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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团体标准管理细则》及关于《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团

体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公告（沪绿建协【2019】23号）的相关要求，标准编制组

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家和行业及国外相关标准，广泛征求

意见，制订本标准。 

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服务收费标准主要内容：1、总则；2、术语；3、一

般规定；4、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5、设计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6、施工BIM技术服务

计费费率；7、附录。 

本标准从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推广应用

的通知》的要求和满足BIM行业服务及发展的需要出发，收集、整理、分析本市及国内

其他地区同类相关费用数据，结合上海市BIM应用实际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开展分类调查研究及典型案例测算，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本标准的

编制工作，为上海市内建设项目BIM技术服务费的计费参考依据。 

本标准由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和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两部分内容组成。为不

同阶段BIM技术服务费取费测算提供参考依据。 

本标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至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

广中心（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258号12楼），或反馈邮箱：bim_sh@163.com，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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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进一步推动BIM技术的推广与普及和规范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BIM）技

术服务市场取费，为工程建设各方提供取费参考依据，特制定本标准。 

1.03  BIM技术服务收费标准适用于本市在设计、施工阶段应用BIM技术的新

建、改扩建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地下综合管

廊。其他工程类型可参照执行。 

1.04  上海市BIM技术服务的收费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

有关规范与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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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BIM技术服务 

BIM技术服务是利用三维可视化为特征的建筑信息模型的信息集成和管理技

术，通过建立和维护建筑信息模型和利用建筑信息模型进行虚拟设计和施工等

应用的工程技术服务。 

2.02 BIM技术服务费 

BIM技术服务费是因提供专项BIM技术服务并签订专项服务合同或协议而单

独列支的总费用。 本标准中的BIM技术服务费包括设计和施工阶段的BIM模型建

立维护、BIM技术应用服务费用。  

2.03 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 

    BIM 技术服务计价指标是在项目前期，工程项目BIM技术服务总费用的计价

估算依据，建设单位在编制项目可研估算、设计概算文件时，应按本标准单独

列支计取BIM技术服务费。 

2.04 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是指应用单位按委托方要求的范围、阶段、深度完成

BIM技术服务合同或协议，计算BIM技术服务费中具体BIM模型费和BIM应用费的

计费依据。包括BIM模型费率、BIM应用费率。可作为BIM技术服务合同或协议中

甲乙双方确定BIM技术服务费计取的参考依据。 

2.05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是计算工程项目BIM技术应用费用时，考虑工程项目个体

特殊性对BIM技术服务的难度和复杂性的影响而设置的浮动调整系数，比如建筑

类型、特殊建筑造型、改扩建工程等。 

2.06 BIM模型费 

根据建设项目的建筑类型、模型深度等要求建立和维护BIM模型的费用。 

2.07 BIM应用费 

根据建设项目需求在各阶段以BIM模型为载体实施相应BIM技术应用项的费

用。 

2.08 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数 

是根据项目在不同阶段BIM技术服务的不同要求对模型构件详细程度（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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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的系数。 

2.09 BIM技术应用统筹费 

指业主牵头组织管理各项BIM技术服务工作所需的费用。该费用主要包括

BIM全过程应用规划和BIM应用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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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01   本标准适用的BIM技术服务阶段包括从设计策划至竣工验收阶段为止的

整个BIM技术服务过程，不包括竣工交付后的BIM技术服务。 

3.02   符合多项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的项目，其复杂难度调整系数应连乘取

值。 

3.03   本标准中规定的BIM技术服务费不包括软硬件采购、软件（平台）开

发、部署与实施的费用。 

3.04   BIM技术服务费不含BIM技术应用统筹费（简称统筹费）和聘请建筑信息

模型（BIM）技术应用咨询顾问（简称第三方顾问）的费用，如需考虑统筹费或

聘请第三方顾问，可在BIM技术服务费以外单独额外列支。具体取费费率和复杂

难度调整系数可参考附表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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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 

基于计价方式的差异，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分为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市

政道路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和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四大类，其中工业与民用建筑工

程主要依据建筑面积计算BIM技术服务费；市政道路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和地下

综合管廊工程主要依据建筑安装工程费计算BIM技术服务费。 

4.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 

4.1.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BIM技术服务费 = 建筑面积 ×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 ×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BIM技术服务费按表 3.1-1 中的相应指标计算。 

