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楠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BIM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BIM-CIM技术在智慧广州，高效治理的应用



个人简介：
傅楠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BIM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BIM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广东省建设教育协会BIM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LEED美国绿色建筑认证工程师
DGNB德国绿色建筑认证工程师

长期从事工程建设行业信息化，BIM技术，参数化设计，绿色建筑等方向研究应用，拥有多项软件专利及著作权。担任过多个不同行业大
型项目如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呼吸中心，广州棠溪铁路枢纽市政项目等的技术负责人，负责主导广州市BIM试点城市建设BIM规划
报建研究等相关科研项目。其中荣获国家级，省市级各类奖项10余项。曾担任广东省BIM大赛专家评委，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专家评委，
2020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裁判长及专家组组长。参与编写多项国家，省，市级标准。并长期致力于城市信息模型（CIM），以及BIM技术在
地理信息（GIS），城市规划，市政工程，交通工程等领域应用的研究。



单位简介



GZPI 创造更美好的人居环境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GZPI）创于1953年，是华南地区历史最悠久、规

模最大、专业最齐全、综合实力全国领先的规划勘测设计高新技术单位，致力于向

政府、社会和公众提供城乡规划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技术服务。



六大专业 高效集成 “联合舰队”

BIM设计研究中心结合规划院特色，建立项目全生命期与跨专业领域多维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建立勘测、规划、设计、建

设、管理工程项目多专业全阶段的多维度BIM技术应用体系，为院信息化发展与技术创新应用提供有力支撑。

BIM



建设背景

⚫ 根据《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

的要求，设计单位需要建立数字化信息化项目交

付相关标准、标准化建设标准。

⚫ BIM技术的应用发展作为工程建设行业的“第二

次革命”被行业所认可，其价值也越来越被看重；

目前业内诸多单位已相继完成BIM应用企业标准

的编制工作。

⚫ 住建部、地方相继下发BIM支撑性文件，推动BIM

技术在建设领域的大力发展；同时下发BIM相关

标准，以规范市场应用，指导行业良性发展。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存储标准》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交付标准》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制造工业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

《制造工业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应用》

《广东省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广州市BIM技术建筑工程交付准》

《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质量
管理体系分级认证》

院BIM生产
体系

《施工图三维数字化交付数据标准》

《施工图三维数字化设计交付标准》

《施工图三维数字化审查技术手册》

《bim到cim数据标准》

《规划报批信息模型交付指南》

《规划报批信息模型交付技术指引》

• 结合行业要求、国标、地标及院“三标”体系，建立院BIM标准。

建设依据



新增文件：

⚫ BIM标准

《GZPI-建筑BIM项目流程管理标准》

《GZPI-BIM软件，硬件的部署维护选型标准》

《GZPI建筑信息模型分类与编码标准》

《GZPI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GZPI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GZPI建筑信息模型族库管理标准》

⚫ 项目管理

《建筑专业信息模型技术与数字化工程管理规定》

《工程设计校审记录卡——BIM》

《建筑BIM信息模型质量评定标准》

修改文件：

⚫ 三标体系

《建筑工程设计过程控制程序》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校审提纲》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校审实施办法》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质量评定实施细则》

《建筑工程设计专业三审管理实施细则》

《建筑工程设计专业项目负责人管理实施细则》

建设内容

院BIM生产
体系

制度文件：

《BIM设计研究中心二级分配》

《BIM设计研究中心岗位设置》



文件名称 文件说明

GZPI-建筑BIM项目流程管理标准 规范项目实施BIM应用行为

GZPI-BIM软件，硬件的部署维护选型标准 提供BIM应用软、硬件配套支持

GZPI建筑信息模型分类与编码标准 统一、规范BIM应用规则

GZPI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规范BIM交付成果内容

GZPI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指导项目BIM应用的方法、流程、措施

GZPI建筑信息模型族库管理标准 BIM技术更新迭代要求



修改文件

《建筑工程设计专业三审管理实施细则》

• BIM专业校对人

BIM专业应具备校对人，应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和BIM等级证书，2年以上BIM项目经验。

