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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 助力企业抓住行业数字化转型新机遇 

唐献华  高级经理                                                                                                                

Autodesk 开发技术推广及支持部 

 

 

 

 

 

描述: 

当前数字化转型浪潮正在席卷全球的各行各业，我们工程建筑及制造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面临

着行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如何迎接挑战，抓住时代机遇，是我们每一个企业都在面

临的课题。Forge 平台是 2016 年由欧特克公司正式推出一款以数据互联为核心，助力行业进行

数字化转型的开发平台技术，经过公司 4 年多的不断研发及市场推广，现在已经在全球形成了基

于 Forge 平台技术之上的强大生态圈，全球大量的 Forge 合作伙伴，借助 Forge 平台技术推出了

大量的创新应用，助力全球工程建筑及制造行业的企业迎接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本议题将通过数

个全球行业真实的案例给大家介绍 Forge 平台如何帮助全球 Forge 合作伙伴打造行业数字化转型

的创新解决方案，希望通过本议题的介绍可以启发大家思考如何通过 Forge 平台来进行行业数字

化转型的创新。 

演讲人： 

唐献华 在 Autodesk 开发技术推广及支持部负责 Autodesk 开发技术在大中华地区的市场推广及合

作伙伴拓展，拥有超过 30 年的行业从业经历，在加入 Autodesk 公司以后，曾多年负责 Autodesk 

公司产品的中文本地化业务，在过去的 15 年里一直致力于拓展 Autodesk 公司大中华地区的行业

软件合作伙伴生态圈。拥有机械工程工学硕士学位，在加入 Autodesk 公司之前，曾从事机械产

品设计以及应用软件研发等多种技术职位。 

 

 

学习目标 

• 了解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与机遇 

• 了解 Forge 平台是什么，Forge 平台对于行业数字化转型有什么价值 

• 了解不同应用场景下多个全球 Forge 生态合作伙伴的最佳实践 

• 了解获得更多 Forge 资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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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议程： 

▪ 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 

▪ Forge 助力行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应用 

▪ Forge 全球案例赏析 

▪ 更多 Forge 资讯  

 

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 

“数字化转型”就是通过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深入运用，构建一个全感知、全联接、全场景、

全智能的数字世界，进而优化再造物理世界的业务，对传统管理模式、业务模式、商业模

式进行创新和重塑，从而实现业务的更大成功。 

引自 IDC 2020 年 3 月发布的针对全球 835 家施工企业的负责人调查报告，超过 70%的企

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优先考虑的重点业务，其中 58%企业仍然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起

步阶段。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任重道远，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政府在 2020 年 5 月发布了

行业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计划，大力推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的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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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 助力行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应用 

Forge 平台基于最新的云架构 Web 技术，提供了易于集成的微服务模式，易于跨平台集成

各种最新的诸如 IoT，AR/VR，人工智能等的数字化技术，另外，还拥有可以完美对接行

业最广泛的设计数据格式强大数据集成能力，以及低廉的使用成本，所以非常适合赋能我

们行业的企业来打造行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各类创新应用。 

 

 

 

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核心就是打通企业的运营数据，资产数据，供应链数据以及设计与

制造/建造数据；从而实现自动化的、可视化的、以及智慧化的业务流程。Forge 平台正是

通过赋能合作伙伴强大的设计数据的“可视化”、协同、互联以及自动化能力来助力企业打

造数字化转型创新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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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 平台的特点 

✓ 易于学习 – 采用通用的 Web 开发技术，易学易用，人才储备大。原有技术或人才

可迅速迁移。 

✓ 易于集成 – 模块化微服务，适用跨平台敏捷系统开发。提供业内领先的支持设计数

据格式最广，互联数据无死角。 

✓ 易于创新 –  以数据为中心的 Web 端通用跨平台接口，易于对接其它前沿技术或服

务（AI，IoT，AR/VR），快速实现业务流程创新应用。 

✓ 易于获益 – 计次或计量的低廉而灵活收费模式，在低投入下借助全球领先技术而获

得高回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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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 全球案例赏析 

 

Archistar.ai 

Archistar.ai 是澳大利亚的正在成长中的初创公司。这是一个为建筑规划师使用的规划 APP

工具，用于帮助规划师或投资者快速的评估出在一个地块进行地产项目的投资回报情况，

譬如小区容积率，楼层高度、日照分析，户型设计，是用于商业项目还是用于公寓出租等

等。在借助了 Forge 平台技术后， ArchiStar 的解决方案可以方便的在 Web 端进行各种方

案可视化分析，象日照分析，楼房户型变换展示等，为了帮助规划师可以快速得到评估最

优方案，ArchiStar 在他们的规划工具中采用了最先进的衍生式设计技术，所以这个工具可

以帮助你非常快速的进行不同用途场景的比较，只要你提出规划目标，就可以快速的把优

化好的规划方案呈现给你。当然，在借助 Forge 平台后， Archistar 的解决方案就可以方便

的对接各种建筑 BIM 模型，象 Revit 模型，Sketchup, Rhino (犀牛）等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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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io 

