隊也可以採取“日不落”模

式，始終有部分專案團隊成員處於工作狀態。

專案交付方式變得更具協作性

隨著需求的不斷增長，諸如設計-建造、合資、整
合專案交付 (IPD) 和公私合作 (PPP) 等協作式專
案交付方法的吸引力持續增強。除了設計階段，建 
築產品供應鏈也更有可能邁向國際化，甚至全球

化。6 因此，工程建設領域的設計公司面臨著合資
佈局的要求，以及同地協作、共用伺服器要求、版

本控制和集中回饋系統等需求。

要想在設計階段採用這種協作專案交付方式，建

築和工程公司必須能夠輕鬆地溝通和分享資料， 
以支援高效決策。隨著協作專案交付類型逐漸成

為標準實踐，人們開始開發各種技術解決方案來

支援這一工作方式，以幫助工程建設專業人士交

付成果。

您如何確保自己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 BIM 投資回報？ 
從瞭解影響工程建設行業的四大趨勢開始

趨勢 1 趨勢 2

“使用 BIM 360 Design 進行協作後，布朗大
學的新工程研究中心 (IPD) 專案工期縮短了 
20%，成本降低了 90%。

“針對基於相關服務的 BIM 專案，使用 
BIM 重心則迅速地轉移到了“I”（也就是 
“資訊”）360 Design 與各地團隊進行協
作後，我們上。專注於資訊並進行有效的分

享，能夠幫助專案團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協同合作。 發現工作效率提高了高達  
25%。”

Paul McGilly，BuroHappold

Anthony Woodsford，Corstorphine + Wright 合夥人/BIM 經理



工程建設行業大力推行相關服務技術的諸多優

勢，積極推進採用協作和資料管理解決方案。相

關服務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身

處何地都希望保持溝通並即時存取資訊和資料，

已成為我們的一種習慣。借助相關服務解決方

案，我們可以在任何靈思泉湧之際，在授權條件

下隨時隨地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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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我們近在咫尺，還是遠隔千里，互動

是一樣的。我們能夠探索更多設計，解決

問題，並繼續推進設計。”

Corey Ochsner，Fentress Architects

基於相關服務的協作越來越好地支援 BIM 流程、新專案交付模
式和對互聯性的需求

相關服務業已成熟

趨勢 3

趨勢 4

BIM 協作涉及到的不僅僅是資訊。它還包括構成
專案團隊的人員，這些人員需要在共用空間內實

時工作，讓各種決策、更新和通信得到同步和即

時的應用、標記與跟蹤。行業優先攜手外部各方

開發協作流程並投資通信基礎設施，反映出更加

整合化的設計和施工方法趨勢。一款能夠使得溝

通超越電子郵件範疇並打造統一空間和記錄的解

決方案，可大大優化 BIM 的協作能力。使用適當
的相關服務解決方案，意味著可以跨越專案的規

劃、Leo Gonzales，Newman Architects 設計、
施工和運營生命週期整合工作流程程，同時還可

消除溝通障礙，從而實現即時的專案協作。基於

相關服務的協作工具有助於最大限度地縮短設計

停工時間和減少返工。

“在合資方與專案合作夥伴之間無縫共享

資訊，這是未來業務的發展趨勢。現在， 
BIM 360 Design 能夠很好地迎合這一 
趨勢。”