• BIM专业审核人

BIM专业审核人，应具备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和BIM等级证书，具备3年以上BIM项目经
验，BIM项目审核工作由院BIM中心负责。

• BIM专业审定人
BIM专业审定人，应具备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和BIM等级证书，应具备5年以上BIM项目

经验，BIM项目审定工作由院BIM中心负责。

• BIM专业设计人岗位职责

a)按照《GZPI-BIM设计流程》正确建立BIM设计文件。按本专业国家何地方有关规范，标准，

规程，应用BIM软件做好工程设计，把握设计原则，设计BIM模型无违反强制性条文问题，做到模

型，计算文件依据正确，参数合理。

b) 负责本专业各个阶段模型搭建，同时做好与专业负责人沟通。根据不同分工建立工作集，

根据阶段选择视图样板形成目录树。按院相关标准规定完成族的使用及统计。

c) 按院相关规定建立图纸编号并满足图纸命名规则，对制图人交底清楚并负责核查所绘制模

型，图纸是否一致，确保模型内容明确表达设计意图，图纸符合交底标准，并进行模型构件的统

计。在管线综合等阶段完成碰撞检测后负责将信息反馈给制图人。

BIM三审人员资格

BIM三审人员职责

新增



修改文件

《建筑工程设计专业三审管理实施细则》

BIM三审人员资格

BIM三审人员职责

新增

• BIM专业校对人岗位职责

a)校对模型构建深度，查看模型中命名规则，颜色规则，目录树，工作集等应符合《GZPI-BIM设计流程》

的要求。复查其他专业模型提资内容反应情况。消除模型中的错，漏，碰，缺等问题。

• BIM专业审核人岗位职责

a) 确保设计模型的深度和质量，避免出现原则性问题及违反强制性条文问题。

b）审核各项命名规则的落实，保证方案的合理性，参数合理准确，技术指标符合《GZPI-BIM设计流程》

有关规定，负责管线综合后审核各专业模型的合理性。

• BIM专业审定人岗位职责

a) 检查BIM设计应用的原则性问题及违反强制性条文的问题。检查流程是否符合《GZPI-BIM设计流程》。

b）检查BIM模型的质量。BIM校对、BIM审核是否到位，BIM校审记录是否齐全。BIM模型质量是否符合院

《BIM建筑信息模型质量评定标准》的规定。

• BIM专业负责人岗位职责

a)按照《GZPI-BIM设计流程》，控制各个专业BIM设计进度。

b)建筑，结构负责人确定项目样板文件建立中心文件，建立视图目录树，链接到其他专业中心文件。每个

阶段结束后及会审会议前应从中心文件分离文件备份，以保证数据安全。会审后重新载入其他专业中心文件，

实时更新其他专业中心文件。

c)各个专业BIM负责人选用视图样板文件，把控目录树，建立好图纸目录，并在管理选项卡中录入项目信

息，负责落实对所有工作流程进行把控。

d)负责组织完成各个阶段前期工作，划分工作集,划分工作区域，负责各专业模型深度及质量，选择标准

层调整模型显示样式及视图深度，与其他专业沟通，保证提资模型准确性。负责族的应用与收集。



修改文件

《建筑工程设计专业项目负责人管理实施细则》

BIM中心职责

新增

BIM项目负责人职责

院BIM中心

开展BIM技术应用的全方位研究，总结BIM技术应用流程并进行推广，编写院BIM相关标准，支撑BIM技术在生产项

目的应用覆盖率，主要职责为

a)开展BIM技术规建管等相关研究。

b)负责创建和管理全院所有BIM模型，建立基于BIM的院级基础数据库。负责各个生产部门BIM项目的审核和审定。

c)承担BIM技术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综合性、长期性问题的研究。总结并形成成果，进行院内推广。

d)统筹开展BIM技术与专业技术融合科研项目、校企合作、国际合作项目等。

e)承担BIM技术的科研项目和分类标准、规范编制。

f)负责院信息模型及数字化工程研发计划制定及实施。

g)负责培训和指导各生产部门，各项目负责人的BIM技术应用和BIM项目考核。

h)配合院各个生产部门投标项目中的BIM应用（商务、技术）。

i)统筹开展院BIM技术信息化平台系统开发与数据建设。

j)负责应用BIM技术承接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建筑设计与研究项目。负责与项目负责人开展项目合作，提供BIM技

