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M 和 GIS 集成
基础设施规划、设计、 
施工和运营转型。

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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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强大的位置信息与设计流程相结合。

BIM 和 GIS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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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至关重要

GIS 为 BIM 提供信息。 
BIM 为 GIS 提供支持。

通过提供资产现有环境的真实背景，让设计

师和工程师可以探究并评估设计和施工 - 
GIS 为 BIM 提供信息。然后，利用更丰富、 
更准确的模型，可以改善更大范围内资产的

整体运营和维护 - 这样一来，BIM 又为 GIS 
提供支持。

了解现实环境

BIM 和 GIS 集成后，可以构建强大的

上下文模型，其中汇集地理信息和基础

设施设计数据，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资

产在现实环境和地理环境中是如何交

互的。

事半功倍

为了应对当今的宏观经济挑战并构建可持续

性和弹性更高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在 BIM 
设计流程和 GIS 技术之间更加无缝地共享数

据和信息。打破障碍以改善城市规划和管理，

并帮助我们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减少对社

会、经济和环境的负面影响。

通过将强大的位置信息与设计流程相结合，更全面地了解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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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优势

现在我们开始。

目录 >

改变项目生命周期 通过环境构建现场背
景

感应现场变化

以三维方式设计和直观显
示现实环境

优化基础设施运营信息 开放且可扩展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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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

全球挑战和机遇 ............................................................................................ 05

分散且碎片化 ................................................................................................. 06

以数据为中心

新方式：以数据为中心 .................................................................................. 07

催生更明智的决策 ........................................................................................08

如果能够...借助 AUTODESK，您可以做到。 ..................................09

项目信息模型

输入 

现实捕捉 ..........................................................................................................10

物联网 ............................................................................................................... 11

GIS/BIM 流程集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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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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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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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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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万
座建筑/天，仍然 

供不应求
到 2050 年，城市 
人口将从 2010 年的 

36 亿增至 63 亿 
（增长率 75%）*

63 亿20 万
人口/天迁移至 

城市

世界正在快速发生变化，看看下面这些主要趋势：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全球挑战和机遇

1 2

37000  
亿美元
基础设施支出， 
才能跟上需求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处 (2012)。世界城市化展望：2011 修订版
https://www.pwc.com/sg/en/real-estate/assets/pwc-real-estate-2020-building-the-future.pdf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15 万亿美元
全球施工产出，预计

到 2025 年翻倍

与时俱进、预测趋势并做好准备，这对于未来成功至关重要 - 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方式进行规划、设计和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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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和 GIS 团队之间现有的工作方式阻碍我们跟上全球发展的步伐。

