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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utodesk Construction Cloud? 
李嘉熹 
欧特克工程建设技术顾问 
 
 
 
 

你将了解到的 
•了解什么是 Autodesk Construction Cloud，以及不同的设计团队应如何使用它。 
•检查过去 12个月中的产品变更和公司愿景。 
•了解 Autodesk Construction Cloud产品的未来趋势。 
 

简介 
2019年发布的 Autodesk Construction Cloud汇集了功能最强大的建筑管理软件产品行业支持工作流程涵
盖了施工的各个阶段：从设计，运营前进行规划，建设。  
广泛的支持工作流程，同类中每一个最好的软件产品以及这些产品之间的数据连接性该软件解决方案在

同类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  
过去一年中，Autodesk专注于 Autodesk Construction Cloud的三个主要开发领域： 
持续投资以改善 Assemble，Building Connected，BIM 360和 PlanGrid；确保产品之间更好的集成和沟
通； 并创建一个统一的平台。 
本课程将演示 Autodesk Construction Cloud在以下方面的变化过去 12个月，并说明可以支持的工作流程 
构成此投资组合的产品。 
  



 

 

关于讲师 
 

李嘉熹就职于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负责华南区的 BIM技术支持推广。
拥有丰富的国内外 BIM推广与应用，装配式相关的项目经验。 
曾参与过多家房地产建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项目平台实施，擅长将 BIM与传统业
务结合，应用在成本管理，设计协同管理，装配式工厂全流程自动化，项目管

理，招标采购等领域，用数字化技术创造新的工作方式。曾参与多届 BIM大赛评
审，曾是香港大学 IPD硕士项目的合作讲师。 
在加入欧特克之前，李嘉熹曾就职于华润置地、RIB集团以及富力地产，执行
BIM技术的应用落地推广。 

  



 

 

 
 

Slide  Script Visual 
1 各位好，欢迎来到什么是 Autodesk Construction Cloud，我们之后

会简称为 ACC 平台。 

 

 
2 开始分享之前，先和您说明本次分享的内容不能作为日后产品的购买

依据，请您提前知悉。 

 

 
 

3 我是李嘉熹，我是欧特克在中国华南地区的工程建设技术顾问。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 AU 大会上和您分享 ACC 平台，同时我将分享欧特

克在建筑行业的愿景还有 ACC 平台在短期和长期将会如何的发展。 

建筑行业日益面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

新的挑战也产生了。 

今天的分享将会以这个为基础，让您了解欧特克面临这些挑战是如何

思考和实践的。 

 

 

4 
首先，我想和建筑行业的从业者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建筑行业太难了，我们知道对于建筑行业的企业来说，软件或者信息

化手段并不是公司最重要的战略。 

建筑行业每天都面临着项目延误，低利润，工人短缺，返工，成本超

支等一系列的挑战，能让企业顺利运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欧特克的技术能怎么样去解决

这些挑战。 

对于我们的许多客户而言，他们专注于通过投资开发技术和解决方案

来解决这些痛点，这些解决方案旨在如何减少返工，如何在工作现场

管理日益增加的复杂性的前提下，提高管理的效率，达到降本增效。 

 

 



 

 

5 通常这些技术的目的是使业务流程标准化，拉通不同的业务链，统一

归集项目的数据，文档和业务资料。 

这些技术为办公室人员提供了与现场人员的线上沟通渠道，统一项目

相关方的文档资料。 

我们都认为这些技术方案很好，能够解决大量的协同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技术却加重了原有的问题。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各位有想过为什么吗？ 

当我们投资开发了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特别是为了解决某几个具体

痛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视了，解决这几个痛点会对已有的工作流

程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会让工作更繁琐吗，会让用户难以接受新的工

作模式吗？ 

在第一次投入之后，我们往往需要更大的投入，开发或者投资更多的

资源，去解决为了解决原来的痛点而出现的新问题，新痛点。 

慢慢地，企业拥有了庞大的系统和工具，应用于日常工作中的事务

中。 

然而，我们得知，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复杂多样的工具是一个负担。 

 

 

6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建筑行业的一些情况。 

我们发现，有 25%的施工单位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使用 5个或者更多的

应用系统或者工具。 

这样的后果是使项目的返工费用持续的增加，最近统计的建筑行业返

工费用已经达到每年 2800 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应用系统或工具产生的数据并不会流转到交