Leo Gonzales，Newman Architects



互聯性、協作與相關服務如何影響設計專業人士

對於工程建設行業，這四大趨勢是顯而易見的，但其

對設計專業人士的工作方式和趨勢利用方式的影響仍

在不斷發展。

協同式設計模型需要一種與眾不同的工作風格。專業

人士再也不需要被困在工作站、工作室中或辦公桌 
旁。借助支援在授權條件下隨時隨地存取資料和資訊

的技術，越來越多的工程建設團隊得到了解脫並開始

實施遠端協同工作，無論是在同一家公司的多個辦公

室、在家中還是在當地的咖啡店。團隊無需位於同一

個物理空間，這有助於彙聚整合專案團隊，整合建築

設計流程所需的所有領域。但是，虛擬團隊需要一種

集中協作解決方案，以一種囊括遠端參與者的方式更

有效地工作。

工程建設行業領導者大力推行相關服務技術，助力實

現遠端資料管理流程。現代化的設計環境以即時資訊

為中心，使用者可以借助相關服務分享、跟蹤和存檔

從3D模型資料到專案通信（電子郵件和注釋）在內
的各種資訊。關鍵在於，團隊成員可以在授權條件下

隨時隨地使用各種設備存取這些資訊。所有專案團隊

成員之間都需要進行協作：主要建築或工程公司、其

顧問和下屬部門，及其專案利益相關方（包括業主、

公共機構與客戶代表）。 

每一位成員必須能夠在與設計無關的共用工作空間中

進行工作，無論他們身處何處。這為協作型團隊納入

來自全球各地的專家合作夥伴提供了機遇。在授權條

件下隨時隨地存取意味著團隊可以在後期減少對價值

工程要素的需求，因為早期已經發現資料衝突，團隊

也可以儘早地在設計流程中協作打造一種互相認可的

解決方案。透過支持這些實踐，能夠在授權條件下隨

時隨地存取的協作解決方案可以實現成本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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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技術如何支援新的工作方式

有效協作是實現 BIM 全部潛力的關鍵所在。 
Autodesk 的 BIM 核心創作軟體 Revit® 提供了工作
共用功能，支援多位參與者同時存取共用模型。工作

共用提供全套協作模式：從同時完整快速地存取共用

模型，到正式將專案劃分為分散的共用單元，到最終

將專案圖元或系統完全分離至個人管理的連結模型。

這讓團隊能夠根據其工作流程和專案要求，選擇更佳

方式進行協作和交互。

這一模型級的協作是 BIM 的關鍵，但參與者必須透
過共用伺服器緊密聯繫在一起。建築專案團隊需要更

高的靈活性來納入專案參與者，包括多重網站存取、

多重公司存取和更高的移動性。

真正的設計解決方案協作能夠消除防火牆導致的這些

硬體要求和阻礙，這意味著使用者能夠跨越獨立的網

路遠端進行工作共用。

工程建設日益趨於外向，並著重於和外部各方開展真

正的協作和落實所需的技術基礎設施。近年來，與外

部各方制定協作 BIM 規程已經成為工程建設的投資
重點，如今越來越多的公司也見證了提高專案團隊協

作水準帶來的優勢。近期的一項研究表明，表示見證

了此類優勢的公司從 2012 年的 31% 上升到 2014 年
的 49%7。與外部各方制定協作 BIM 規程是一項重大
投資領域，其增幅從 2012 年的 33% 增長到 2014 年
的 54%8。“獨立的 BIM”的 ROI 無法與真正的協作 
BIM 流程相媲美。投資資料管理基礎設施以提升模
型共用水準，優化協作建模工作流程和實踐，以及在 
BIM 實施過程中根據授權隨時隨地提供這些工作流程
和實踐。

對於其他工程建設組織而言，能夠在協作式相關服務
環境中工作的合作夥伴更具吸引力9

81%

28%

53%

的組織表示在選擇專案團
隊時會在一定程度上考慮

這一點

要求必須具備這一點

強烈建議具備這一點

“雖然美國較晚採用 BIM，但卻是較早利用
這一技術來實現“協作”BIM 的國家。這在
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幅員遼闊的國家所面臨的

地域挑戰。雖然保持專案各個環節相互貫通

這一願望不曾有變，但在南方各州，BIM的
採用稍顯滯後。協作技術在交付 BIM 方面
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總體來看，BIM 的普及
不像歐洲那樣廣泛。“我們開始注意到，人

們逐漸開始考慮建築物的生命週期，並採用

了“以終為始”的設計方法。例如，限制能

耗的不良後果，或考慮使其實現半智慧化。

最終的目標是利用可透過建築物本身收集到

的情報進行分析，然後調整維護工作以優化

性能。”

Joe Gould，Autodesk 美國工程建設高級技術銷售專家



無縫設計協作有助於提高 
利潤率的九大理由



承包商可以利用對模型的存取權限，在流程早期

階段運行衝突檢測。與在 BIM 專案的設計階段發
現潛在問題相比，在施工階段檢測到衝突或差錯

的成本會增加十三倍12。在 BIM 中解決衝突的成
本遠低於現場解決衝突，前者約為 90 美元，而後
者高達1100 美元13。

專案延期和成本超支的原因往往在於人為失誤 - 
缺乏溝通且專案、資料和文檔管理不力14。一款

協作建築設計解決方案能夠頻繁而準確地執行分

析，從而顯著減少人為失誤。協作 BIM 技術使得 
CAD 工程圖返工率從 48% 降至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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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專案差錯並最大限度地減少資料衝突