下面提供了三个示例：

项目移交流程

GIS 专家收到原始的 BIM 或 CAD 数据。然后，他们必须进行手动更

新，才能将这些数据导入 GIS 数据库。信息通常向一个方向流动，这

使得无法跨工作流利用项目数据。   

过期数据

手动输入数据过程中，存在人为错误的可能性，这可能导致重要信息

丢失。在某种意义上，手动导出数据也会使数据“过期”，因为导出数

据的 BIM 或 CAD 程序无法再直接访问这些数据。

非授权记录系统

项目团队可能会整合未连接至授权记录系统的 GIS 数据，这样一来，

设计可能基于不准确或过期的信息。

这些过程不仅容易导致效率低下，而且还可能会丢失关键数据，从而 
导致风险增加。这些低效的工作方式是推动 BIM 和 GIS 集成的主要 
因素。

分散且碎片化

1 2

现有工作方式

信息流向一个方向

1

2

3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07  BIM 和 GIS 集成 

如果行业想要实现事半功倍，那么需要改变思维方式。通过将 BIM 和 GIS 集成，可以将数据

从一个系统无缝转移至另一个系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方式：以数据为中心

无缝协作
Esri 和 Autodesk 通力合作，通过集成 GIS 和 BIM，为 
GIS 专业人员以及设计师和工程师创造可以在项目生

命周期内进行协作的环境。  

加深了解
“以数据为中心”将在比我们的建筑和自然环境更广泛

的背景中加深和拓宽对基础设施的了解，从而尽早做出

更明智的决策、改善利益相关方参与情况并加快审批 
流程。

更好的决策
整个项目生命周期的利益相关方都可以利用数字信息

（包括建筑和自然环境），让项目所有相关人员可以考

虑替代方案、了解其影响并做出更好的决策。

B IM

G I S

运

营

构

建

规

划

设

计

资产管理监管和许可

监控和实施总体规划

运转移交

构建设计

项目规划

1 2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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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更明智的决策

在此新方式中，GIS 为 BIM 提供信息，BIM 又为 GIS 提供支持。使用集成的 GIS 和 BIM 优化系统内资产的性能，这将回馈

到更具可持续性的新项目的持续规划中，从而有助于：

交付更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和
更智能的城市

改善利益相关方参与
情况

加快项目进度 降低成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图片来源：Hyder Consulting

1 2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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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可视化分析和模拟

其他规划

GIS
ArcGIS®

Map3D

现实捕捉

数字编程

LIDAR
红外

BIM
Civil 3D®

Revit®

物联网
交通

停车

气候

照明

公用设施

如果能够聚合不同类型的信息（包括地理空间数据）来创建一个信息模型，从而奠定规划、分析和模拟、可持续性、可视化等

的基础，会怎么样？

如果能够...借助 Autodesk，您可以做到。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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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96 121 4 107 135 118 14

将激光扫描信息添加到 InfraWorks 中的模型之后，它将成为有价值的三维数据源。通过提取地形、点和线性要素，您可以创建更全面的现有条件模

型。InfraWorks 具有自动信息提取功能，能够更轻松地访问和使用您的现实捕捉数据。

输入

现实捕捉

激光扫描作为三维数据源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6yp24ww9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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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96 121 4 107 135 118 142

由数据收集传感器组成的物联网部署不会产生“智能”。分析和使用物联网数据进行实时决策很重要，但此信息还可用于在设计和构建新资产时提供输

入和背景。访问此数据类型意味着可以获得新的见解，以提高单个资产（一个十字路口）和资产系统（城市中的道路网络）的效率。

输入

物联网

新加坡热图示例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iqb24zag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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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6 121 4 107 135 118 14

GIS 和 BIM 是大多数基础设施所有者想要集成的两个数据源，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已产生可同时利用 BIM 和 GIS 技术的流程。下一步是集成流程。

输入

GIS/BIM 流程集成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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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激光扫描信息添加到 InfraWorks 中的模型之后，它将成为有价值的三维数据源。通过提取地形、点和线性要素，您可以创建更全面的现有条件模

型。InfraWorks 具有自动信息提取功能，能够更轻松地访问和使用您的现实捕捉数据。

输入

Autodesk® Connector for ArcGIS®

Autodesk Connector for ArcGIS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96 121 107 135 118 14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83r5rp55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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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 InfraWorks 中的 GIS 信息，Ramboll-Sweco 团队能够快速跟踪挪威铁路高铁延长项目。利用项目关键约束和所建议设计模型的大量叠加，该团

队能够与 120 多位利益相关方有效沟通设计意图和问题，从而推动设计审批流程。

他们使用 InfraWorks 作为整个项目团队的公共数据环境，实现每 14 天就完成一次项目审核的严格安排 - 该团队称之为“集成并行工程 (ICE)”的流

程。通过在项目规划和审批阶段实施互联 BIM 流程，该项目能够节省 20% 的时间。 

规划

挪威铁路：高铁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96 121 4 107 1311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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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巴黎市的洪灾模型是使用不同的数据源（包括 GIS、BIM 和现实捕捉）创建的，其目的在于执行可用于为设计决策提供信息的关键分析。

一项这样的分析有助于确定最容易遭受洪灾侵害的区域。在 Autodesk 和 Hydronia 的共同努力下，InfraWorks 用户可以直接在三维上下文模型中模