付阶段。事实上，有 30%的项目数据会在竣工交付之后丢失。 

尽管单点的工具在某个具体场景下非常的实用，但当它们开始串联起

项目现场的工作流程之后，项目的复杂性通常会带来新的变量和挑

战，而这些挑战是我们在投资这些技术之前没有预见的。 

  

 



 

 

7 
这就是我们研发 ACC 平台的原因。ACC 平台专注于简化传统工作流

程和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给项目的相关方协同工作。 

 
8 

为了要达成我们的目标，我们关注 4个最重要的领域，设计、规划、

建设和运维。 

在我介绍 ACC 平台之前，我先给您分享一下欧特克在建筑行业在每一

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我们如何去解决客户面临的众多痛点；我也会谈

到我们错过了那些领域，将要优化的方面，和我们怎样在短期和长期

为客户去提供价值。 

 

9 
我会从最开始给您分享欧特克在建筑行业的发展历程。  

 
10 

总的来说，我们将会讨论四个重要的部分。 

从 2006年开始，我们开展设计和协同的工具和解决方案。 

然后我会简单的说一下 2010年前后我们在现场执行上的技术成果。 

接下来，我们会看看在 2014，2015年推出的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解决

方案，我们如何把一系列的桌面软件整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将讨论在 2018年后发展的互联建造愿景，以及我们怎样把

这些新的平台融合在一起。 

 

11 
在开始介绍我们的历程之前，我想分享的是，欧特克公司作为一个客

户优先的企业，引领我们发展的基本原则。 

首先，我们倾听客户的声音，以确保我们真正了解并解决客户的痛

点。 

第二，真正的了解客户的痛点和研发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简单地

利用应变手段去解决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了解自身的不足，我们确保客户了解到

我们的产品能与不能完成的事情。 

 



 

 

12 
好了，回顾 2006年，当年欧特克进行的大量的投资，去推出新一代

的设计与设计协同平台，比如 Revit，Buzzsaw等的设计软件，

Navisworks 和 Constructware 等的协同平台。 

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解决方案，主要关注于基于模型的信息进行二维

交付，从而实现不同 BIM平台之间的真正连接。 

这一年是我们公司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是因为您会发现很多的演

变都是基于我们前期使用Revit 之类的产品所形成的基础。 

 

13 
那么在 2006年的时候，如果您还记得的话，这一年社交媒体也开始

出现了。国外的 Facebook，Myspace，国内的校内网，等一系列的

社交媒体网站都在这一年出现。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社交媒体网站

都提供一种人与人互相连接的社交方式，大量后来出现的新平台都是

围绕着互联的理念出发的，它们后面的发展相信您也很清楚。  

14 
让我们来到 2010年，我们来到的现场执行的阶段，这个时间节点欧

特克真正踏入建筑行业的第一步。 

在这个时候，Revit 和 AutoCAD是我们为客户提供的主要产品，同时

Navisworks 成为了日常模型协同的同类最佳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了解到大量移动端应用程序和工具为客户提供了新的工作

方式，使他们不仅能在办公室使用数据，而且也能在项目现场使用数

据。 

此时我们收购了产品像Glue 和 Vela，使欧特克能够为客户提供独立

的解决方案去支持项目现场的交付与文档管理工作。 

我们还投资了公司 Get The Point 和 ourPlan，去解决用户项目管理

中的场地规划和现场放样的需求。后来这个产品叫做 Point Layout。 

 

15 
在 2010-2012年期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当时苹果发布了 iPad。 

当时的 iPad 还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产品，并不能帮助欧特克的客户去解

决什么现场的需求。但是 iPad 的发布将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一个机

会，能够真正开始在现场使用电子图纸，模型，表单。 

随着安卓和其他平台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客户现在能够选择他们适合

的工具去进行现场的数字化项目管理工作。 

 

16 
下一步我们来到 2012-2014年，我们了解到设计与协同工具还有现场

执行工具的复杂性使用户感觉困惑。 

应运而生的是 BIM360和 Forge API。我们发布这两个平台的主要原

因是我们希望将 Navisworks 和 Vela的功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合

的解决方案。  



 

 

BIM360 平台构建在 Forge 平台上，同时我们在 Forge 平台上提供了

大量的 API，首次允许外部第三方供应商开发程序并与 BIM360直接

集成。 
17 

这个时候在行业上涌入了大量的新硬件设备和新技术。 

无人机和高清的激光扫描仪推出了。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无人机和激光扫描仪技术已经颠覆了传统施工现