Arkio, 也是一家来自欧洲的初创公司，为建筑设计师提供 VR 解决方案，将最先进的 VR

技术用于建筑师在建筑早期的设计阶段的协同设计。这个看起来非常棒，这是两个建筑师

通过 VR 设备对一个建筑进行直接的快速建模操作。你可以看到这个建模的方式非常方

便，高效，特别适合在一个大型建筑早期的进行设计方案探讨。而且，有意思的是，这里

还可以从 Autodesk  BIM 360 里导入一个已有建筑的 Revit 模型，在一个已有模型直接进

行编辑操作。这里可以看到可以直接在 Revit 模型里进行漫游，来比较不同设计的效果会

如何，包括视觉效果，以及各种方案的分析计算结果，然后还可以直接对 Revit 模型进行

修改，再将修改后的模型在 BIM360 里进行更新。整个流程操作非常直观简单，高效，

自动化。这个案例也充分体现出了 Forge 平台与其他最新数字化技术进行集成应用的优

势，记得以前很多应用集成商都会为如何在系统里集成 DWG 文件而大伤脑筋。 

 

 

ReConstruct 

在 2018 年这家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在硅谷创建了这家公司，在借助了 Forge 平台技术后快

速打造出来的他们的解决方案，通过施工现场的照片、点云与 BIM 模型三种数据进行层

叠，并能够方便的切换这三种数据层的可见性，另外再添加上项目的进度坐标，这样施工

项目的管理人员对整个项目周期的情况都可以非常方便直观的来进行查看和管理，整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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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流程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而整个项目的管理数据可以作为项目竣工交付的数字资

产，这个解决方案很快就获得了多家北美大型施工企业的好评，公司的业务得到了快速的

发展，从这个案例也充分体现了 Forge 平台对于当今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生态的价

值。 

 

 

椭圆方程 

这是一家来自深圳的初创公司，他们在 2018 年从中国 AU 大会上了解到了 Forge 平台技

术后，借助 Forge 平台强大的设计数据互联能力，打造出了“GIS+BIM+IoT“ 的 CIM 管理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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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gemina 

一家全球领先的工程咨询、数字化转型及技术工程服务供应商，在全球拥有 2 万 7 千名

员工。这家公司的研发团队借助 Forge 平台打造了一个跨系统的建筑及基础设施资产全

景管理平台 Reflect IoD。Reflect-IoD 是个数字孪生平台，其主要作用是集成来自多个来

源的数据并创建资产的全景视图。借助 Relfect-IoD，用户可以在一个场所查看所有数

据，从 2D 和 3D BIM 数据到地理、运维和物联网数据。Reflect-IoD 使用户能够更好地

管理建筑、工业资产、基础设施、城市和地区，从而节约成本并提高运营的安全性、效率

和协作性。 

 

 

Shedmate 

一家来自澳大利亚在 2020 年初才成立的初创公司，借助 Forge 平台的网页端模型浏览服

务及设计自动化服务，打造一款 Web 端全自动钢结构棚屋定制软件。将原本需要几周的

设计流程，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还可以将报价、图纸准确无误的提供给客户

及供应制造商，全新的创新业务流程让原本有些鸡肋的棚屋设计业务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前

景的盈利项目，而且这样的自动化业务流程还可以应用到其他项目中，Shedmate 公司借

助 Forge 平台漂亮的完成了一次数字化转型创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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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craft 

一家提供网上淋浴房定制产品的供应商，借助 Forge 平台的 Inventor 设计自动化服务，

打造了一款可以提供“淋浴房定制+定制设计图纸“全自动化的网上服务 App ，在提升了客

户服务满意度的同时，实现了更高效的淋浴房定制服务，使得企业的业务得到了快速增

长。可以看到，借助新的技术（Forge 平台的云端设计自动化服务）就可以帮助到企业实

现业务的快速增长，这就是数字化转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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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D Microsystems 

CAD Microsystems 是一家美国的 Autodesk 销售渠道，在几年前 Autodesk 公司的 Revit 

团队外包了他们的开发团队开发了一款 Revit 模型检查插件，这款插件已经在 Revit 软件

里使用了几年受到了用户的欢迎。他们在了解到 Forge 平台推出了云端的 Revit 设计自动

化服务后，将该插件打造成了一块运行在网页端的 App，实现了可以对接 Autodesk BIM 

360 用户的模型或者其他存储的模型进行定制化的批量模型检查。大大提升了 Revit 模型

检查的使用便利性，同时大大提升了模型检查的效率。这样的一种创新的使用体验受到了

用户的欢迎。 

 

 

 

更多 Forge 资讯  

FORGE 全球官方开发者网站：forge.autodesk.com 

更多 Forge 全球成功故事：forge.autodesk.com/customers 

更多 Forge 案例代码：forge-showroom.autodesk.io 

如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邮件联系演讲人：xianhua.tang@autodes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