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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人员的 BIM 设计行为是影响设计效率、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仍缺乏有效的设

计行为数据获取手段，难以充分利用 BIM 软件产生的大量设计行为数据，以研究设计行为与设计效

率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了一种 BIM 设计行为的多模态感知技术，在数据需求、特征及采集方法等

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最后基于 Revit 进行技术验证。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技术具有良好的可用

性，收集到的数据对于研究设计行为特征及其对设计效率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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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中，设计过程对于整个项目的质量和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2]。但是在传统的项目管理措施中，对于设计效率缺少量化的分析手段[3]。针对设计行为

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设计行为与设计效率之间的关系，但是相关研究需要足量设计行为数

据的支持。近年来，建筑业的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逐步提升，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作为数据整合平台在建筑设计过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4]。

基于 BIM 的设计行为产生的海量设计行为数据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数据支持。 

当前，与设计行为分析相关的研究大多仅使用BIM软件自动生成的日志文件中的数据，

面临着数据源单一，完整性不足；日志数据记录复杂，难解析，数据利用率低、精细度不

足等问题[5,6]。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本研究提出融合两种数据收集和提取方式的设计行为多模态感知技术，以提高数据完

整性与精细度[7]，并通过具体的技术实现以及数据集实例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

用性。结合本研究中的数据流，研究的思路以及主要的研究内容如图 1 所示。 

本文首先分析在 BIM 设计过程中产生的设计行为交互数据类型，确定了设计行为数据

需求。针对现有研究数据来源单一，日志数据利用率低的情况，本文采用基于二次开发的

实时监控和基于日志记录两种不同的设计行为感知方法，并对于日志文件中复杂数据记录

的含义进行了解析以提高日志数据的利用率。接着本文详细研究了原始数据需要进行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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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预处理操作，以及从数据中提取出设计行为的数据特征提取方法。最后本文以 Autodesk 

Revit（以下简称 Revit）软件为例进行具体的算法、代码实现，接着通过实验验证了技术的

可用性，并利用获取的数据集进行设计行为感知分析，以验证技术的有效性。 

 

图 1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 

2  设计行为数据需求分析 

2.1  设计行为定义 

本研究中设计行为被定义为：建筑设计者使用计算机软件对建筑模型文件进行编辑、

观察的行为以及没有操作的空闲行为。三种设计行为如图 2 所示，观察行为频繁、长时间

出现可能意味着设计效率相对较低，模型的编辑进度出现停滞；编辑行为中命令执行的数

量、效率能够反映设计者的设计效率；空闲行为较长也可能意味着设计效率较低。 

2.2  设计行为数据需求类别 

设计行为的主体是设计者，设计行为会通过与计算机或者软件进行的人机交互方式，

转换成相关的操作数据。结合人机交互领域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分析[8]，本研究关

注的设计行为数据共五类如图 2 所示。考虑到本研究收集到的数据要用作对于设计效率的

分析上，对于建模没有实际效果的命令或操作作为反映设计效率低的重要参考，因此无效

操作数据也是关注的对象。 

 

图 2  设计行为定义与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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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采集方法分析 