表 3.1-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表  
 

单位：元/㎡ 
 

序号 工程类别 计价基础     计价指标 

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建筑面积 35 

 

4.1.2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A-1 相应系数取值。 

4.1.3 原则上根据BIM计价指标计算得到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BIM技术服务费对应的

BIM技术服务内容可自由组合，一般建议包含以下内容： 

1) 初步设计阶段模型建立； 

2) 初步设计阶段冲突检查和净高分析； 

3) 施工图设计阶段模型建立； 

4) 施工图设计阶段冲突检查； 

5) 施工图设计阶段三维管综与净空优化； 

6) 施工配合阶段模型审阅与校核； 

7) 施工阶段施工场布建模及应用； 

8) 施工阶段土建模型深化与维护； 

9) 施工阶段机电模型深化与维护； 

10) 施工阶段施工方案模拟。 

11)施工阶段施工进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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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施工阶段竣工模型； 

4.1.4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建筑面积不足2万㎡的按2万㎡作为基数计取BIM技术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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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市政道路工程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  

4.2.1 市政道路工程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市政道路工程BIM技术服务费 = 建筑安装工程费 × “市政道路工程BIM技

术服务计价指标” × 市政道路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市政道路工程BIM技术服务费按表 3.2-1 中的相应指标计算。 

表 3.2-1  市政道路工程BIM 技术服务计价指标表 

单位：% 

序号 工程类别 计价基础     计价指标 

1 市政道路工程 建筑安装工程费 0.5% 

 

4.2.2 市政道路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B-1中相应系数取值。   

4.2.3 建筑安装工程费不足1亿元的市政道路工程按1亿元作为基数计取BIM技

术服务费。 

4.3 轨道交通工程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 

4.3.1 轨道交通工程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轨道交通工程BIM技术服务费 = 建筑安装工程费 × “轨道交通工程BIM技

术服务计价指标” × 轨道交通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4.3.2 轨道交通工程BIM技术服务费按表3.3-1 中的相应指标计算。 

表 3.3-1 轨道交通工程BIM 技术服务计价指标表 

单位：% 
 

序号 工程类别 计价基础     计价指标 

1 轨道交通工程 建筑安装工程费 0.5% 

4.3.3 轨道交通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C-1中相应系数取值。   

4.3.4 建筑安装工程费不足1亿元的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按1亿元作为基数计取

BIM技术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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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 

4.4.1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BIM技术服务费 = 建筑安装工程费 × “地下综合管廊工

程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 ×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BIM技术服务费按表 3.4-1 中的相应指标计算。 

表 3.4-1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BIM 技术服务计价指标表 

单位：% 
 

序号 工程类别 计价基础     计价指标 

1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建筑安装工程费 0.4% 

 

4.4.2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D-1 中相应系数取值。   

4.4.3 建筑安装工程费不足1亿元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按1亿元作为基数计取

BIM技术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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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基于计费方式的差异，设计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分为工业与民用建筑工

程、市政道路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和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四大类。 

5.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5.1.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费由BIM模型费和BIM应用费组成，

取费以建筑面积为计费基数，按不同阶段、应用项分别计取。 

5.1.2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设计BIM技术服务费 = （BIM模型费 + BIM应用费）×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BIM模型费 = 建筑面积 × BIM模型费费率 × 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数 

5.1.3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A-1 相应系数取值。 

5.1.4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BIM模型费费率按照附表 A-2 中取值。 

5.1.5 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A-3 相应系数取值。 

5.1.6 BIM应用费，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IM应用费 = ∑（计算基数 × BIM应用费费率） 

5.1.7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各BIM应用项的计费基数和计费费率见附表 A-

4 。 

5.1.8 建筑面积2万㎡以下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

以2万㎡作为计算基数计算设计BIM技术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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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市政道路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5.2.1 市政道路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费由BIM模型费和BIM应用费组成，取费

以建筑安装工程费为计费基数，按不同阶段、专业的应用分别计取。 

5.2.2 市政道路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设计BIM技术服务费 = BIM模型费 + BIM应用费 

BIM模型费 = ∑（计费基数 × BIM模型费费率 × 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