场相关的业务，这些技术也达到了高度成熟。 

可是当人们应用这些新技术的时候，其实并不能解决已有的痛点。 

并不是说新技术不好，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它转移了我们很多的注意

力，甚至会忽视了更重要的问题。 

 

18 
相信您听过信息孤岛的概念。 

当我们只专注于解决一部分痛点时，一个一个的系统和工具会让项目

的信息持续的割裂。 

实际上，当我们看到设计、规划和建设和运维的业务时。 

以及不同团队的沟通协作这些典型的工作流的时候，对于某些人来说

会感到非常沮丧。因为连接他们工作的是微信，是邮件，有时候是线

下的纸质文件。 

他们会重复向不同的人发送同一个文件； 

他们会拿着不统一的图纸去进行会议，沟通； 

他们无法获取最及时的信息； 

这种持续混乱的协作模式才是带来工地现场协助最大的挑战和困难。 

然而当我们不停地和客户说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够使项目协同达到无缝

连接，客户却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感觉到过信息不对等。 

实际上，这种沟通交流方式已经变得习以为常，很多人都不觉得有问

题，也不觉得多渠道的沟通方式会对他们工作造成什么困难。 

 

19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互联建造的方式来扭转这

种工作模式。。 

我们不仅看到了内部 Autodesk 工具之间进行协作的问题，而且还了

解到了我们的技术并没有在建筑行业领先。 

像 Assemble，PlanGrid 和 BuildingConnected 之类的工具在其建筑

领域中已成为行业领导者。 

我们非常欣赏他们所做的事情，与他们成为合作伙伴能使各方都取得

更好的成绩。 

 



 

 

20 
这就是为什么欧特克对这几家行业领先的公司都进行的投资，通过和

他们最近 2年的合作，我们对产品的不足都进行了大量的优化。 

实际上，这也只是第一步。 

 
21 

当我们收购这几家公司之后，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解决各方的主要差

异。这意味着在 BIM360，BuilidingConnected，PlanGrid 和

Assemble 之间要达到深度的集成。并且能够对接桌面端的程序像

Revit，AutoCAD和 Navisworks，使设计文件能够无缝的传输在各个

平台上。 

对于我们团队来说，这一步是我们长期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就像

BIM360和 PlanGrid 之间的集成很好的说明了这个战略的目标，

PlanGrid 的现场和工作流模块与 BIM360的文档，设计，协同，运维

都进行了深度的集成。 

 

22 
那在我们开始与 PlanGrid集成的时候，第一步我们想怎么样把文档更

容易的传输到 PlanGrid 中 

 
23 

所以我们利用 Forge 的 API，使用户可以在 Revit 和 BIM360中无缝

的把文档传输到 PlanGrid里面。 

 
24 

那这样之后我们就能够把 PlanGrid 和 BuildingConnected进行集

成，解决招投标阶段和现场施工阶段的图纸协同问题。 

 
25 

同时，我们让用户能够轻松地从 PlanGrid 发布文档到 BIM360 Ops

中，这样我们在设计，规划，建设，运维的工作流就上达到了一个文

档级别的打通。 

 



 

 

26 
接下来看看一个客户的案例，Skansha UK是国际知名的承包商，他

们使用 ACC 平台使项目现场的管理人员和办公室的人员连接起来，他

们原来在 PlanGrid 上的现场表单能够自动映射到 BIM360平台中。 

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们每天使用 PlanGrid 在执行日常项目工作的时候，

所有的报表数据，项目信息都能够自动传输到 BIM360平台上，形成

企业级的数据洞察看板，他们无需做任何附加的工作。 

如果您对 Skanska是具体怎么做的感兴趣的话，AU课程上也有他们

的分享。您可以了解到他们是怎样运用 PlanGrid 和 BIM360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赋能的。 

 

27 
我们终于来到 2020年。 

 
28 

如果让您描述一下 2020年，您会怎么形容呢？ 

新冠疫情是我们 2020年最大的对手，疫情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同时，您可能没留意的是，人力资源的短缺比 10年前更严重，在建筑

行业的工人在近 10年里基本上没有新鲜血液进入。 

装配式和绿色建筑是国家一直在提倡推进的技术，还有数字化、AI等

技术是我们国内企业十三五，十四五交接之际重复出现的字眼。这些

都是我们建筑行业出现的新机会。 

其实很多其它的技术和发展方向，可是我们发现，简单易用是首要的

也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考虑集成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的考虑集