拟、可视化和动画呈现洪灾事件。执行实际河流和海岸洪灾模拟有助于确定城市洪泛区和海岸区的初步洪灾风险评估。

分析和模拟

洪灾

巴黎市洪灾模型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9 121 4 107 135 118 14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8wotwjlh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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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以使用相同模型执行的另一种类型的分析解决了人和车的移动。红色区域显示有可能拥堵的区域，蓝色区域显示运行畅通的区域。

当我们可以实时看到设计决策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正在改变的道路或交叉路口造成的直接影响，还包括对系统其他部分的潜在影响）时，我们便能做

出更好的决策。如果封闭道路，会怎么样？如果限制向一个方向移动，会怎么样？如果增加交叉路口，会怎么样？三维设计模型中显示的分析结果有助于

在考虑变化时通过沟通获得利益相关方认可。

分析和模拟

交通模拟

巴黎市交通模拟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96 121 4 10 135 118 14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tm2zwbse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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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InfraWorks 和 InfraWorks 中的移动模拟，您可以评估大型公园周围的行人流量。可以评估不同入口点的安全性和通达性。虽然这是以行人为主

的移动模拟示例，但是可以运行相同类型的模拟来评估停车场、公交站点和其他项目的位置。

8

分析和模拟

微观模拟

Infraworks 移动模拟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96 121 4 107 135 11 14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zdsygid9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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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维上下文模型可帮助确定在社区或地区范围内实施绿色基础设施的最佳方式。

InfraWorks 的绿色雨水基础设施扩展将雨水管理项目的快速设计和实时分析与 BIM 结合起来。土木工程师和景观建筑师可以在三维环境中绘制绿色

基础设施的草图并建模，以迎合当地的性能要求或可持续性标准。

在此视频中，我们提供了一个示例，说明如何规划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可最大程度减少甚至消除径流。

可持续性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6 121 4 107 135 118 14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e6r13gj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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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以在 BIM 流程中使用 GIS 信息以提高节能效果。利用建筑高度和占地面积等数据，可确定能源使用成本高的区域或确定高优先级改造候选区域。

此视频介绍了华盛顿特区的一个街区，其中覆盖显示能源使用强度、年度能源成本和适合改造的候选区域等信息。

可持续性

GIS 信息

将 GIS 链接到能源使用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96 121 4 7 135 118 14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gbr7w6io3g?embedType=async&videoFoam=true&videoWidth=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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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您可以在已使用 GIS 信息增强的三维上下文模型中沟通并执行早期基础设施项目审核。

此视频展示了芝加哥市内的一个示例项目。您可以在浏览城市的三维版本（通过 WSP 创建）的同时，展示各个设计备选方案在芝加哥河沿岸的各个位

置有何不同。

可视化

SWA - 芝加哥市

SWA - 芝加哥市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96 121 4 107 135 8 14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xm9rbt35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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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以通过在上下文模型周围构建 VR 和 AR 体验来提高这些模型的价值。在此视频中，您将看到一位 VR 用户浏览大量不同的上下文模型。首先，用户浏

览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他能够在这座城市的各个点之间移动，并且能够全方位地观察周围环境。在第二个示例中，用户飞越亚利桑那州葛兰峡谷大坝

的虚拟表示。同样，用户可以导航到模型上的任何点，并俯瞰景观。

可视化

AR 和 VR - 奥斯汀

虚拟现实体验示例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961 4 107 135 118 14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azi0nicq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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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考虑在生命周期所有阶段使用 BIM 模型及其各自的位置/条件可以获得的价值。从本质上讲，位置信息可以提供 BIM 数据示意图。

其他类别

链接到 BIM 的位置信息

图片来源：CSoft-Terra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96 121 4 1075 11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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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目前工程建设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必须处理大量数据，而这些数据只为特定的人在特定时间所需。在此视频中，我们将看到如何在易于导航的空

