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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地三维科技有限公司，S.T.I.C （Spatial Terra Informatics Consulting） 是一家高新智能空间信息科技公司。思地专注于
打造高精准三维可视化的智慧场景；思地拥有国内外领先的遥感科技、三维建模、空间信息采集、卫星定位、大数据分析技
术。思地目前以智慧矿山、无人驾驶与工程B.I.M为切入点，位客户提供整套空间信息数字化解决方案和大环境智慧升级。

公司启动
• 推动技术落地
• 与武汉测绘院、西安测绘院达成合作意向
• 与中煤集团初步接触
• 与延长煤业达成商务合作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矿山无人驾驶+智慧矿山
• 与易控签署合同与长期商务服务协议
• 与同力重工签署长期商务、战略合作
• 加入启迪之星壹计划
• 荣获启迪2020年度创业企业
• 荣获清华三创大赛智能制造前十创业企业
• 启动左辅综合管控平台系统开发

与中煤合作矿山数字化
• 成为中煤设计研究院深度合作伙伴，全程参与

《露天智能开采——无人驾驶卡车系统研究》
• 成功中标中煤集团研究子课题《智能矿山实时三

维建模技术》研发项
• 与慧拓、踏歌达成合作意向

智慧工程+智慧矿山
• 与宇通重工在矿山无人驾驶达成合

作意向
• 于某外企大工业集团达成合作意向
• 与中贇设计院达成合作意向
• 与中国勘探设计协议达成合作意向
• 与某工程集团签署智慧管廊项目

思地科技 - 公司介绍
智慧场景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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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于加拿大卡尔加里
大学遥感工程学院

• 加拿大工程协会APEGA
认证一级工程师

• 8年土建、建筑、石油工
程设计经验

• 多年海外油矿类工作和
经验，曾参与450亿美元
油矿项目，担任前沿技
术研发应用核心负责人

• 3D视觉、卫星导轨、激
光扫描、地理信息等技
术专业人士

• 清华大学MIT工商管理
MBA

• 毕业于加拿大卡尔加里
大学遥感工程学院

• 加拿大工程协会APEGA
认证一级工程师

• ExxonMobil - 加拿大皇
家石油项目测绘部经理
负责施工总图管理

• AMEC 加拿大工程设计
院项目工程师

• 8年海外BIM+GIS工程
项目经验

•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
学院博士，专业摄影测
量、三维重建

• 参与了多项973、重大专
项研发

• 参与了多个摄影测量遥
感软件研发工作，负责
核心模块

• 负 责 平 台 系 统 搭 建 与
GIS+BIM技术融合

• 15年市场、销售从业经
验

• 先后就职于清华紫光，
ESRI ArcGIS中国，武汉
地大。

• 2016年从事智慧矿山相
关工作，销售智慧矿山
产品。

• 拥有丰富的智慧矿山、
工程管廊，BIM等市场
经验和项目资源。

• 曼尼托巴大学电子工程
学院博士

• 资深电子专家，专业与
嵌入式软件设计、端口
开发、应用实施

• 先后就职于Nortel、德
州仪器、思科系统等公
司

• 拥有北美数项机器视觉
方面的专利

思地科技 – 团队介绍



复合式采集系统

实时三维建模软件

二三维一体化分析系统

空间信息数字化与实时场景
交互；搭建Iot、智慧管控、
物联平台。

对三维模型、数据信息与工
程图、其他信息进行分析应
用

通过无人机、雷达、GPS、数
据信号采集空间信息数据

感知层 -真实世界数据采集
将获取的数据转换为可应
用的数据与三维模型

应用层 – 数据应用与分析

数据层 – 场景三维建模

交互层 – 智慧平台

提供集成式一体化解决方案，通过感知、数据、应用和交互等4个层面，在系统上实现以大数据和边缘计算为基础，融合三维
地图和物联网平台等数据服务的完整体系，从而真正解决工程信息化升级。