由於施工階段的返工成本高達專案總成本的 5% 
至 15%，因此減少建築-設計環境下的差錯是所有
工程建設公司的一個重要目標10。使用 BIM 本身
便可減少專案差錯，而經過優化的協作流程更有

助於凸顯這一優勢。McGraw Hill 針對“BIM 在
北美的業務價值”的智慧市場報告表明，57% 的
受訪建築師認為減少檔差錯和遺漏數量是 BIM 的
主要優勢之一。透過利用 BIM 來減少早期的差錯
和遺漏以避免返工，是大幅縮減成本和提高收益

的一種方式。McGraw Hill 的報告稱，“減少返
工是 [BIM] 在減少檔差錯和遺漏數量方面的主要
優勢的實際成果，”有 45% 的建築師稱之為 BIM 
的主要優勢之一。

然而，在團隊分散與合資專案這樣的新趨勢之下， 
專案團隊越來越難以全面認識 BIM 的所有優勢。
當多位團隊成員分佈在不同位置時，基於相關服務

的協作解決方案可能會成為獨特的優勢，透過促 
進必要的即時溝通和資料共用幫助團隊收穫 BIM 
的優勢。

33% 的工程建設專業人士發現，存取最新的文檔集
和掌握最新資訊是完成專案的一大挑戰，還有32% 
的工程建設專業人士則擔心有人會用錯版本11。借

助具備專案溝通日誌和版本歷史跟蹤功能的相關服

務解決方案，相應的確切版本會向所有各方顯示標

記，並在大家共同使用的主模型中進行更新。

優勢 1

使用相關服務的 BIM 專案團隊所獲得的優勢是可以量化
的。下面介紹了無縫設計協作有助於提高利潤率的九大 
理由：

Paul McGilly，BuroHappold

“在傳統專案中，設計公司通常會收

到幾十個甚至數百個變更單。而

在布朗大學的新工程研究中心專案

中，BuroHappold 收到的變更單屈
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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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2

縮短專案完工時間

60% 以上的重大投資專案達不到成本目標與工
期目標。18 傳統專案交付流程向來效率低下， 
可能會導致成本和工期大幅攀升。高效的 BIM 
工作流程可精簡專案時間表並降低整體成本，

從而使所有專案利益相關方受益。BIM 與支援
相關服務的協作解決方案相結合，可在整個建

築設計流程中為專案團隊節省時間。設計師可

以迅速反覆運算設計要素，以便（舉例而言）

評估和優化建築性能，回應客戶請求，或在設

計早期階段執行分析和模擬，最終更輕鬆地消

除流程中的潛在問題。基於相關服務的協作解

決方案可支援所有團隊成員即時參與（無論是

直接在 BIM 中工作還是查看和批准設計變更成
果）， 從而大幅加快工作流程的推進速度。

日常設計更新將透過相關服務不斷傳遞給團隊， 
而面對面溝通則可以用於重要的前瞻性討論， 
而不是日常組織工作。既保留了協作的優勢，又

可以將日常工作移入相關服務。相關服務完全是

傳統方法的進化。

優勢 3

在授權條件下隨時隨地開
展工作，有助於提高工作
效率

透過相關服務汲取海量遠端存放資料的能 
力，以及移動設備和功能豐富的跨設備靈活

存取應用的迅猛增長，意味著專案團隊無論

位於何處，均可在授權條件下存取各種專案

資料。通信功能可向所有專案成員推送即時

更新，這徹底改變了 BIM 流程，從而與需
要即時知曉或批准專案更新的利益相關方輕

鬆溝通，並支持擴展專案團隊以真正的協作

方式開展工作。

即使團隊沒有同處一室或不在辦公室內，亦

可支援團隊保持高效工作，從而提高工作效

率和企業的利潤。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工程建

設專業人士表示，能夠在各種設備平臺上連

線存取各種文檔，是提高其公司工作效率或

降低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20 大家都希望在
授權條件下隨時隨地開展工作，為此，各種

應用必須針對移動工作進行優化。
“對於這種複雜級別的專案，需要將分佈

在世界各地的傑出人才彙聚在一起。我

們的團隊成員分佈在三藩市、紐約、墨

爾本、新德里和迪拜，他們能夠跨區域

協作並即時查看設計更新。”