间环境中实时访问 BIM 模型，从而将项目交付连接到 O&M。此视频以 Autodesk 开发的概念验证为特色，展示了可以使用 Esri Web 应用和 BIM 360 
API 构建的强大解决方案。

其他类别

从 ArcGIS 链接到 BIM 360®

概念验证：从 ArcGIS 链接到 BIM 360

观看视频 >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96 121 4 107 135 118

https://autodesk.wistia.com/medias/j3nr2v6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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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所有资源

打破“旧式”技术约束和孤岛

改进团队协作

加快设计决策过程

BIM 和 GIS 的集成使新的工作流应运而生 - 您能够更快地交付日益复杂的项目，更好地向利益相关方传达意图，以及

降低风险。

1

用更少的时间交付复杂的 
项目

有效沟通项目意图 降低风险

构建富含 GIS 数据的上下文模型

提供增强的项目见解

加快监管审批

最大限度减少数据丢失并在整个项目生命

周期内利用数据

提供更高效、更不容易出错的项目移交

提高运营效率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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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项目生命周期
改进数据集成工作流将立即为 GIS 和 BIM 社区带来价值，让他

们得以研究将上下文引入设计并构建新工作流的机会，从而改进

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施工和改造。

在上下文中设计和构建
通过集成 GIS 和 BIM，规划师和设计师将在相关上下文中更好

地了解项目：自然和现有建筑环境将如何受新项目影响以及如何

与新项目交互。通过在项目生命周期中的更早阶段引入这些见

解，项目所有者将能够预测潜在问题、简化生命周期并减少代价

高昂的延迟。

成功的六个诀窍

感应现场变化
利用无人机、传感器输入和数据处理等诸多技术创新，我们可以

快速扫描、拍摄和感知我们周围的三维世界。每个项目都可以从

一张真实、准确的原始现场“照片”开始，该照片可以通过定期

扫描进行更新，以记录现场在开发的每个阶段是如何变化的。

我们专注于为所有项目利益相关方交付和改进现场背景和可视

化效果。

2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3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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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且可扩展
在认识到客户业务和组织“以数据为中心”后，我们致力于创

建可扩展平台来支持我们的用户实现创新。我们深知平台的未

来取决于用户，是他们扩展我们的能力、从我们的软件构建块

创建新工具，以及创造新的工作流来提高工作效率。

以三维方式设计和可视化现实世界
随着技术和硬件的进步，三维技术正迅速成为人们在整个生命周

期中用于资产设计、可视化和分析的标准。我们的重点将放在利

用三维技术的工具和应用上，以便更好地利用空间信息来指导设

计过程，从而使项目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和性能目标。

优化基础设施运营信息
物联网 (IoT) 可以使用嵌入式传感器监控基础设施资产（例如建

筑物或桥梁）的每次震颤和温度变化。为了跟踪整个世界，我们

在周围放置了数十亿个传感器，其中许多传感器被设计到我们使

用的资产中，其目的是在三维体验中进行跟踪和分析。这些数据

将为机器学习提供原料，逐步提高该技术对具体应用的适切性，

从而生成新的见解。我们希望发现新的机会，使客户能够计划、部

署和使用传感器信息，从而提高大型资产系统的运营性能。

3

成功的六个诀窍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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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内容、位置和原因

我们今天创建的基础设施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希望通过更紧

密地集成 GIS 和 BIM，让工程建设公司、项目所有者和运营商以及

公共机构不仅关注基础设施的内容，还关注位置和原因。我们的目的

是在未来实现：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设施，有节制地使用地

球资源，以及为我们不断壮大的城市和人口创造繁荣的环境。最后，

结合使用 GIS 和 BIM 可以改进工作流，帮助您赢得竞争优势。

向无摩擦互操作性的转变不仅有助于两种技术无缝协同工作，还可

以实现更加互联的工作流，以便在更短的时间内交付日益复杂的 
项目。

4

转型 如果能够... 项目信息模型 后续行动以数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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