术相关支持。

BIM项目负责人

① 按照《GZPI-BIM设计流程》，控制各个专业BIM设计进度。

② 建筑，结构BIM专业负责人确定项目样板文件建立中心文件，建立视图目录树，链接到其他专业中心文件。每个阶段结束后及

会审会议前应从中心文件分离文件备份，以保证数据安全。会审后重新载入其他专业中心文件，实时更新其他专业中心文件。

③ 各个专业BIM负责人选用视图样板文件，把控目录树，建立好图纸目录，并在管理选项卡中录入项目信息，负责落实对所有工

作流程进行把控。

④负责组织完成BIM项目各个阶段前期工作，划分工作集,划分工作区域，负责各专业模型深度及质量，选择标准层调整模型显示

样式及视图深度，与其他专业沟通，保证提资模型准确性。负责族的应用与收集。



新增文件

《建筑专业信息模型技术与数字化

工程管理规定》

《工程设计校审记录卡》

应用目的

应用范围

分工职责

标准体系与研发管理

经费管理

工作环境及制度

人员队伍建设

项目管理

质量管理

运营管理

激励机制

《BIM建筑信息模型质量评定标准》



01
Part One
生产体系构建

施工图模型阶段BIM工作流程

BIM项目
负责人

进
度

建筑BIM专业负责人 结构BIM专业负责人 机电BIM专业负责人

建筑BIM专业负责人 结构BIM专业负责人 机电BIM专业负责人

建筑BIM专业负责人 结构BIM专业负责人 机电BIM专业负责人

BIM三审
人员

BIM三审
人员



BIM应用项目

BIM专项项目评审

BIM模型

BIM成果文件

概念及方案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

施工图模型阶段

施工图出图阶段

过程及成果控制

管
控

规
范

BIM项目负责人 BIM三审人员

BIM制度

BIM项目实施流程

BIM中心



开发板块创新



广州市建设工程BIM三维电子报批及CIM数据转

换工具开发项目（支撑规自局CIM试点工作项

目）

BIM中心支撑广州市CIM试点相关工作，研发广州

市建筑工程BIM三维规划报建软件，本软件基于国产化

BIM图形引擎 +GIS引擎进行融合开发，同时支持

Revit\Bentley\Catia三大BIM软件数据格式，并建立

统一BIM规划报建数据格式；开发报建数据转换系统，

对BIM规划报建数据进行轻量化处理，轻量化比率不小

于10%；实现建筑规划指标的自动统计、提取，一键完

成与规划条件的对比及核验，极大地提高了建筑工程

规划报建的效率与质量。



2.BIM与GIS融合

GOVERNMENT ATTENTION 

1.BIM环境下的审批新方法 3.模型轻量化处理 4.BIM报审模型数据格式统一

• 需建立BIM审批的标准

• 研究BIM报建与外部环境

的结合方式

• 实现实体模型到表

面模型的转换

• 坐标系转换

• 抽取报建关键信息

• 轻量化比率不小于

10%

• 几何结构、语义信息和存储

格式存在差异

• 生成统一报审格式，提供统

一数据接口

• 四大科技突破

• 规划报建数据自动统计

• BIM规划报建模型可视

• BIM+GIS图形软件国产

• BIM规划报建模型数据轻量化

• 五大创新点

• BIM规划报建格式统一

系统架构

• 兼顾技术框架和国

土规划业务框架

• 符合国土规划信息

化和城市国土规划

管理发展的需求



• 支持Revit\Bentley\Catia三大主流BIM设计软件数据格式

• 国产化BIM图形引擎+GIS引擎融合开发

• 建立统一BIM规划报建数据格式;对BIM规划报建数据进行轻量化处理，轻量化比率不小于10%

支持多种BIM
数据格式

跨终端支持，
无需任何BIM
平台软件

轻量化处理统
一的BIM规划
报建数据格式

建设内容



测试案例汇总统计表，共28例

平台案例库

案例测试汇总
表

案例测试：



轻量化插件开
发

模型轻量化步
骤

模型轻量化比
率

原模型163MB 轻量化模型23.4MB