“BIM 360 Design 是一款終極溝通工具。
它以一種我們未曾經歷過的方式增強了

資訊流，並説明我們更快完成工作。例

如，在這個專案上，我們的模型和工程

圖周轉時間縮短了 35% 以上。”

Pardis Mirmalek，
Woods Bagot 設計技術負責人

Enrique Sarmiento，McCarthy Building Companies  
VDC 經理

專案按時完工19

專案在預算範圍內完工19

20.5% 33.35%

46.8% 37.2%

公共部門 私營部門

公共部門 私營部門

專案按時完工19

專案在預算範圍內完工19

20.5% 33.35%

46.8% 37.2%

公共部門 私營部門

公共部門 私營部門



無縫設計協作有助於提高利潤率的九大理由 | 13
    

優勢 4

減少 IT 支出

相關服務解決方案能夠讓員工更快投入工作，與需

要花費時間進行設置的內部部署 IT 系統選項相比
優勢也更多。內部部署系統還需要前期投資，以及

承擔運營費用以聘請 IT 人員進行管理。使用 FTP 
等解決方法會導致網路流量大增，伺服器上也會出

現重復資料。將近三分之一的工程建設專業人士曾

表示，在施工或設計專案中使用多款軟體工具會導

致資料重複。19

相關服務協作解決方案幾乎可以即時部署，並且能

夠根據專案和相關團隊的規模進行調整。在相關服

務中託管工作區，可助力當前或下一個專案實現實

時同步設計。

完全運行於內部部署解決方案之上的 BIM 專案在
進行聯合編輯時可能會面臨挑戰，因為不在現場

的團隊成員難以存取模型。建築師、工程師和承

包商都可能會使用自己的伺服器，但必須確定由

誰來託管中心模型、承擔資料庫責任以及如何分

攤關聯成本。如果3D模型無法在各伺服器和工作
站之間實現流暢的同步，可能就會浪費時間和 
資金。

 

要想與不直接在 BIM 內工作並且可能沒有接受過
軟體用法培訓以查閱技術計畫的專案業主或利益

相關方進行共用，提供在內部部署解決方案之上

托管的模型存取權限並非理想的解決方案。這樣

的設置可能會延遲回饋時間。但是，借助相關服

務協作解決方案，這些擴展團隊成員就可以登錄

並在更易於使用的檢視器中查看 3D 模型，從而提
高回饋速度和準確性。

Newman Architects 發現其 VPN 解決方法
速度緩慢且費用昂貴，不僅給設計師帶來

了挫敗感，也大大加重了 IT 資源的負擔。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款可擴展的解決方案，

這一解決方案既不能對我們自身的 IT 資源形
成不合理的壓力，又需要符合管理上的財務

限制和專案的性能需求。”

Leo Gonzales，Newman Architects 建築與 BIM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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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5

透過使專案團隊虛擬同地協作降低成本

BIM 的核心優勢之一在於，多位參與者能夠在同一
模型內同時工作。在相關服務內託管共用模型是

支援虛擬線上 BIM 工作共用的一種方式。具備共
享模型移動存取權限的相關服務協作解決方案為 
Revit 環境內外的用戶提供了關鍵存取點。

客戶或公共機構有時會要求專案團隊實際位於相同

地點，這可能會導致高昂的成本。與同地工作相關

聯的差旅成本通常必須在投標流程前期申報，這意

味著如果成本過高，專案團隊最後可能會淹沒在帳

單的海洋裡20。在專案持續期間，各公司必須指派

全職員工（通常位於相同的專案地點）。同地工作

可能需要對硬體和 IT 基礎設施進行投資，還需要
為團隊設計和裝備辦公室空間。因此，虛擬同地數

位化解決方案作為替代解決方案，可能會為專案帶

來巨大的財務收益。

借助基於相關服務的協作，團隊能夠類比“作戰

室”，讓包括機電工程師、建築師、承包商和結

構工程師在內的所有人透過專案檢查點有效地開

展工作。這一替代解決方案消除了為整個專案團

隊提供實際場所、食物和差旅經費的需求。

“借助我們在專案上實施的技術 - BIM 360 
Design，我們能夠從本質上實現各辦公場
所的虛擬同地，而不是讓這些辦公場所實際

位於相同地點。”