数 ×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5.2.3 市政道路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B-1中相应系数取值。 

5.2.4 市政道路工程各应用专业BIM模型费费率按照 

5.2.5 附表 B-2中相应费率取值。 

5.2.6 市政道路工程设计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B-3 中相应系数取值。 

5.2.7 BIM应用费中设计阶段的各应用项BIM应用费，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IM应用费 = ∑（计费基数 × BIM应用费费率） 

5.2.8 市政道路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各BIM应用项的计费基数和计费

费率见附表 B-4。 

5.2.9 建筑安装工程费不足1亿元的市政道路工程按1亿元为计费基数计算BIM

技术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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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轨道交通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5.3.1 轨道交通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费由BIM应用费组成，BIM模型费已包含

在BIM应用费中，取费以建筑安装工程费为计费基数，按不同阶段、专

业的应用分别计取。 

5.3.2 轨道交通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如下： 

设计BIM技术服务费 = BIM应用费 + 轨道交通工程设计BIM技术应用统

筹费 

BIM应用费 = ∑(计费基数 × BIM应用费费率) 

注：轨道交通工程设计BIM总体管理费指建设单位牵头组织管理各项BIM技术服

务所需的费用。 

5.3.3 轨道交通工程具体各BIM应用项的计算基数和计费费率见附表 C-2 。 

5.3.4 轨道交通工程设计阶段BIM技术应用统筹费，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轨道交通工程设计BIM技术应用统筹费 =  BIM应用费 × 管理费费率  

管理费费率可取 8% ~ 10%，具体视工程管理复杂程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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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5.4.1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费由BIM模型费和BIM应用费组成，

取费以建筑安装工程费为计费基数，按不同阶段，不同专业的应用分别

计取。 

5.4.2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设计BIM技术服务费 = BIM模型费 + BIM应用费  

BIM模型费 = ∑（计费基数 × BIM模型费费率 ×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5.4.1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D-1 中相应系数取值。 

5.4.2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各应用专业BIM模型费费率按照附表 D-2中相应费率取

值。 

5.4.3 BIM应用费中设计阶段的各应用项BIM应用费，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IM应用费 = ∑（计费基数 × BIM应用费费率） 

5.4.4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具体各BIM应用项的计费基数和计费费率见附表 D-3 。 

5.4.5 建筑安装工程费不足1亿元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按1亿元为计费基数计算

BIM技术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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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基于工程项目类型的差异，施工BIM技术服务费分为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市政道路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和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四大类。 

 

6.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6.1.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费由BIM应用费组成。 

6.1.2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施工BIM技术服务费 = BIM应用费 ×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BIM应用费 = ∑（计费基数 × BIM应用费费率） 

6.1.3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各BIM应用项的计费基数按照附表附表 E-1 取

值，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附表 A-1 取值。 

 

6.2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6.2.1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费由BIM应用费组成，取费以建筑安装工

程费为计费基数，按不同阶段、应用项分别计取。 

6.2.2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施工BIM技术服务费 = BIM应用费 ×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BIM应用费 = ∑（计费基数 × BIM应用费费率） 

6.2.3 市政道路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B-1中相应系数取值。 

6.2.4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各BIM应用项的计费基数和计费费率按照附表 F-1 取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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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6.3.1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费由BIM应用费组成，取费以建筑安装工

程费为计费基数，按不同阶段、应用项分别计取。 

6.3.2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施工BIM技术服务费 = BIM应用费 ×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BIM应用费 = ∑（计费基数 × BIM应用费费率） 

6.3.3 轨道交通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C-1中相应系数取值。 

6.3.4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各BIM应用项的计费基数和计费费率按照附表 F-1 取

值。 

 

6.4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计费费率 

6.4.1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费由BIM应用费组成，取费以建筑安

装工程费为计费基数，按不同阶段、应用项分别计取。 

6.4.2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施工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施工BIM技术服务费 = BIM应用费 ×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BIM应用费 = ∑（计费基数 × BIM应用费费率） 

6.4.1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按照附表 D-1 中相应系数取值。 

6.4.2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施工各BIM应用项的计费基数和计费费率按照附表 F-1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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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 

附表 A-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表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因素 调整系数 备注 