一种数据格式——基于Revit/Bentley

（开发报建数据转换系统，对BIM规划报建数据进行轻量化处理，轻量化比率不小于10%）

项目创新成果：



规整BIM空间
信息

三维审批格式
转换

创建模型数据
库信息整合

项目数据融合
GIS外部环境

规划指标自动
比对

审查报告自动
生成

• BIM规划报建操作流程

项目创新成果：规划报建BIM审查软件对接一体化平台，开展规划报建业务审查



机审70项

辅助40项

人审12项

•实现建筑规划指标的自动统计、提取，一键完成与规划条件的对比及核验，极大地提高了建筑工程规划报建的效率与质量。

•建筑工程规划许可阶段的审查指标共122项，机审70项，机审辅助40项，人审12项，机审指标比率超过50%。

审查指标

现行规划管理文件要求

Current planning management 
document requirementsGOVERNMENT ATTENTION 

⚫ 总用地面积

⚫ 容积率

⚫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公建配套项目

Public supporting projects

⚫ 规划用地性质

⚫ 建筑限高

⚫ 建筑布局

⚫ 机动车泊车位



设计板块创新



南方航空总部项目

总用地面积：64516 m²

总建筑面积：76800 m²

B11-12建筑面积：43516.5 m²

B13-14建筑面积：32684.4 m²

建筑层数：地上9层，地下1层

项目具有周期短、要求高、标准

化特点，该项目的创新性是应用

BIM构件化数据参数化，户型BIM

参数化设计，标准层BIM参数化设

计，最终实现建筑整体的BIM参数

化设计，以数字驱动BIM模型的生

成，创造一种新型的设计生产模

式。



建筑专业模型

设备专业模型

结构专业模型



快速放置桩
基族

• 绘制桩基族放置路径

• 控制参数改变

族形态

利用Dynamo进行可视化编程，实现桩、

承台、柱等BIM模型构件的快速放置，利

用控制放样位置、构件参数实现对设计

成果的快速修改。

• 此思路不局限于桩基族，梁、板、

柱等构件同样适用，亦不局限于建

筑类项目，市政类项目也可采用。

3.1.1 可视化编程，数字驱动设计 (参数化构件联动—快速放置桩基族）



Dynamo电池组

标准间户型

• 通过坐标点控制户型开间与进深，

使坐标点与户型产生联动性，改变

坐标点位置，可改变户型面积配比，

给模型线赋予项目参数信息，得到

标准间户型。

• 坐标点控制户

型开间

• 坐标点控制户型进深

• 坐标点控制墙体位置 • 通过坐标点改变户型配比

3.1.1 可视化编程，数字驱动设计 (标准化户型联动）

• 制定标准层房间路径，添加路径坐标点，自动放置各类族文件。

• 模块化户型应用，户型内所

有部件均进行参数化设置组

装而成，实现快速调整修改，

户型模块化调用。



标准间户型
参数化联动

3.1.1 BIM可视化编程，数字驱动建筑设计 (标准化户型联动）



参数化标准层

3.1.2 BIM装配式建筑设计创新性

RECLAMATION 
TERRAIN

预制外墙板

预制空调机位

预制阳台板

预制楼梯

预制楼梯

预制内墙模块

预制阳台构件

预制内墙模块

• 提高装配式建筑设计效率

• 实现装配式预制构件的标准化设计

• 降低装配式建筑的设计误差



广州市铁路职业学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342360 m²

建筑基底面积：5244 m²

总建筑密度：19.5%

容 积 率 ：0.79

绿 地 率 ：40.3%

建筑层数：7层

建筑高度：49.8m

项目以绿色低碳为理念，将低

碳技术、现代科技与生态景观

有机结合，经过评定为绿色建

筑三星级建筑。



STAR-CCM+

Ecotect

DeST

春夏秋冬
1.5m高度处
风速分布图

各层采光系
数模拟结果
分布图