成某一个功能和某一些数据字段。 

从收购了这些公司的那一刻开始，欧特克就非常专注于创造一个用户

能轻易使用的解决方案。 

 

29 
我们希望在新冠疫情后的新常态下，能够提供给客户一个新的工作方

式，一个统一的平台去协同项目各个相关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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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个愿景，我们重新去审视客户非常喜爱的 BIM360平台，我们

收购行业领先的 PlanGrid、BuilidingConnected 和 Assemble。我

们发现一个统一的平台不是仅仅是普通的去集成对接。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希望提供一个能够拉通建筑项

目各个业务板块的平台，使用户从日常零散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在工作的过程中去生产数据，而不是在事后录入数据。 

同时，降低无效的沟通和重复的接发文件等低价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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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创建 ACC 平台的初衷，而且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我们的目

标。 

我们完整的提供了用户日常所需的重要工作流，包括设计协同，模型

审核，算量，成本管理，现场质安管理，设备设施管理等等。 

同时统一了底层数据的共享，这使用户能够使用同一个模型，同一份

图纸、规范去执行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事项。实现复杂的工作流都只

需要在我们 ACC 平台上就可以完成。 

更重要的是，有了统一的数据，统一的工作流。每一次用户在上面处

理的工作都会形成记录，这些行为记录 ACC 平台会进行反应性的分

析，最后自动形成具有分析洞察的数据看版，无论是项目级的还是企

业级的。用户能够利用这些洞察，以数据为驱动去辅助项目决策。 

ACC 平台同时是一个建筑商网络平台，平台里面有 Builiding 

Connected 中超过 70万的建筑商网络，能够帮助我们的 EPC，总包

单位，分包单位在里面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源。  

 

32 
实现这个集成的平台要先有一个集成的统一架构。 

这个统一架构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原则。 

易用性： 

以前和一些客户交流的时候，客户经常会对他们的信息化工具感到非

常头大，想要录入一个现场问题或者变更需要冗长复杂的操作步骤，

这让他们难以适应。 

实用性： 

比起尖端的前沿技术，我们更关注于目前提供的功能的实用性，是否

能够真正去解决用户在项目过程中的痛点，是否能为用户真正的提

效，提升他们的生产力。 

这不是说尖端的科技不重要，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先满足客户目前最急

需的工具。 

可拓展： 

 



 

 

欧特克是拥有着开放生态的公司，所以 ACC 平台也秉承着这个特点，

平台会具有优秀的可拓展性，我们提供基础的能力去让客户开发属于

他们自己专属的应用。 

移动化：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建筑行业的人员大部分时间都在项目上，支

持移动化的信息化手段才是最适合这个群体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提供了云端的平台产品，支持用户无论在办公室，项目现场

还是旅途路上，无论是台式电脑还是手机、iPad，都能够访问到 ACC

平台。 

 
33 

在本周我们 AU 的产品简报中，我们会有很多新产品的详细介绍。所

以我在这个课程中会重点介绍 ACC 平台的两个重点模块，Autodesk 

Quantify和 Autodesk Build。 

首先，我们来看看 ACC 平台的功能架构，所有的功能模块都建立在文

档管理平台之上，使我们在各个功能模块上能用到统一的文档和数

据。 

另外，所有的数据都能够在分析洞察的模块上去体现，里面运用了机

器学习的算法，能够主动地提供项目中的数据分析及洞察。 

最后，整个平台拥有了企业级的权限管理和主数据功能。用户能够配

置项目模板，配置单点登录，设定权限等管理功能。 

 

 

34 
那么 Quantify和 Build两个模块里面有什么呢？ 

在 quantify里面我们能够对建筑物的空间进行分析，我们能够自动提

取模型中的几何信息，进行工程量的计算和统计，同时 2D图纸的测

算也能够在线上完成。 

在 Build里面包含了项目管理各个业务板块的功能，像项目计划，审

批流，可视化的进度跟踪，成本管理，现场质量安全的管理等一些列

的功能。 

虽然说这些功能看起来有点平平无奇，可是 ACC 平台里不一样的是先

考虑业务流程的特点，再考虑功能模块，这些功能模块都能由用户的

业务流程所串联起来，保证了项目数据的无缝流转。 

这个在质量安全管理模块上能有很典型的体现，比如说，在 ACC 平台

上我们能够由会议驱动，去创建一个质量验收任务，或者安全巡检任

 