实时空间信息三维管控

一体化全数据系统
智能化处存储和管理

智慧工程 – 数字化应用



本次课程 – GIS 与 BIM的数字化应用
1. GIS模型和BIM模型特点

 BIM模型的介绍

 GIS模型的介绍

 当GIS与BIM融合的特点

2. BIM和GIS在EPC工程项目的应用
 BIM在工程中的应用

 GIS在工程中的应用

3. 智慧工程管控系统与BIM和GIS的结合
 三维协同设计与工程管控系统

 三维数据融合与胁从

4. BIM+GIS在工程中的应用瓶颈

 BIM与GIS的数据格式问题

 当前系统融合问题



题目1. 
什么是BIM和GIS数据



BIM模型 – 建筑信息数字化 GIS模型 – 地理信息数字化

指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寿命周期过程中创建的三维
､实时､动态的模型涵盖了几何信息､空间信息､地理
信息､各种建筑组件的性质信息及工料信息。BIM
数据必须包含一下几点特征：

 建筑信息的3D数字化表现

 数据包含信息化内容

 模型具有模拟和分析特征

 可辅助与设计，施工，运营和维护

指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对空间相关数据进行
采集、输入、管理、编辑、查询、分析、模拟和显
示的一套系统模式。在工程建设中，适时提供多种
空间量测和真实地理态信息，为工程设计、施工和
决策提供信息服务。GIS数据必须包含一下几点特
征：

 数据模型可定义地理信息（投影、坐标）

 数据包含信息化内容

 模型具有分析和解析的特征

 通过模型可真实还原现实情况

BIM与GIS的模型介绍
什么才能称作为BIM模型和GIS模型？



Lorem Ipsum Dolor Sit

BIM 模型属于立体实物的结构化模型，在展现模式上
以Vector Data（矢量数据）的汇总，即通过几何数据
(点、线、面）的形式展现三维模型的结构。 平面模型

三维几何模型

曲面模型

BIM模型特征
矢量数据的结构化模型



GIS数据模型是通过Raster Data(格栅数据）展现的空
间信息数据。通过一系列大小相等的像元来定义空间
数据模型，其中的数据按像元的行与列排列，整个模
型由单个或多个波段构成。每个像元都包含一个属性
值和一组位置坐标。