改、扩建工程 1.2 三维扫描还原模型和图纸 

特殊建筑造型工程 1.2~1.3 Nurbs数据结构 

装配式建筑工程 1.3 含预制深化、加工 

工业建筑 1.3 全专业，包括工业管道等 

居住建筑 0.7  

文化、体育、医疗、酒店建筑 1.5 全专业，包括专项设计专业 

商业综合建筑 1.0  

物流仓储设施建筑 0.9  

公用设施建筑 1.1  

 

注：符合多项复杂难度因素的项目，其复杂难度调整系数应连乘取值。 

附表 A-2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BIM模型费费率表 

单位：元/m2 

序

号 
模型范围 计费基数 

BIM模型费

费率 
说明 

1 主体设计 建筑面积 12 

全专业包括建筑、结构（不包含

钢筋模型以及钢结构深化模

型）、给排水、采暖、电气、消

防、通风空调等 

2 景观设计 场地面积 6 

包括地表竖向控制、软硬质分

隔、大乔木、地下结构等构件元

素，主要解决各个专业间的冲突

问题 

3 精装机电 精装面积 6 

仅适用于精装二次机电管线综合

净高分析优化。模型包含天花吊

顶等构件元素，配合机电深化进

行冲突检查、净高控制等。 

4 精装设计 精装面积 25 
包含硬装修、软装修、精装机电

末端，固定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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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方案设计阶段模型内容不包含结构、机电专业。 

附表 A-3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数表 

序号 设计阶段 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数 

1 方案设计阶段/投资决策阶段 0.15 

2 初步设计阶段 0.25 

3 施工图设计阶段 0.6 

注：不同设计阶段的模型深度要求和内容参考《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

指南》



 

 

附表 A-4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BIM应用费费率表 

序号 服务阶段 服务内容 计费基数 BIM应用费费率 计量规则及价格约定等 

1 

方案设计

阶段 

场地分析 场地建筑面积 1元/m
2
 

场地面积小于1万m3按1万m3计算； 

场地面积大于30万m3按照30万m3计算 

2 设计方案比选 建筑面积 1.5元/m2  

3 辅助设计概算初步统计工程量 建筑面积 0.5元/m2 注：土方平衡的计算已包含于场地分析 

4 虚拟仿真漫游 漫游视频时长 100元/s  

5 
初步设计

阶段 

建筑结构冲突检查 建筑面积 2元/m2 包括配合问题的协调解决、向各专业提资、追踪落实

等工作； 6 净高分析 建筑面积 2元/m2 

7 面积明细表统计 建筑面积 0.5元/m2  

8 

施工图设

计阶段 

冲突检查 建筑面积 2元/m2 包括配合问题的协调解决、向各专业提资、追踪落实

等工作； 9 三维管综 建筑面积 
3元/m2 

10 净高优化 建筑面积 

11 辅助施工图设计 建筑面积 0.9元/m2 不包括模型直接出图 

12 辅助算量 建筑面积 1元/m2 适用范围与建模深度对应 

13 
施工配合

阶段 
施工阶段模型审阅与校核 建筑面积 0.5元/m2  

注1：BIM应用分项的内容和成果要求参考《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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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市政道路工程设计 

附表 B-1 市政道路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表 

工程复杂难度 调整系数 

改、扩建工程 1.1~1.2 

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拱结构、

悬索结构、斜拉结构等受力复杂桥

梁、造型复杂的景观桥梁 

1.2~1.5 

 

附表 B-2  市政道路工程设计BIM模型费费率表 

单位：% 

序号 服务分项 计费基数 模型费费率 

1 市政道路土建 分项建筑安装工程费 0.32 

2 市政桥梁土建 分项建筑安装工程费 0.5 

3 管线或机电安装工程 分项建筑安装工程费 0.32 

4 交通设施工程 分项建筑安装工程费 0.5 

附表B-3 市政道路工程设计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数表 

序号 设计阶段 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数 

I 规划方案设计阶段 0.3 

II 初步设计阶段 0.45 

II 施工图设计阶段 0.65 

注 1：模型深度要求和内容参考《上海市市政道路桥梁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注 2：单一服务方提供全设计流程 BIM 服务(Ⅰ+Ⅱ+Ⅲ)时，深度调整系数为 1；