3.1  基于二次开发的数据收集方法研究 

目前有相当多的 BIM 软件提供二次开发接口。Revit 软件提供了基于 C#编程语言的二

次开发接口，一般使用事件（Event）系统[10]，实现插件对于特定事件的响应。 

基于二次开发的数据收集方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收集什么数据以及这些数据以怎样

的方式输出出来均可以由开发者自由定义，数据的质量可控。局限性则体现在收集的数据

以及需要用到的事件受限于 API 框架，而且插件代码如果过于复杂，则可能影响 Revit 的

运行性能。 

3.2  基于日志文件的数据采集方法研究 

常用的 BIM 软件均具备记录日志文件的功能，记录了大量的用户操作数据信息，是设

计行为数据的重要来源。日志文件有以下的重要特点：（1）日志文件包含大量冗余、研究

不关注的数据，因此在使用日志数据前需要进行数据清洗工作。（2）日志文件记录包含大

量的无法被解析的数据，并且缺少官方的说明文档，这导致日志数据的利用率很低。 

针对日志文件的特点，为了提高数据的利用率，本研究对于日志文件中的记录进行了

解析，分析了多数数据记录的含义，常见的典型记录及其含义如表 1。 

表 1  典型日志记录数据解析 

数据记录 描述内容 可获取的数据 

Jrn.MouseMove 移动 坐标 

Jrn.LButtonDown 等 按键 坐标 

Jrn.Wheel 中键（滚轮）滚动 坐标以及滚动方向信息 

Jrn.PushButton 按下对话框中按钮 按钮的信息 

Jrn.Activate 加载视图 选中加载的特定视图 

Jrn.RibbonEvent Ribbon 菜单事件 启用的选项卡、参数组合的修改 

Jrn.Data 数据修改 数据修改信息，构件选中行为等  

Jrn.Command 命令 命令信息 

Jrn.Edit 编辑一个数据 对于单个数据项的修改结果 

上引号（'） 一条记录的记录时间 精确到毫秒的时间信息 

 

3.3  数据需求与收集方法的对应关系 

结合数据的需求以及两种数据收集方式的优缺点以及适用情况，表 2 给出了数据需求

与数据收集方式的具体对应关系。命令描述信息两种方式都进行收集主要是考虑到数据融

合时进行数据对齐，验证数据完整性的需求。构件 ID、构件类型等模型变更相关信息在日

志文件中难以识别和提取，因此采用二次开发的方式获取。在插件中收集命令结果数据将

会需要频繁地访问数据库，从而极大地影响 Revit 运行效率，因此命令结果数据采用基于

日志文件的方式收集。而无效命令数据中部分鼠标键盘输入的无效数据由基于二次开发的

方式获取，而另一些命令相关的数据则从日志中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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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需求与收集方法的对应关系 

数据需求 基于二次开发的方式 基于日志文件的方式 

鼠标操作 

 

√ 

键盘按键 √ 

 

命令描述 √ √ 

模型变更 √ 

 

命令结果 

 

√ 

无效操作数据 √ √ 

4  数据预处理与特征提取 

4.1  数据预处理 

从BIM数据库以及日志文件中获取到的操作数据还需要经过数据的预处理过程才能用

于数据分析。数据预处理主要包括数据结构化、数据清洗、数据融合等三个主要步骤。 

数据结构化是要将数据库中原始的数据以及原始的日志记录，按照确定的方式转化成

结构化的数据。在来自两种数据源，经过结构化处理的数据文件中，每一条数据记录包括

三个字段，分别是：时间（Time）、类别（Category）、描述（Description）。时间是以常用

时间格式表达的数据记录时间；类别则以字符串的形式表明该数据行描述的数据的类型，

如键盘操作、鼠标操作等；描述则补充其他相关的信息。数据清洗过程需要去除原始数据

中错误、重复的数据记录，比如重复的数据记录、特殊情况下错误或部分缺失的记录。数

据融合则是将来自两个不同来源的数据，按照时间的顺序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数据文件，在

这个过程中借助两个数据源对于同一个命令的记录进行数据对齐，并检查数据的完整性。 

4.2  数据特征提取方法 

在数据清洗后，本节提出了基于规则的数据标签化的方法进行了设计行为模式提取与

分析，具体包括两个步骤：单数据记录标签化和设计行为模式提取。 

4.2.1 单数据记录标签化 

首先对融合数据文件中数据行赋予标签，根据每条记录对于模型建模是否实际有效，

选择三种标签：（1）观察（View，简记 V），（2）命令（Command，简记 C），（3）效果（Result，

简记 R）。V 标签表示该记录没有对模型有实际的更改，一般是观察行为的一部分；C 标签

指一个有效的建模相关命令或与建模密切相关的操作，如点击创建构件按钮、按下对话框

按钮等；R 标签指的是该条记录表示模型实际发生了变更，一般意味着某个命令执行完毕，

可以标志一个命令的结束，如模型增加了一个构件、事务成功提交。C 和 R 标签对应的数

据记录，一般是编辑行为的一部分。而对于空闲行为，以一段没有任何记录的时间表征，

因此不设对应的标签。 

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记录均有标签，例如由于很难判断单个鼠标操作记录应该对

应何种标签，又考虑到鼠标的操作一般对于判断设计行为意义很小，因此本研究中不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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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标签。 