Michelle Vo，Hennebery Eddy Architects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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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6

減少協調時間，將更多時間
用於設計

建築設計專業人士在專注于所屬專業領域時效率

非常高。傳統設計流程會浪費大量時間來弄清楚

怎樣將更新融入 3D 模型，或等待其他方發送最
新文件版本。將近三分之一的工程建設專業人士

表示，並非專為工程建設市場而設計的相關服務

技術工具可能會使得按計劃完成專案成為難題，

而使用多個軟體程式會導致 IT 冗餘並浪費工作
人員的時間。21

即時協作環境能夠確保相關人員始終可以存取

和使用最新設計版本，從而縮短了員工的停工

時間。如果團隊能夠專注於設計而不必擔心版

本或更新，就能更高效地工作，並交付具備尖

端技術、備受讚譽、引領潮流的建築。

“使用 BIM 360 Design 進行協調後， 
AECOM 發現其設計團隊的設計階段縮短
了 18%。”

Chris Crowe，A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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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 BIM 360 Design，我們的專案清晰而
透明，同時我們也能夠將資訊分享給所有應

當具有存取權限的人員。我們離不開 BIM 
360 Design。”

Marin Pastar，Bates Architects 創新總監

使用傳統溝通工具時，與建築業主和非技術利益

相關方共用 3D 模型以供審閱或審批既複雜，又耗
時。將模型匯出為 3D PDF 渲染並上傳至 FTP 效率
低下，而發送3D PDF 渲染通常會給非設計人員造
成困擾。這一耗時的流程通常會導致版本問題，並

導致審批或簽收延誤。

在美國固定資產行業，建築設計資料應用不當和 
高度分散型團隊的增加等因素每年要吞噬掉高達 
158 億美元的成本，而在持續運營階段，業主的負
擔則大約是這些成本的三分之二。27 同時，將近四
分之一的工程建設專業人士稱，使用不具備精簡整

合功能的多款技術工具會給專案效益造成負面 
影響。28

借助支援相關服務的設計協作，透過在 3D 模型更
新 BIM 後提供其實時存取權限，能夠讓專案審批速
度得到大幅提升。建築業主可以在授權條件下隨時

登錄並查看進度。線上共用功能讓雙方都無需執行

耗時的管理任務，並幫助優化了通信流，增強了信

任感。

贏得更多專案

優化型協作技術促進了國際合作，而建築設計的

日益國際化則進一步推動了技術創新。優化型協

作流程的出現，讓我們能夠更加輕鬆地與全球各

地的專家合作夥伴開展合作。如果相關人員分佈

在全球不同角落，讓所有人定期同處一室是行不

通的。工程建設從業人員日趨全球化， 這一趨
勢推動開發了專為這一目的而設計的相關服務技

術。借助面向 BIM 的相關服務協作解決方案，
物理位置不再是參與專案的阻礙。

新的協作技術為原本因規模過小而無法參與專案

的合作夥伴提供了機會。24 過去，這些合作夥伴
可能無法證明對與大型合作夥伴協作處理模型所

必要的 IT 基礎設施進行投資是否值得，但相關
服務解決方案較低的資本支出往往對應於較低的

准入壁壘。面向設計的相關服務協作起到了平衡

的作用。小型公司可能更具競爭優勢，因為他們

能夠以適當的規模和大型競爭對手存取同樣的優

質解決方案，從而透過與大型合作夥伴投標合資

專案來發展業務。

優勢 7

線上組織間專案協作工具

對提升工作效率影響巨大的技術和
管理策略26

36%

BIM

33%

優勢 8

改善與擴展專案利益相關方的 
溝通



2016 年計畫聘請工程師的雇主27

95%

82%

可能會聘請

表示難以物色到合適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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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9

“我們的員工遍佈全國。在使用 BIM 360 
Design 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靈活地招聘傑
出人才，不受地域限制。”