其他组合服务均按相应深度调整系数之和参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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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4 市政道路工程设计BIM应用费费率表 

序号 服务阶段 应用内容 计费基数 BIM应用费费率 

1 规划方案设计阶段  建筑安装工程费 0.10% 

2 
初步设计阶段 

管线搬迁与道路

翻交模拟 
建筑安装工程费 0.20% 

3 场地现状仿真 建筑安装工程费 0.15% 

4 
施工图设计阶段 

管线综合与碰撞

检查 
建筑安装工程费 0.25% 

5 工程量复核 建筑安装工程费 0.10% 

注：BIM应用分项的内容和成果要求参考《上海市市政道路桥梁信息模型应用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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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轨道交通工程设计 

附表 C-1 轨道交通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表 

序号 类别 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1 对于一般轨道交通工程 0.8~1.0 

2 
对于含换乘车站、异形造型车站及多种车

站型式结合、运用多种施工方法的工程 
1.1 

附表 C-2 轨道交通工程设计分项BIM应用费费率表 

单位：% 

设计阶段 

 计费费率 

计费基数 
单专业应用 两专业应用 全专业 

应用 土建 机电 装修 土建+机电 土建+装修 

总体设计阶段 
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5 —— —— —— —— —— 

初步设计阶段 
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6 0.07 —— 0.12 —— —— 

施工图设计阶段 
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8 0.14 0.06 0.20 0.13 0.25 

总体设计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 

建筑安装

工程费 0.10 0.07 —— 0.12 —— ——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 

建筑安装

工程费 0.13 0.19 0.06 0.29 0.13 —— 

设计全阶段 
建筑安装

工程费 
0.17 0.19 0.06 0.29 0.13 0.35 

注1：阶段划分与《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模型技术标准》（DG/TJ 08-2202-2016）

相一致。 

注2：本标准中轨道交通工程设计阶段的模型创建与模型应用应符合《城市轨道

交通信息模型技术标准》（DG/TJ 08-2202-2016）的相关要求。 

注3：本文每个设计阶段的轨道交通工程模型创建与模型应用应符合《城市轨道

交通信息模型技术标准》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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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设计 

附表 D-1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表 

工程复杂难度 调整系数 

改、扩建工程 1.1~1.2 

干线管廊工程 1.2~1.5 

      

附表 D-2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设计BIM模型费费率表 

单位：% 

序号 服务分项 计费基数 BIM模型费费率 

1 综合管廊土建 分项建筑安装工程费 0.4 

2 管线或机电安装工程 分项建筑安装工程费 0.36 

 

附表 D-3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设计 BIM 应用费费率表 

单位：% 

序号 服务阶段 应用内容 计费基数 计价费率 

1 规划方案设计阶段  建筑安装工程费 0.1 

2 
初步设计阶段 

管线搬迁 建筑安装工程费 0.15 

3 场地现状仿真 建筑安装工程费 0.10 

4 
施工图设计阶段 

管线综合与碰撞检查 建筑安装工程费 0.20 

5 工程量复核 建筑安装工程费 0.10 

注：BIM应用分项的内容和成果要求参考《上海市市政地下空间建筑信息模型

应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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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 

附表 E-1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BIM应用费费率表 

服务内容/应用项 计费基数 BIM应用费费率 备注 

施工阶

段模型

深化与

维护 

土建模型深化与维护 建筑面积 3元/m2  

机电模型深化与维护 建筑面积 5元/m2  

钢结构模型深化与维

护 
钢结构重量 75元/吨  

PC模型深化与维护 建筑面积 2元/m2  

幕墙模型深化与维护 建筑面积 10元/m2  

装饰模型深化与维护 建筑面积 10元/m2  

竣工模型 建筑面积 2元/ m2  

施工模

拟 

施工场布建模及应用 场地建筑面积 2～5元/ m2 
基础版作为

必要的施工

辅助手段，

可按业主需

求双方协

商。对高质

量要求的施

工模拟，可

参考计费标

准，按照市

场价计取费

用。 

施工进度模拟 视频时长 50~300元/秒 

施工方案模拟 视频时长 50~300元/秒 

施工工艺模拟 视频时长 50~300元/秒 

漫游 视频时长 50~150元/秒 

工程量

统计 

施工过程造价管理工

程量统计 
建筑面积 

4元/ m2  

竣工结算工程量统计 建筑面积 

 