GIS模型特征
栅格数据的三维重现

格栅数据模型



三维模型数据格式
各类BIM/GIS数据格式一览表

CAD 设计模型 矢量模型 格栅模型 点云模型



题目2. 
BIM数据和GIS数据在工程

项目中的应用



BIM数据在工程中的应用
主导设计环节的核心

设计 设计 施工

二三维协同设计有助于从
根本上提高设

计水平、减少现场错、漏、
碰、缺问题，为实现数字
化交付和打造智能化工厂

奠定基础

设计

应用层

二三维协同
设计

成本预算与
项目管理

建设模拟，设计
冲突，碰撞模拟

施工碰撞监测、
竣工图对比

通过模型信息计算MTO, 
采购部件，量计算等，可
有效计算项目成本预算和

工程时间

多类别BIM模型进行碰撞
模拟，解决设计冲突与节

点问题

施工过程和竣工时对比设
计模型和GIS三维模型进

行竣工审核



GIS数据在工程中的应用
主导施工环节的核心

施工 施工 施工

地质、基建、土建、前期
量测中的设计数据基础依

据来源

设计

应用层

前期设计
数据依赖 工程量测 施工项目管理 施工碰撞监测、

竣工图对比

施工过程中对工程作业的
施工、监测3D量测

对施工方、承包方的建筑
工程进度管理，成本费用
核实，施工监理数据支持

竣工过程中的二三维设计
图与现实地形设施设备对

比监测



GIS/BIM数据在工程中的应用对比
环节对比

 BIM模型 – 设计主导、施工辅助  GIS模型 – 设计辅助、工程主导

 重点突显设计流程中三维模拟

 数据以设计信息内容为核心

 在施工过程中作为数据支持与实际场
景做对比可辅助与设计，施工，运营
和维护

 重点反应真实场景的数字化还原

 数据真实地理坐标和空间比例尺寸

 在设计过程中支撑设计依据，在施工过程中
支持监控和管理依据。



BIM和GIS在工程中的应用特点



题目3. 
智慧工程管控系统与BIM和

GIS数据



智慧工程一览表
智慧工程应用特点



设计：三维协同设计，碰撞分析

施工：施工管理，数据监控，成本控
制，安全管控

运维：运营管控底层架构，运营设备
维护

规划管理：综合管理，长期规划 14

23

智慧工程管控系统与BIM和GIS结合
数据融合面临的问题



BIMBIM

GISGIS

TIMETIME

智慧工程系统平台交互

空间地理信息

真实地形、空间、场景定位、坐标、属性

精准三维模型信息化应用

GIS+BIM数据数字化建模

建筑信息模型

建筑物、结构、基建的三维信息模型与实景复原

实时动态信息
人员、设备、设施、基建动态交互

提供实时三维空间场景应用 ；提供空间信息 + 建筑信息 + 时间变动所影响的融合数据的解决方案。

智慧工程管控系统与BIM和GIS结合



GIS 与 BIM 数据的建设与
融合和交互

数据信息与设计、施工、运
营、规划管理的关联

数据信息与智慧工程系统平
台物联网系统的交互

智慧工程管控系统与BIM和GIS结合



BIM通用数据格式 – IFC格式
主导施工环节的核心

IFC数

- ASCII格式的矢量数据

- 包含模型的几何模型

- 数据信息数据

- 包含数据结构架次
据的特点



GIS与BIM数据的融合方式
主导施工环节的核心

IFC数据格式转换工具

格栅数据格式

问题：保留多少信息、如果保留、如何转换？



题目4. 
BIM+GIS在工程应用中的

瓶颈



（没有工程信息）GIS数据的问题
GIS模型精度与数据量成正比，数据模型过于复杂，但无法加

载过多信息内容

BIM 数据的问题 (没有地图）
BIM模型潜在信息过于复杂、但模型数据又过于简化，无法反应
真实场景的特征

BIM+GIS在工程应用中的瓶颈
数据融合面临的问题

三维数据模型的属性差异 地理坐标、投影参考差异 数据格式差异 映射模式



BIM与GIS当前的应用软件
数据与工程关节交互问题



当前智慧工程平台的问题
管控平台数据融合交互问题

设计：三维设计协同无法与目前工程
标准同步

施工：模拟流程和数据应用无法与工
地现况进行同步。

运维：管理信息无法与BIM数据和
GIS数据联动

平台管理：缺乏真实，实时数据

1

4

2

3

以这个“施工管理信息综合展现平台”为例：
- 缺乏有效BIM 或GIS信息， 展示内容单纯只是展示
- 管理信息单一：只能提供监控视频，安全统计，概况介绍
- 数据容纳有限：无法体现智慧工程海量数据交互和分析。



题目5. 
我们的解决方案



Web端为核心的BIM+GIS系统
三维可视化 - 解决管控平台数据融合交互问题

调度规划管理
WEB端主登录页
基于真实世界的
三维仿真场景

时空数据存储管理器
安全与环境监测 设备设施管理

地质保障

采用了web端平台模式，并架设了云端服务器，用户可在权限范围内的任意电脑通过服务器登录使用。平台根据采用实时坐标，并展现精准三维模型区

域。实时监控、管理、分析设备设施、人员车辆、安全与环境、以及地形地质，并实现数据融合。



Web端可视化平台特点
序列 产品特色 内容 技术指标
01 真实三维

场景展示

精准三维建模，可生产数字孪生，完成仿真的平行数字化三维信

息化场景。

绝对精度：0.10m

相对精度：0.02m
02 真实世界

坐标

平台地图场景及物体模型皆为真实世界坐标；
可进行简单的空间定位和量测；场景所有移动物和非移动物对应
真实世界的经纬度；

可实时定位和获取诸如平面距离、空

间距离、高度差、周长、面积等空间

信息

03 多源数据

回溯管理

设有时间维度标尺、时间轴、事件标记点、事件详细信息弹窗；

可回溯一定时段间内的地理信息数据，用以比较地形地貌的变化；

可回溯一定时间段内的事件例如各种报警事件、矿车报错事件、

人工标记重要节点和事件；

-回溯1年内所有数据

-可导入导出数据库

04 大屏展示 系统支持高清晰的实时动态大屏展示效果，适用于露天矿中央控

制室统一调配

可达到8K分辨率渲染效果

支持30帧浏览速度
05 Web端平台 以网络端搭建的平台系统， 支持大屏监控中心与综合管理系统的

实时交互与数据融合。

可实现远程监控

无地域限制
06 开放式接口 具有开放性能的载体平台；

可接入多种传感器数据格式；
双向通信功能，能实时上传下载各类数据；

可开通设备数据接口如：操作舱视频、
设备里程、载重、油耗等计量数据；

实时状态报错和警示；

与主流联网服务器兼容



当前案例
为矿山提供智能管控平台， 提供三维可视化管控平台，能实时监控车辆设备，完成路径调度优化。 形成矿山一张图系统，解
决地形地貌更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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