如果可以吸引並留住傑出人才，將能夠在競爭

中脫穎而出。在授權條件下隨時隨地開展工

作，這實際上意味著招聘符合專案要求的人

員，而不必受制於本地資源。透過基於相關服

務的設計協作，可以很好地使分散的團隊凝聚

在一起，即使他們位於不同的辦事處。

頂級專業人士日益希望公司的職位能夠使工作

和生活保持平衡。在建築設計中，這意味著您

的團隊能夠透過頻寬專心處理實際設計、創意

和解決相關問題，並提供靈活的工作方式。他

們希望在文件版本管理和排序方面花費更少時

間，而騰出更多時間進行設計，包括實地尋找

靈感。 

對於工期緊張的行業而言，採用彈性工時的可

能性似乎較低，但借助相關服務協作解決方

案，團隊成員無論身處何地均可參與其中，在

多設備存取應用的説明下甚至能夠在授權條件

下“隨時隨地”進行工作。這為身為父母和家

中有人需要照顧的員工創造了機會，尤其是業

內占比較少的女性。

美國工程建設領域的設計師和其他行業的設

計師一樣，飽受工作生活失衡的困擾。華盛

頓公平增長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人長

期長時間工作，嚴重損害身體健康。

該研究將超負荷工作定義為每週工作 40 小
時以上，同時研究發現，高收入行業的從業

人員長時間工作的幾率更高。

17.1% 的受訪建築師和工程師暗示，這樣的
長時間工作是常態28。該研究強調，美國的

加班律法在保護白領工作人員方面幾乎無

所作為，對於尋求高效工作之道而非長時

間工作的員工而言，這確實是個令人沮喪

的因素。但側重點應該放在工作效率和工

作品質上。疲憊不堪的設計師更有可能犯

錯，而創造佳作的可能性則會降低，因此

我們需要適當的工具以在授權條件下隨時

隨地開展工作並專注于成果，而不是“勉

強出勤”。

招聘 - 吸引並留住傑出人才

Anthony Woodsford，Corstorphine + Wright 合夥人/BIM 經理



無縫設計協作有益於各種專案
交付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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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OM 利用 BIM 360 Design 將全球 135 個
以上的辦事處銜接在一起。這有助於推進其整

合專案交付方法，並使其位於世界各地的團隊

參與關鍵國際專案，進一步降低交付成本。”

“團隊相互協作，且可以即時查看設計更新。 
BIM 360 Design 有助於在四個設計合資公司
之間搭建橋樑，使他們能夠在相關服務中同時

使用同一個模型進行工作。”