能耗统计图



采光计算电池缩略图

导入气象文件、生成天空模型、选择计算类型

读取Revit中房间，然后划分网格

调用Radiance执行采光计算，并在Dynamo中显示结果

传统工作模式中，需要针对每一个绿色建筑分析软件单独建立模型进行运算，各分析进程孤立且单线程

的，缺少统一筹划。

绿色建筑设计包括大量的定量分析计算，应用参数化软件dynamo进行可视化编程，调用采光，通风等软

件分析内核进行计算，实时运算得出结果，省去了原先多类型分析建模及修改所耗费的大量时间。

Dynamo电池组

采光模拟分析
结果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绿建分析
模拟结果后置修正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绿建分析
模拟结果实时修正

以往的绿色建筑分析模拟往往是后置式的，在施工图出图之后，为了通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条文进行

的分析。

本项目采用全过程BIM技术，做到绿色建筑分析从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全设计阶段协

同配合，即绿色建筑模型分析贯穿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

依据环境模拟分析的结果因素实时修正设计，从而真正实现将建筑造型艺术与环境因素进行统一。

绿色建筑
分析后置
式

绿色建筑
分析前置
式



3.2. 测量BIM

创新性：融合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与BIM技术，利用BIM数字化成果多维度应用的优势提高测绘成果的利用效率，并将项目从

数据采集、模型制作、成果应用的全流程消化在院内，充分发挥规划院多专业的优势。

南野公祠 李小龙祖居

BIM模型

点云模型

融合模型

BIM

技术创新性

三维扫
描技术

倾斜摄
影技术

其他测
绘技术

名城
保护

测绘图
制作

其他融
合应用



项目流程：通过项目的研究与实践，总结出一套完整的项目技术路线，确保后续数字化成果的工程应用效益。

技术流程图：

测绘数据采集 点云数据拼接 点云轻量化

导入BIM软件

测量BIM项目流程创新



基础定位设置

特征线提取

基础构件制作 参数化构件制作及材质赋予

建筑测绘图快速生成

测量BIM项目流程创新



项目名称：《广州市历史建筑数字化成果基于BIM-CIM技术的融合应用》

项目特点：结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现有的历史建筑数字化成果，研究基于BIM-CIM技术的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模式，建设历史建

筑BIM精细模型数据库以及参数化构件族库并与CIM平台对接，最终实现基于CIM平台的历史建筑数字化管理、保护及活化利用。项目计

划在“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化会议”进行广州CIM+名城展示。

一、历史建筑BIM模型库建设：结合

三维扫描点云数据已完成南野公祠、

李小龙祖居、永庆一巷3号、永庆大

街24号、金声电影院、十二甫西街84

号等历史建筑模型建设。

项目影像图：恩宁路历史街区域影像图
建筑完成统计：9/9

3.2.1 测量BIM-BIM与名城保护



项目构件库共包含古建筑中墙体、柱、楼梯、造型梁、

楼板等25个大项、58个BIM参数化构件族。实现BIM参数

化古建筑构件制作技术，建立古建筑BIM构件库。

• 南野公祠BIM古建构件库

对具有历史价值的构件，利用参数化建模进行古建筑构件制作，形成具有核心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BIM参数