注：合同签订及付款前需由 BIM 管理方进行审核确认(报价是否合理、成果是否

满足交付要求)。该阶段如需重新建模，参照设计阶段中施工图设计阶段的模型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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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 

附表 F-1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BIM应用费费率表 

服务内容/应用项 

计费基数（万元） 

计费

单位 
备注 

建筑安装

工程费≤

10亿元 

10 亿元＜建筑

安装工程费≤50

亿元 

建筑安装工

程费＞50

亿元 

施工模型深化与维护 4 3 2 

施工

模拟 

施工进度计划

模拟 
10 15 20 

/节点  

施工场布模拟 10 15 20 

施工交通组织

模拟 
10 15 20 

管线搬迁模拟 20 30 40 

复杂节点施工

工序模拟 
20 30 40 

竣工模型搭建 4 3 2 /亿元  

预制

技术 

预制生产模拟 20 30 40   

工程量统计 12 10 8 /亿元  

BIM+ 
三维点云扫描 2 2 2 

/(人

×月) 
 

倾斜摄影实景

建模 
4 3 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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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附表 G-1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BIM应用费费率表 

服务内容/应用描述 计费基数 计价费率 

施工

阶段

模型

深化

与维

护 

单项工程全专业模型深化与维护 
单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25% 

路基、围护结构工程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5% 

高架桥工程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8% 

地下区间工程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4% 

地下结构工程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5% 

轨道工程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2% 

通信工程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2% 

信号工程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2% 

供电工程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2% 

智能与控制系统安装工程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2%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1% 

车辆基地工艺设备模型深化与维护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2% 

施工

阶段

BIM应

用 

施工场布建模及应用 
单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1% 

施工进度模拟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5% 

复杂工序模拟 
分项建筑安装

工程费 
0.08% 

 

注1：BIM建模范围和模型深度参考DG/TJ 08-2202《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模型技术

标准》施工阶段要求。 

注2：BIM应用分项的内容和成果要求参考DG/TJ 08-2202《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模

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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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施工 

附表 H-1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施工BIM应用费费率表 

单位：% 

服务内容/应用项 计费基数 

BIM应用费费率 

单项工程应用 
单独的土建

工程应用 

单独的机电安

装工程应用 

A B C 

施工应用 
建筑安装 

工程费 
0.14 0.03 0.26 

 

 

 

 

 

 



 

 

附录 M BIM技术应用统筹费 



 

 

附表M-1  BIM技术应用统筹费费率表 

应用场

景 
任务名称 工作内容和成果 计费基数 费率 

BIM技术

全过程

应用规

划 

总体策划 

▪ 进行BIM技术应用总体策划，制定BIM技术应用规划，明确

各单位在项目各阶段BIM工作职责，明确各阶段BIM技术应

用点需求及成果要求，编制项目BIM技术应用实施方案、

实施计划等，形成BIM总体策划文件。 

工程建安费用 0.15% 

BIM技术应用标准体

系 

▪ 建立项目BIM建模标准、应用标准、数据标准、验收标准

等，形成项目BIM应用系列标准 

BIM技术应用管理体

系 

▪ 搭建项目BIM技术应用组织管理架构，明确各参与方BIM工

作职责，制定BIM工作流程、会议制度、汇报制度等。形

成项目BIM应用实施细则和管理手册 

BIM技术应用考核制

度 

▪ 制定各参与方BIM技术应用考核制度，明确各阶段BIM技术

应用成果质量要求。建立考核制度，形成BIM考核指标体

系和管理文件 

明确设计、施工、

监理招标文件和合

同中的BIM要求 

▪ 编制招标、合同文件中相关BIM要求、附件等，形成招标

和合同BIM应用相关条款 

BIM协同管理平台 
▪ 根据项目类型和需求选定、部署BIM协同管理平台，并进

行维护和管理 

BIM应用

管控 

模型审核 
▪ 全过程BIM模型审核，主要包括模型符合性审核、完整性

审核、图模一致性审核等。形成BIM模型审核报告 

BIM应用成果审核 
▪ 全过程BIM应用成果审核，主要包括应用成果完整性审

核、准确性审核、应用深度审核。形成BIM应用成果审核



 