4.2.2 设计行为模式提取 

从数据文件获得的一串按照时间排序的标签列，提取出对应的模式，即一组反映某种

设计行为的标签序列。本研究提取出来五种主要的模式。 

（1）C(V)R 模式：对应编辑行为最常见的模式，即由一个命令与一个效果构成一个完

整的编辑行为。在编辑行为之内，可能存在若干观察操作，这些观察操作可以被认为是编

辑命令的一部分。（2）单 R 模式：对应快速编辑行为，即没有独立的命令数据行，而直接

呈现命令效果。这种模式主要出现在对于单个数据进行编辑的行为中。（3）V 模式：对应

于观察行为的主要模式，其中所有的记录不属于任何一个命令，常标志着设计效率较低的

情形。（4）CV 模式：基于 V 模式的变体，该模式中命令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就戛然而止，

转而进入观察，这种模式对应了设计行为中的无效操作。（5）空闲模式：对应于空闲行为，

体现为无交互数据的时间段。该模式不包含任何一个单数据行数据标签。 

5  技术验证 

5.1  基于 Revit 的原型系统构建 

本研究基于 Revit 软件进行原型系统的构建以验证技术的可用性，主要包含四个程序

开发任务：用于实时监测设计行为数据的二次开发插件、用于日志文件数据提取和预处理

的程序、用于融合两个来源数据的程序以及进行数据特征提取的程序。从小规模的实验结

果来看，插件的工作状态良好，收集到的数据量比较充足。 

5.2  设计行为感知分析 

为了验证本技术所获取的数据的质量和其对于设计效率相关研究的意义，本研究基于

小规模实验收集到的数据集，结合设计行为模式进行数据分析，从中感知出具体的设计行

为，并分析设计行为与设计效率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截取了设计者 A 在一段时间内的设计行为数据记录，如图 3 所示，其中对于没

有赋予标签的鼠标操作体现为了分布在前后两个带有标签的点之间连线上的点。通过人工

对于设计行为种类、频率的判断，时间段被划分为了若干片段，包括有高频编辑行为的时

段，低频编辑行为或者有长时间浏览行为的时段以及空闲行为时段。高频编辑行为一般可

以表征设计效率较高，而低频编辑行为以及长时间浏览行为则一般会导致设计效率下降。

空闲行为由于没有任何对于模型的实质性修改，因此也是设计效率较低的标志。从图中可

以看出设计者 A 某次工作 30-70 分钟内各种时段的分布，能够反映设计者设计行为、效率

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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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设计者 A 设计效率时程分析 

6  结论 

为了从设计行为数据之中挖掘设计行为及其与设计效率的关系，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

BIM 设计行为的多模态感知技术，主要成果包括：（1）结合人机交互特点，提出了“设计

行为数据”的定义及其数据获取需求；（2）分析评估了不同数据收集方法的特点和适用情

况，并提出了有关数据需求的数据收集策略；（3）基于 Revit 软件实现了提出的技术框架，

并初步验证了本研究有关方法的可用性和有效性。 

由于研究时间和精力有限，本论文仍存在可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两

点不足之处：（1）数据收集方式较少，未来还需要研究从摄像头、麦克风等其他硬件设备

收集数据的方式，并将有关数据融为一体；（2）数据分析深度不足，未来需采用机器学习、

知识图谱等方法，挖掘更深层的设计行为特征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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