构件族库，为历史古建筑的活化利用、修缮分析提供数据基础，也极大地提升了古建BIM模型地制作效率。

李小龙祖居BIM古建构件库

二、历史建筑BIM参数化构件库建设



将BIM模型数据库、BIM参数化构建族库将与CIM平台对接，完成数据入库，最终实现基于CIM平台的历史建筑信息管理、

建设范围控制线审查、改造方案分析等应用。（文物，历史保护建筑，传统风貌建筑）

李小龙祖居

金声电影院

十二甫西街84号

时空云平台

同时将历史建筑真

实现状的点云模型

与BIM精细模型进

行融合，为历史建

筑的信息普查、修

缮方案分析提供应

用基础。

三、基于BIM-CIM平台的创新性融合应用



项目名称：《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周边临空经济产业园基础设施一期工程（平西安置区）勘察设计》

项目内容：基于点云测绘数据完成BIM模型创建，制作建筑平立剖测绘图。

项目区位图

树滋庄12栋

建筑完成统计：16/16

一、项目技术创新性：

1.利用BIM模型生成建筑测绘图，模型与图纸形成联动，可创建任

意位置的剖面图以及构件的详图，并自动生成目录与统计明细表。

2.应用Revit插件按照建筑测绘图标准，快速建立各个图层与

Revit中类别的关联，做到一键出图且导出成果无需手动修改，提

高出图的效率。

平西村私塾

万青刘公祠

思明中学

BIM信息类别与图纸图层

3.2.2 测量BIM-BIM建筑测绘图制作



应用Revit插件按照建筑测绘图标准，快速建立各个图层与Revit中类别的关联，做到一键出图且导出成

果无需手动修改，提高出图的效率。

导出设置

一键导出CAD格式

一键导出PDF格式

三、BIM测绘图成果导出

• 采用点云激光扫描结合BIM建模出测绘图的无接触测绘新技术，能最大限度保护历史建筑，

避免发生二次破坏。



• 私塾BIM模型 • 思明学校BIM模型

平西村私塾、思明学校及树滋庄民居精细BIM模型与测绘图

• 树滋庄民居精细BIM模型

四、成果展示



BIM模型与测绘图成果效果对比

• 思明学校项目1-5轴立面图

• 思明学校项目BIM模型立面

• 私塾项目剖面图

• 私塾项目BIM模型剖面



棠溪综合交通枢纽BIM-CIM项目

探索BIM技术局部正向设计方法，规避

二维设计阶段易出现的设计碰撞等问

题；以BIM参数化设计为主要思路，利

用BIM参数化设计软件，实现桥梁各部

分构件自动创建、构件信息动态调整，

实现数据与模型的联动性，提升模型

创建效率，实现数字驱动模型的技术

应用。

利用BIM技术辅助设计，实现设计复核、

净空分析，提高设计质量；集成倾斜

摄影数据、现场地形勘测数据、地下

管线探测多源异构数据，与市政设计

BIM模型结合，形成区域CIM数据，为

下一步实现智慧城市、高效管理的目

标提供存储、管理与可视化的数据基

础。



项目区位示意

项目设计范围
示意

枢纽配套场站工程子项一

地铁预留工程，共包含5座地下车站

子项三 周边配套市政道路工程 白云二线（槎神大道-棠新路）

棠槎路（槎神大道-机场高速） 铁路东线（华南快速干线-德康路）

子项二

• 项目复杂

本项目区域范围广，结构形式复杂，涉及专业较多、协同要求高、

周边环境复杂多样，对传统的设计施工和运维方式提出了不小的

挑战。传统市政设计由于可视化程度低、协同效率低等不足，尤

其是复杂的交叉段，容易出现“错漏碰缺”等设计问题。

• 城市高效管理

本项目旨在衔接CIM平台建设，利用BIM技术集成多维基础数据，

为实现智慧城市，高效管理的目标提供数据支撑。

• 信息化共享

传统市政设计应用于二维层面的信息数据有限，未能有效结合外

部空间环境等信息数据，无法在项目应用过程中实现信息数据的

完整传递、共享与再利用。

3.3.1 BIM技术应用的必要性



BIM技术实施流
程图

3.3.2 BIM技术实施流程创新

测绘地形数据 创建三维地形模型 导出.IMX格式文件

初步设计底图文件

生成区域环境模型
替换地形数据源的

区域模型

现状调查数据及影
像资料

补充修正其他环境
元素参数信息

真实准确的区域环
境模型

在AIW三维区域环
境模型中创建

交通流量、视野视
距分析

形成初步设计方案
根据地形地物创建
路桥等项目元素

调整路线设计要素

导出.IMX格式文件

路线详细设计
设计参数整理
形成数据表格

Dynamo节点创建

BIM参数化族创建

BIM参数化创建
模型文件

导出.dwg图纸

提取工程量

沿用至施工图设计
阶段进行模型深化

载入