 

 

注：如需考虑复杂难度调整系数可参照各工程类别的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报告 

BIM信息审核 
▪ 全过程BIM信息审核，主要包括各类构件属性数据完整

性、准确性审核，构件编码审核。形成BIM信息审核报告 

封装交付 
▪ BIM数据资产交付，主要包括BIM竣工模型合模、BIM信息

复核、数据封装等。形成BIM数据资产交付报告 

BIM应用培训 
▪ BIM应用培训，主要包括BIM基础知识培训、BIM应用软件

使用培训等。形成BIM应用培训记录 

BIM应用组织推进 

▪ BIM应用组织推进，主要包括协调组织设计、施工等参建

单位的建模、应用和协同管理工作，组织BIM专题会议，

配合建设单位实现BIM技术有效应用于项目建设和管理过

程的沟通协调，提高工程性能、质量、进度和成本管理水

平。形成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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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N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BIM技术服务费取费案例 

某商业综合体，分为商业、居用建筑，其中商业建筑面积5万m2， 居住建

筑面积40万m2。项目建设方为A公司，设计方为B设计院，施工方为C单位。本

项目在建设期运用BIM技术进行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该项目为装配式和商

业改扩建工程项目，所有BIM技术应用由工程实施主体完成。 

1. 前期BIM技术服务费框算： 

B设计院根据A 公司的要求编制项目设计概算，建设项目概算的其他费用

中应单独列支BIM技术服务费，其费用计算过程如下： 

本项目为民用建筑，BIM技术服务费计价指标按《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服务收费标准标准》中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的

计算公式：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BIM技术服务费 = 建筑面积 ×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BIM技术服务计价指标” ×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其中，商业建筑面积5万m2，居住类建筑面积40万m2 ，计价指标35元/m2，

商业类建筑设计调整系数1，居住类建筑设计调整系数0.7。改扩建和装配式工

程为特殊项目情况，计价指标分别按1.3系数调整。 

 

BIM技术服务费（调整系数修正前）=  

（5万m2 × 1 + 40万m2 ×0.7）×35元/m2= 1155万元 

BIM技术服务费（装配式工程修正后）=  

（5万m2 ×1 + 40万m2 ×0.7）×35元/m2×1.3 = 1501.5万元 

BIM技术服务费（改扩建工程修正后）=  

（5万m2 ×1×1.3  + 40万m2 ×0.7）×35元/m2= 1207.5万元 

BIM技术服务费（调整系数修正后）=  

（5万m2 ×1×1.3 + 40万m2 ×0.7）×35元/m2 ×1.3 = 1569.75万元 

该项目在前期编制可研估算、设计概算文件时，单独计列BIM技术服务费

1569.75万元。 

2. 招标阶段按服务范围、阶段、要求计算BIM技术服务费： 

根据《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章节4.1.2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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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招标要求工程设计BIM技术服务包含以下基础项：初步设计阶段模型建

立、初步设计阶段净高分析、施工图设计阶段模型建立、施工图设计阶段冲突

检查、施工图设计阶段三维管综与净空优化、施工配合阶段模型审阅与校核。

根据以上基础项计算设计BIM技术服务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设计BIM技术服

务费计算公式： 

    设计BIM技术服务费 = （BIM模型费 + BIM应用费）×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BIM模型费 = 建筑面积 × BIM模型费费率 × 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数 

本项目为商业综合体，复杂难度调整系数分别考虑商业建筑和居住类建筑

按附表 A-1 取值。BIM模型费费率按附表 A-2 取值。  

模型阶段包括初步设计阶段和施工图设计阶段，阶段模型深度调整系数按

附表 A-3取值。 

BIM模型费（商业）= 5万m2×12元/m2×（0.25+0.6）= 51万元 

BIM模型费（居住）= 40万m2×12元/m2×（0.25+0.6）= 408万元 

BIM应用费中设计阶段的各应用项BIM应用费，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IM应用费 = ∑（计算基数 × BIM应用费费率） 