哪種交付模式適用於您所在 
領域？

建築專案的投標、中標和完工方式不斷發生變化。為

了向業主交付最佳成果，專案日益強調多位專家之間

的協作，包括施工後和建築生命週期內的協作。令人

遺憾的是，設計合同無法解決各方之間的溝通問題。

如果打算高效地協同合作，就需要一份超越法律協定

範疇的溝通計畫。面向設計的協作解決方案有助於解

決關於如何落實專案溝通計畫的各項實踐問題。實際

上，建築業主將會選擇他們期望的協作交付模式，因

此設計公司必須瞭解各模式之間的差異，並做好準備

在業主預期的架構內對工作進行調整。

整合專案交付

整合專案交付 (IPD) 是一種專案交付方法，可以在設
計、預製加工和施工的各個階段跨職能團隊儘早實現

協作。簽訂此類合同協定後，團隊能夠協同利用所有

參與者的才能和見解，優化專案結果、為業主帶來更

多價值、減少浪費，並在設計、預製加工和施工的各

個階段大幅提高效率。這種方法讓所有合作夥伴都有

機會分擔風險，也使得所有合作夥伴都能分享收益回

報。要想取得成功，必須提高協作水準。

設計-建造
設計-建造專案由兩個或多個團隊共同組成，一個團隊
專注於設計，另一個團隊專注於建造。相較于傳統的

設計-投標-建造專案（其中設計和建造團隊分別對專
案進行投標），設計-建造專案要求設計和建造團隊一
起對專案進行投標。

合資合作 (JV)
合資合作 (JV) 是一種專案合作關係，在這種合作模
式下會形成由兩個或多個獨立公司組成的新法律實

體。很多時候，為了能夠共用技能和資源，兩家公司

會達成合作，形成 JV 合作關係。相較於之前的孤軍
作戰模式，合資合作可以為雙方贏得更大或更複雜的

專案。

透過合資合作，中小型公司或具有互補專長的公司能

夠取長補短，作為一個統一的實體對專案進行投標。

合資專案交付方式不僅需要這兩個合作夥伴之間進行

高水準協作，而且經常需要跨多個領域（可能位於多

個城市、州/省或國家/地區）。

Chris Crowe，AECOM William Wallace，Woods Bagot

40%

30%

據工程建設專業人士表示，
未來三年內可提升工作效率
的方式

更多地參與和客戶與投資
方最有可能選擇的承包商
建立長期協作關係

更多地採用風險共擔
合同



合作協定

借助合作協定 (TA)，具有不同專業背景的公司能夠建
立合作夥伴關係，從而打造出一支能夠對徵求意見書

和設計競賽進行更有效競爭的綜合團隊。他們遵循協

同式設計，這表現在他們專注于將最優秀的專家聚集

在一個專案中，並圍繞各締約方的關鍵技能來構建 
專案。

TA 的主要優勢在於能夠即時贏得更多工作，同時它
也可以讓您的組織接觸到更為複雜的專案並獲得“提

升技能”未來成為主承包商的機會，最後還能夠説明

您認識可能會給您帶來更多業務的採購合作夥伴。

在美國，合作協定比 IPD 更為普及。建築師、機電
工程師以及結構工程師之間的協作非常先進。 

就透過相關服務進行設計協作而言，設計師面臨著 
一道複雜的難題。他們希望進行協作，但美國針對所

有相關服務資料的立法卻是他們在確定解決方案時需

要考慮的因素。為迎合建築專案的十二年訴訟時效規

定，必須選擇一款能讓您對資料的生命週期安全信心

十足的解決方案。

公私合作

公私合作專案（即 PPP、P3 或 PF2）是一種專案交
付方法，在這種合作模式下至少包含一個公共部門機

構以及一個或多個私營部門。透過此類合作，公共部

門能夠有效地利用私營部門的技能，同時大幅降低其

風險。典型的 PPP 專案包括一個整合專案團隊，負
責在整個專案生命週期（從設計到施工和持續運營） 
中進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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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解決方案進一步促進設計團隊協作

諸如 BIM 360® Design 等工具有助於為設計團隊
提供支援相關服務的協作 BIM 環境。

BIM 360 Docs 是一款基於相關服務的協作解決方
案，支援多位設計合作夥伴像一個設計團隊那樣協

同合作（無需同地或物理檔存儲）。該平臺（透過 
Web 或移動設備）將所有團隊成員與最新的專案資
訊（2D工程圖和3D模型、設計標記、活動提要和版
本歷史記錄）緊密聯繫在一起。

借助 BIM 360 Design，能夠跨專案生命週期實現
設計協作和資料管理。從而團隊能夠在公司內部或

跨 多個公司安全地共同創作 Revit 模型，並控制正
在處理的資料交換。設計團隊從必須實際同地或共

用 伺服器這樣的要求中解放了出來。這節省了大量
的 時間和成本，因為可即時共用回饋，且團隊能夠
在 模型內攜手迅速解決問題，而在以前這可能要耗
費 數周時間。

BIM 360 Design 將模型保存到 BIM 360 Docs“中
央位置”，同時創建本地快取檔案。Internet 連線
速度變慢時仍然可以在本地工作，之後再上傳到聯

合專案中，確保針對擴展設計團隊同步所有變更。

借助變更視覺化工具，團隊可以審閱傳入資料集和

資料包的內容並輕鬆瞭解對先前版本所做的變更。

對比各階段、樓層和設計團隊之間的差異，有助於

確定專案進展。溝通確實是有效協同式設計的關

鍵，可靠的資料交換也至關重要。

“BIM 360 Design 讓我們獲得一種美夢成真的
感覺。我們一用上 BIM 360 Design，就知道
它會徹底改變我們的協同式設計流程。”

Kal Houhou，Martinez + Johnson
Architecture 技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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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瞭解面向無縫設計 
協作的解決方案 借助 BIM 360® Design，能夠跨專案生命週期實現設計協作和資料

管理。從而團隊能夠在公司內部或跨多個公司安全地共同創作 Revit 
模型，並控制資料交換。簡化可交付內容協調、視覺化變更、跟蹤

專案進度並管理問題，以幫助改善專案成果。

BIM 360® Docs 使團隊成員能夠管理專案資料。在一個中央資料平
臺中共用、查看、標記和管理專案檔案，存儲空間近乎無限，並且

能夠在授權條件下隨時隨地存取最新資訊。減少差錯，更加自信地

制定決策，並改善專案成果。

有疑問？

與 AUTODESK 專家交流
取得聯繫            >

https://www.autodesk.com.tw/solutions/bim/research-building-design/design-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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