集成CIM基础数据
倾斜摄影、点云

数据

交通、地形、管网
数据



信息数据传递

地形数据

方案设计成果导出数据

初步设计图纸及数据

市政桥梁BIM信息模型

• 实现BIM数据设计周期内传递应用，

创新性形成局部市政BIM正向设计

完整信息流及工作流。

3.3.3 BIM局部正向设计创新

一、BIM设计信息数据完整传递



地形创建流程

3.3.3 BIM局部正向设计创新

• 测量原始数据在Civil 3D中生成BIM三维地形模型。 • 将导出文件载入到AIW中。 • 获取地形实景光栅图像数据

• 添加地形曲面数据源，并配置准确的坐标信息，将抓取的图像数据与地形数据进行拟合，形成BIM三维设计环境。

(1)BIM三维设计环境—地形模型创建



实现区域内地形、地貌、地物的清晰表达，在三维GIS场景内进行方案设计阶段工作，在项目设计初期就最大程度规避

设计内容与项目区域内建筑物、构筑物、地下埋设物等碰撞问题，快速便捷的协调设计内容与交汇道路、桥梁的相对位

置关系，直观展现方案设计效果。

3.3.3 BIM局部正向设计创新

(2)BIM三维设计环境—方案比选



BIM参数化族库
搭建

BIM参数化设计

• 赋予模型参数信息，实现参数

驱动模型生成及调整。包括桥

梁上部、下部结构的自动生成

及放置。

BIM可视化编程 BIM可视化建模表单数据制作 数字驱动生产BIM模型数
据

• 桥梁各部分构件均为参数化族，

可对所有形体及材质信息实现

参数化控制。将族文件进行规

范命名、存储、组织、管理，

形成可延续调取使用的BIM参

数化族库。

• 数字驱动参数化设计演示

• 自动放置桥梁下部结构、excel与下部结构的联

动调整

3.3.3 市政BIM局部正向设计创新

(3)BIM参数化设计



• 上部结构与下部结构位置不协调 • 墩柱侵占自行车道位置

• 利用BIM模型进行漫游核查，提升设计质量。

3.3.4 BIM辅助设计创新

(1)设计复核

• 利用BIM模型进行净空分析，提升设计质量。

(2)净空分析

• 实景漫游及数据量测



整合区域CIM

• 集成设计模型、倾斜摄影、地形、周边建筑、道路等多维基础数据，实现CIM平台基础数据建设，为规划决策、设计协调、建设

管控各阶段提供数据。

地形信息模型

多源异构数据

区域CIM数据

3.3.4 BIM辅助设计创新

(3)形成区域CIM数据

倾斜摄影

周边建筑

设计模型



区域CIM场景
漫游

• 融合GIS数据、倾斜摄影数据、三维扫描点云数据、BIM数据形成区域CIM数据。



科研板块创新



国标：

• 2020《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用地规划电子数据标准》

• 2020《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工程规划电子数据标准》

• 2020《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施工图审查电子数据标准》

省标

• 2020 《建筑工程信息模型交付与验收标准》

• 2020 《市政工程建筑信息模型（BIM）建模与交付标准》

• 2020 《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施工图审查建模及交付标准》

市标

• 2020 《广州市建设工程规划报批信息模型应用指南》

• 2020 《广州市建设工程规划报批信息模型交付技术指引》

• 2020 《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施工图审查数据标准》

• 2020 《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施工图审查技术标准》

• 2019 《广州市建筑工程BIM建模与交付标准》

• 2019 《广州市市政工程BIM建模与交付标准》

住建部智标委科研课题：

基于BIM和CIM的智慧社区关键技术研究

绿色社区及建筑研究与应用示范

院标准：

《GZPI-建筑BIM项目流程管理标准》

《GZPI-BIM软件，硬件的部署维护选型标准》

《GZPI建筑信息模型分类与编码标准》

《GZPI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GZPI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用标准》