其中，每项BIM应用费费率为：初步设计阶段净高分析2元/m2、施工图设

计阶段冲突检查2元/m2、施工图设计阶段三维管综与净空优化均为3元/m2、施

工配合阶段模型审阅与校核0.5元/m2。计费基数为建筑面积。其中，商业建筑

面积5万m2，居住类建筑面积40万m2。 

BIM应用费（商业）= 

（2元/m2 +2元/m2 +3元/m2 +3元/m2 +0.5元/m2）×5万m2 = 52.5万元 

 

 

BIM应用费（居住）= 

（2元/m2 +2元/m2 +3元/m2 +3元/m2 +0.5元/m2）×40万m2 = 420万元 

 

 

商业类建筑设计调整系数1，居住类建筑设计调整系数0.7。改扩建和装配

式工程为特殊项目情况，分别按1.3系数调整取值。 

初步设计阶

段净高分析 

施工图设

计阶段冲

突检查 

施工配合阶

段模型审阅

与校核 

施工图设计阶

段三维管综 

施工图设

计阶段净

空优化 

初步设计阶

段净高分析 

施工图设

计阶段冲

突检查 

施工配合阶

段模型审阅

与校核 

施工图设计阶

段三维管综 

施工图设

计阶段净

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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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BIM技术服务费（调整系数修正前）=  

（51万元+52.5万元）×1+（408万元+420万元）×0.7 = 683.1万元 

设计BIM技术服务费（装配式工程修正后）=  

[（51万元 + 52.5万元） × 1 + （408万元 + 420万元） × 0.7 ）]×1.3 = 

888.03万元 

设计BIM技术服务费（改扩建工程修正后）=  

（51万元+52.5万元）×1×1.3 +（408万元+420万元）×0.7 = 714.15万

元 

设计BIM技术服务费（调整系数修正后）=  

[（51万元 + 52.5万元） × 1 × 1.3 + （408万元 + 420万元）

× 0.7 ）]×1.3= 928.40万元 

该项目在招标阶段按照服务范围、阶段、要求计列设计BIM服务费为

928.40万元。 

4. 招标阶段按服务范围、阶段、要求计算施工BIM技术服务费： 

根据《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章节4.1.2 描

述，招标要求施工BIM技术服务包含以下基础项：土建模型深化与维护、机电

模型深化与维护、竣工模型、施工场布建模及应用、施工进度模拟、施工方案

模拟。根据以上服务内容。计算施工BIM技术服务费计算公式： 

施工BIM技术服务费 = BIM应用费 × 复杂难度调整系数 

BIM应用费 = ∑（计费基数 × BIM应用费费率） 

本项目为商业综合体，复杂难度调整系数分别考虑商业建筑和居住类建筑

按附表 A-1 取值。施工各BIM应用项的计费基数和计费费率按照附表 E-1 取

值。 

施工BIM技术服务费（商业）= 

(3元/m2+5元/ m2+2元/m2+3元/m2)×5万m2×1+(300元/秒+300元/秒)×360

秒×1  

= 86.6万元 

 

土建模型深

化与维护 

机电模型深

化与维护 

竣工模型 施工场布建

模及应用 
施工进度

模拟 

施工方案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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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BIM技术服务费（居住）= 

(3元/m2+5元/ m2+2元/m2+3元/m2)×40万m2×0.7+(300元/秒+300元/

秒)×360秒×0.7  

 

= 379.12万元 

施工BIM技术服务费（调整系数修正前）= 

86.6万元 + 379.12元= 465.72万元 

施工BIM技术服务费（装配式工程修正后）= 

（86.6万元 + 379.12万元）×1.3 = 605.44万元 

施工BIM技术服务费（改扩建工程修正后）= 

86.6万元×1.3 + 379.12万元= 491.7万元 

施工BIM技术服务费（调整系数修正后）= 

（86.6万元×1.3 + 379.12万元）×1.3= 639.21万元 

该项目计列施工BIM计费为639.21万元。 

 

该项目在招标阶段按照服务范围、阶段、要求计列施工BIM技术服务费

1569.75万元, 工程设计和施工BIM技术服务费合计为: 

928.40万元+639.21万元 = 1567.61万元 

 

 

 

施工进度

模拟 

施工方案

模拟 
土建模型

深化与维

护 

机电模

型深化

与维护 

竣工模型 施工场

布建模

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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