 

 

务，并且整个事项的过程追踪，和任务完成后的闭环归档，都能够在

平台上有所体现。 

  
35 

在 ACC 平台上，我们提供了平台的统一入口，您能够快速的访问在

ACC，BIM360，PlanGrid 上的项目。 

 

 
36 

在进度跟踪模块里，ACC 平台能够同时以 2D和 3D的形式去显示项

目进度。 

值得一提的是，进度跟踪模块不是一个事后录入的功能，而是会随着

项目实际的进展，项目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结合审批流程所反映的

实时结果。 

 

 

37 
在算量的模块里，平台能够根据我们的选择快速的进行模型数据的测

量。 

目前 ACC 平台能设定一定的计算规则，计算出构件的数量、长度、面

积、体积等工程量，并且根据构件的特征用不同的颜色展示在模型或

者二维图纸上。这些算出来的工程量能用于后续招投标，现场的下

料、安装中。 

虽然说这个算量模块并没有支持我们本地化的清单和规范，但是还记

得我说的在构建平台之前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吗？ 

可拓展性的优势给到 ACC 平台非常多的想象空间，这包括的算量的规

则和方法，也是可以拓展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些算量的结果也是能够用于平台的分析洞察模块中，

这能帮助我们快速去发现项目上的工程量异常的情况。 

 

38 
说到分析洞察，这也是首次欧特克提供了一个跨项目的数据洞察看

板，使用户能够在一个页面中看到整个企业下所有的数据指标情况。 

这意味着对项目经理来说，能够快速的发现他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和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成本超支、计划延误等情况。 

对于企业管理层来说，能够有全面的了解企业各个项目的实时情况，

并且有全新的洞察分析建议，给到管理层参考，辅助决策。 

 



 

 

39 
这就是目前我们取得的成绩，但我们并不会因此停下来，欧特克也从

来没有停下来过。 

我们知道客户还有很多的痛点，在科技日益发展环境下会有更多的需

求。所以，我们对未来也一直有所准备。 
 

40 
我们时刻了解自身的不足和客户的需求，所以欧特克收购了工程管理

软件 Pype。 

如果您对 Pype 不了解的话，它是一款以 AI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以解

决项目现场中文档密集型的挑战。 

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快速提取规范中的要求，并且用户能

够直接在 ACC 平台上去查阅提取出来的规范要求。 

这样能够大幅的降低查阅规范的时间，使项目团队能够专注于更复杂

的项目需求中。 

 

41 
此外，我们也投资了 Aurigo, 一个行业领先的资产管理解决方案供应

商。 

他们的解决方案能够为业主带来资产管理，资金计划，投资测算等功

能。 

 
42 

在欧特克，我们相信把人和数据连接起来是未来建筑行业的重要一

步。 

所以我们投资了 Bridgit，行业领先的人员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 

ACC 平台和 Bridgit 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将会是一个

双向的集成，ACC 平台上的事项能够派工到 Bridgit 中，Bridgit 平台

上也能够即时获取到 ACC 平台上的工作计划信息。 

 

 

43 
欧特克所做的这些，原因还是我开篇讲到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聆听客户的声音，了解到了除了最好的项目管理平台，客户还需

要真正的将设计、规划、建设和运营的业务无缝的连接在一起，使用

户能够在同一份图纸，文件，模型上协同工作。同时提供易用，实用

的功能，不增加用户的工作负担的同时，为业务提供数据价值。 

 

我们坚持和致力于发现客户的痛点，和解决客户的痛点，这是欧特克

对客户的责任，以确保客户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时获得最大的收益。 

 



 

 

我们也不会停下来，会坚持发现自身的不足，也会成为我们推动发展

和投资的重要方式。 
44 

我们也创建了 Big Room，这是一个我们和客户直接沟通的线上虚拟

社区。客户能够在社区里面建立联系，分享观点，获取信息。 

 
45 

我们也在持续的改进优化，在 2019年我们发版了超过 120次，优化

各个云端产品。 

 
46 

今天我和您分享的不只是 ACC 平台，希望您能够了解到欧特克的理

念，愿景和原则。 

希望您能够继续相信欧特克的技术能够为建筑行业带来新的价值。 

也希望您也能够与欧特克保持的交流、沟通，让我们聆听到您的声

音。 

 

 

47 
感谢您的聆听，希望有机会和您在线下见面，进行建筑数字化的进一

步讨论，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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