《GZPI建筑信息模型族库管理标准》

《建筑专业信息模型技术与数字化工程管理规定》

《工程设计校审记录卡——BIM》

《建筑BIM信息模型质量评定标准》

目前参编的各项标准12项，科研课题2项



一、基于BIM和CIM的智慧社区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

• 利用BIM/CIM 技术可实现可视化规划方案验证，包括：规划详规/修规指标验证、天空可见度分析、可达性分析、日照/光

照/刮风降雨模拟等，从而提升规划效率和规划结果的有效性。

• 目标二：研究CIM在智慧社区各应用领域的应用场景

• 基于BIM和CIM技术、物联网技术，打通楼宇自控系统，视频安防系统，能源管理系统等多个楼宇智能化系统，形成一套集

合三维显示，联动操作，实时预警的多功能现代化楼宇运管平台。大大降低了物业管理者的管理成本和操作难度。

• 目标三：突破CIM在社区应用上的技术瓶颈

• CIM平台必须能承载城市级场景，对平台渲染引擎、模型轻量化算法、按需加载算法提出了技术要求；其次，包括卫片、倾

斜摄影、BIM模型、点云等多元异构数据的混合融合也是研究的技术难点；最后，模型与GIS的数据整合、城市大量IOT数据

的并发都是CIM平台面临的技术瓶颈。

创新点
• 本项目旨将BIM、CIM、三维可视动态技术引入社区建设，从基础技术、平台搭建、标准化，引导社区发展、建设、服务及

运营模式向绿色化方向发展：

• 1、建筑、社区BIM和CIM模型和地上地下地理空间融合的数据结构，既要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又要符合网络传输的便利性；

• 2、大型BIM和CIM场景的模型加载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场景，进行轻量化算法瘦身，一方面减少网络带宽和画面的元素量，

另一方面加速图形展示，使画面流畅，提升用户体验感。



二、绿色社区及建筑研究与应用示范——研究背景

研究内容

• 本项目旨将绿色发展理念引入社区，从资源节约、生态宜居、生活便利、健康舒适、绿色生活方式五方面提出绿色

社区及建筑应具有的属性，提出可适应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建设阶段的绿色社区及建筑评价指标，站在行业

角度明确社区及建筑绿色发展的方向，通过对绿色社区及建筑各系统全方位的评价，引导社区发展、建设、服务及

运营模式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基于指标体系，研究绿色社区及建筑发展关键系统和技术，研发国密安全智能终端、

绿色社区及建筑综合服务平台相关软硬件产品。

创新点

• 创新点一：为社区绿色发展演进提供方向

• 本项目充分借鉴国内外绿色社区、生态社区、绿色建筑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以评价标准为重要突破口，形成可服务

于社区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服务全流程的评价体系，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社区的绿色发展路径提供引导、参

考和示范，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为各类社区最佳实践的标准化解决方案实现快速复制和推广。

• 创新点二：强化国产密码算法在社区的应用

•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以自主、安全、可控为目标，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建设，推广国产密码算法在社

区绿色建设改造中的应用，特别是社区出入口、智能计量仪表设备等领域的智能安全管控，实现社区关键点位信息

安全，依托绿色社区及建筑综合服务平台，为社区全面信息建设发展提供平台支撑。

• 创新点三：构建绿色社区及建筑标准化评价体系

• 提出绿色社区及评估评价指标体系，对社区绿色发展持续迭代更新和提升给出“度量尺”，形成标准化和规范化表

达，提升社区行业企事业单位及从业人员标准技术要求，指导行业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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